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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田园

本报讯 郑州市的公交夜班巴士，
曾伴随很多人见证过商都夜的繁华。
昨日，郑州市交通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布，1月30日起，郑州市现有的21条夜
班公交线路调整升级为28条夜班公交
线路，全部采用“Y+数字”番号。

其中，新夜班公交线网中每条夜班
线路至少与3条不同方向夜班公交线路
接驳换乘，形成火车站、紫荆山、郑州东
站、碧沙岗等夜班公交线路换乘中心。

据郑州市交通委负责人介绍，在广
泛征求市民合理化建议的基础上，对原
有夜班公交线网进行了调整升级，将原
有的21条夜班公交线路调整升级为28
条夜班公交线路，并定于1月30日晚开
通运营，原21条夜班公交线路番号同步
撤销。

记者了解到，新的夜班公交线路包
含19条干线（红线）及9条支线（绿线）。
其中，夜班干线前夜和早晨运营，覆盖市
区主干道，以中心城区向外辐射为主，在
主干道上尽量取直，提高运行效率，减少
乘车时间，实现方向性到达功能；夜班支
线前夜运营，主要连接组团、社区、商业
区、医院、学校，注重与夜班公交干线和
地铁的接驳，实现接驳输送功能。

新的夜班公交线路开通后，将形成
4条“L”形线、10条放射线、6条南北向

线路、6条东西向线路的夜班线网棋盘
形格局，且每条夜班线路至少能够与3
条不同方向的夜班公交线路接驳换乘。

新的夜班公交线路不再沿用原来
的“Y8XX”字头，线路番号从Y1路顺序
排列更加简洁清晰，站牌上线路号由原
来的黄底黑字调整为干线（红线）黄底
红字、支线（绿线）黄底绿字；站序表内
容除明确标注首末班时间、票制票价、
服务热线、发车间隔等信息外，还首次
加入了夜班线路接驳换乘的信息。

新的28条夜班公交线路由原21条
夜班公交线路优化调整13条、保留4
条、撤销4条、新开11条形成。1月30
日晚新夜班公交线路开通运营（其中
Y9、Y13已于1月15日先期开通）。

另外，新夜班公交线路紧扣白班运
行时间，干线（红线）早晨4：30发第一
班车，24：00发最后一班车；支线（绿线）
前夜23：00发最后一班车，票制票价不
变，提醒乘客注意线路变化。

广大市民如需了解更多夜班线路信
息，可拨打郑州公
交 客 服 热 线
63881333或通过
郑州公交微博、微
信服务平台等进行
咨询，也可扫描右
边二维码，查看哪
条线路经过你家。

Y1 民航花园公交站—火车站
Y2 黄岗寺—火车站
Y3 华山路公交站—火车站
Y5 郑州东站—火车站
Y6 东赵公交站—火车站
Y7 凯旋路公交站—火车站
Y8 省体育中心—火车站
Y9 郑州东站—火车站
Y10 中州大道北三环—火车站
Y11 花园口村公交站—火车站
Y12 经开第八大街公交站—火车站
Y13 郑州东站—医学院
Y15 嵩山路南段—火车站
Y16 紫荆山南路南四环—紫荆山
Y17 佛岗公交站—火车站
Y18 紫竹路公交站—碧沙岗
Y19 元通纺织城—火车站
Y20 大谢公交站—碧沙岗
Y21 佛岗公交站—紫荆山
Y22 西三环中原路—紫荆山
Y23 碧沙岗—商务内环路九如路
Y25 国基路公交站—淮河路电器厂
Y26 毛庄蔬菜批发市场-花园路刘庄
Y27 丰庆路杲村—紫荆山
Y28 航海路西三环—东建材
Y29 姚庄公交站—紫荆山
Y30 经南五路公交站—电车公司
Y31 紫荆山—东大学城

郑州夜班公交调升为28条线路
1月30日晚开通运营，番号从Y1顺延,原21条线路番号同步撤销

□记者 杜文育 通讯员 余帅领 李靓

本报许昌讯 1月24日，天气寒冷。
许昌城区曹魏古城南大街施工现场，古
色古香的楼台四边，工人们正有条不紊
地进行施工。随着修复工程的不断推
进，曹魏古城正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
人面前。

作为许昌城市建设的“一号工程”，
占地3.9平方公里的曹魏古城，集文化展
示、休闲旅游、商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
是展示曹魏文化的重要支撑和载体，志
在打造曹魏历史文化展示高地、国家5A
级旅游景区。

近年来，魏都区不断丰富城市的文
化内涵，以曹魏古城建设为重点，建设独
具魏都区特色的曹魏文化标识，打造历
史文化高地，让魏都区成了既有历史记
忆、文化传承，又有时代气息、充满魅力
的宜居宜业之地。2017年，曹魏古城项
目实现了四个“落地”：南大街修复大头
落地、重要节点拆迁大头落地、筹资融资
大头落地、遗留问题大头落地。

□记者 王新昌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由大河报
社主办的2018中国（郑州）智慧教育、
幼教展览会于今天正式启动。该展会
包含智慧教育、幼教两大展区，将于今
年6月中旬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隆重
举办。

大河报社将持续发力把大河幼教
展打造成全国知名品牌，为参展商带来
巨大的经济效益。

幼教展招商负责人习水介绍，根据
参展商代表的倡议，结合幼教展项目部
几年来的调研，本届展会定在2018年6

月15日~17日于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展
厅举办，河南大河国际商务服务中心为
本届幼教展的承办方。据了解，今年展
会主办方将举办第二届“河南省百佳幼
儿园”“河南省百佳园长”评选活动；除
此之外，为了让更多办学条件优越、师
资力量雄厚的幼儿园、园长获得认可，
本届展会新增了“河南省优秀幼儿园”

“河南省优秀园长”评选。颁奖典礼将
于6月15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郑州市是全国首批智慧教育实验
区城市，智慧教育展将全面展示我省智
慧教育建设成果，汇聚全国智慧教育
产品发展态势，打造影响河南、辐射

中部的全面展示教育信息化新产品、
新技术、新趋势的集中交流平台。据
了解，智慧教育展主要由智慧教育展
示区、教育教学装备展区、教育培训
品牌展示区及高校招生咨询说明会四
部分组成。办展期间，将举办2018中
小学创客教育成果交流会；中小学机器
人大赛；智慧校园好方案评比；河南教
育风云榜评选；河南教育信息化交流峰
会等活动。

记者了解到，大河报社将本着“开
放办展”的态度，举办智慧教育展，积极
寻找全方位展会合作伙伴儿，有意者请
尽快联系主办方。

□记者 贺笑天 实习生 常靖宇

本报讯 连续举办12年，大河报义
务写送春联活动今年继续火热升温。23
日，中原图书大厦将作为大河报第十三
届义务写送春联活动的主会场，与若干
个分会场联动，邀请书法爱好者来“助
阵”的消息一经刊发，报名电话成了“热
线”，书法爱好者愿意义务写春联，单位
和社区愿意提供活动场地。不到三天，
就有70多名热心读者报名参加。 活动
当天，现场为郑州市民写春联的100名
书法爱好者的征集还在继续。

“我喜欢写书法，愿意给大家义务
写春联！”活动征集消息发布首日，两部
报名电话都热得“烫手”。报名者中，有
相当一部分是曾多次参加大河报义务
写送春联的老朋友，也有不少市民“组
团”报名。连续12年参加活动的74岁
老人阴雪阁,是河南省书法家协会成
员，今年他仍与5位热爱书法的好友相
约“组团”参与。“大河报举办的义务写

春联活动既能帮到市民，又能增加年味
儿，还可以让书法爱好者聚在一起交
流、切磋。希望这个活动能一直办下
去。”阴雪阁老人说。

除书法爱好者之外，积极响应本报
号召的，还有企业、单位及社区负责人，
他们不仅愿意为活动提供场地，还纷纷
表示，必须要给参与活动、爱心“爆棚”
的书法爱好者准备一份实用的纪念
品。其中，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及郑州市热力总公司相关负责人均
表示，在2月10日当天，他们会走进多
个社区，参加大河报的活动，派出单位
的书法爱好者，现场给大家义务书写春
联，“给居民送喜庆送祝福的同时，我们
还会提供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同时，大河速递广告有限公司及郑
州市丰产路街道办事处德亿社区等企业
和单位也愿意为活动出一份力。此外，
所有报名成功且到场参加活动的书法爱
好者均可获得由河南羊妙妙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羊妙妙酸羊奶一提。

书法爱好者参与义写春联热情高 20位书法家
书赠居民春联
□记者 张瞧

本报讯 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
为了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让基层
群众切身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
昨日上午，河南省人大书画摄影研究院
走进郑州市金水区宋砦村社区，举办了

“迎新春、写春联、笔墨浓情送祝福”活
动，20位书法家现场为居民书赠春联
400多副。

年逾六旬的宋砦村社区居民阴女士
告诉记者，得知书法家们要来义务书写
春联的消息，她和家人一大早就赶到了
现场。“怕来晚了春联都被抢完了。这手
写的书法春联，年味儿最足，远不是那些
印刷品能比，满满都是咱中国传统文化
的气息！”

据悉，此次书法家们预先备有300
副春联，现场为居民书赠春联400余副。

大河特别行动

【征集】

如果您是书法爱好者，想通过义
务写春联活动献爱心，分享才艺，传
递快乐，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温馨提示】
1.活动时间：2月10日（周六）上

午（10点~12点）。
2.活动主会场：中原图书大厦门

前广场（郑州市人民路市体育馆对
面）。

3.活动分会场：将陆续公布，详
情请关注近日大河报。

4.报名方式：拨打大河报新闻热
线 0371-96211（100
个 名 额 ，报 满 为
止）。也可登录大
河客户端首页在征
集稿件下报名或直
接扫描右边二维码
报名。

2018中国（郑州）智慧教育、幼教展览会启动
联系方式
幼教展负责人：习老师；
电话：0371-58553299、19903859919；
邮箱：2350455527@qq.com。

智慧教育展负责人：高老师；
电话：0371-65795619、13803860838；
邮箱：64989986@qq.com。

许昌曹魏古城
构筑三国文化高地

郑州夜班公交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