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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 元）6月 8日，
由云松置业主办的“金域蓝湾杯”新
闻界羽毛球团体邀请赛在郑东新区
天瑞街大拇指俱乐部成功举行，来自
河南日报队、大河报队、河南商报队、
河南一百度队、期货日报队、驻豫媒
体队、郑州日报队等 7家媒体的代表

队和金域蓝湾精英队参加了比赛。
本次团体邀请赛共分男子单

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
打、混合双打 5 项。8 支队伍分成上
下半区展开对抗，最终河南日报队
脱颖而出，荣获冠军，河南商报队、
大河报队分获亚军、季军。④11

“金域蓝湾杯”新闻界羽毛球团体赛结束

本报讯（记者陈 元）6 月 7 日，
2014 年国际射联世界杯德国站的
比赛在慕尼黑结束第二个比赛日的
争夺，在男子飞碟多向比赛中，中国
三名选手无缘决赛，西班牙选手巴
尔伦折桂。

男子多向飞碟资格赛共有 133
名选手参加争夺，中国队派出河南
的杜宇、辽宁的张奕垚、四川的高博
出战，三人状态一般发挥平平，结果
均无缘决赛。其中张奕垚 121 中获

得第 34 名，高博 120 中排名第 48
位，杜宇 119 中获得第 73 名。

在女子飞碟多向比赛中，中国队
共派出三名选手出战，分别是河南的
武翠翠、山东的朱靖宇、陈芳，三名选
手在资格赛中也都发挥欠佳最终无缘
决赛，其中朱靖宇成绩最好71中位居
第16，武翠翠69中排名第28，陈芳68
中位居第 36。美国选手包揽了该项
目的冠亚军，布切·维多利亚 15比 14
险胜队友比曼·珍妮萨夺冠。④11

我省两射手无缘世界杯决赛

本报讯（记者王晓欣）“妈妈，咱
们下个星期还来看电影！”6月 7日下
午，省图书馆免费放映电影《天才眼
镜狗》，吸引了许多小朋友和家长。

暑期即将来临，省图书馆推出
了少儿优秀动画电影展播活动。6
月份为小朋友放映4场电影，除了《天
才眼镜狗》，还有 6 月 14 日的《 神偷
奶爸》、6 月 21 日的《疯狂原始人》
和 6 月 28 日的《海底总动员》。

《天才眼镜狗》是一部动画科幻
电影，故事围绕世界上“最聪明狗
狗”皮博迪先生收养了一个人类小

男孩谢尔曼而展开了一段奇妙旅
程。《神偷奶爸》讲述大盗格鲁图谋把
月亮偷到手，不料三个小孤女突如其
来地进入了格鲁的生活，他被迫扮演
起了“超级奶爸”……《疯狂原始人》
讲述一个居住在山洞中的原始人家
庭离开山洞的冒险旅行经历。《海底
总动员》讲述小丑鱼马林和朋友蓝唐
王鱼多莉一同在汪洋大海中寻找玛
林失去的儿子尼莫的奇幻经历。

省图书馆少儿中心的负责人
说，省图书馆将在暑假期间每周放
映一部优秀儿童电影。④4

走吧，到省图看免费电影去！

北京时间 6 月 8 日，在 2014 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
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海峡组合”彭帅/谢淑薇战胜 2
号种子、四届大满贯冠军埃拉尼/文奇，首次夺得法网女
双冠军。

本场比赛前，尽管高居世界第一，但彭帅/谢淑薇状
态平平。在法网前的重要热身赛罗马超五赛上，两人以
卫冕冠军的身份在首轮遭到爆冷。不过转战巴黎后两人
调整得当，连克多路劲敌首次闯入决赛。在最后的冠军
战中，彭帅/谢淑薇的对手是连续第三年闯入决赛的埃拉
尼/文奇。决赛汇集了当今女双最强的两对女双组合，双
方过往交手也各有胜负，但意大利姑娘更为擅长红土。

结果，在两盘都率先被破发的情况下，彭帅/谢淑薇
最终以 6∶4、6∶1 取胜，职业生涯首度捧起法网女双冠军
奖杯，创造了历史。这也是两人职业生涯中第二座大满
贯冠军奖杯，与此同时，两人还延续了 12 次进入决赛全
部夺冠的不可思议的纪录。④11 （文 宗）

本报讯 （记者任国战 通讯员杨 炎）
6 月 4 日至 7 日，为期 4 天的首届世界语言
大会在苏州举行，由中国文字博物馆精心
打造的《汉字》巡展精彩亮相，获中外嘉宾
一致好评。

首届世界语言大会由教育部、国家
语委、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
会和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办，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合作举办，大会的主题是“语言能
力提升和语言教育”，中国文字博物馆应
邀参展。

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以文字
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汉字》巡展是其全
力打造的面向国内国际的大型展览。展览
包括汉字的起源与发展、汉字的研究与传
播、汉字的艺术与创意三大部分，主要讲述
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隶书、楷书的
演变历程；文字载体从卜骨、青铜器、陶器、
竹简、钱币、玉石到纸张的发展过程；文字
研究成果和印刷术，书法艺术、篆刻以及生
活中的文字妙趣等。2013 年 8 月，《汉字》
展在北京举办首展，此后赴德国等十多个
国家举办了国际巡展。

《汉字》展亮相世界语言大会后引发不
小轰动。“精妙绝伦，叹为观止！”不少参观
者用这样的话来评价布展的精巧和汉字的
美妙。前来邀展的嘉宾更是络绎不绝。据
介绍，未来几个月《汉字》国际巡展将赴泰
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展出。

世界语言大会期间，中国文字博物馆
还举办了《中国文字博物馆馆藏书画名家
精品展》、《中国字·世界情》主题笔会、中国
文字文化创意产品展销等活动。④4

本报讯 （记者刘 洋）6 月 7 日
晚，由省文化厅支持、河南艺术中心
自主制作出品的大型动漫人偶童话
剧《小马过河》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
院精彩亮相。现场小观众与演员们
的互动使整个剧场充满了欢乐气
氛。

动漫人偶剧《小马过河》根据传
统寓言故事《小马过河》改编，在保
留原有故事线索的基础上，为主人
公小马增加了新的难题，通过小马
解决难题的过程，让孩子们懂得实
践的重要性，并培养他们勇敢、善良

的品质。该剧由呱呱团创、郑州华
豫兄弟、河南省木偶剧团等不同专
业团队联合打造，并创造性地提出
了动漫元素引入舞台的理念和模
式，将舞台表演、动漫、多媒体等高
科技有机结合，生动活泼、寓教于
乐，是我省舞台艺术生产进行多专
业跨界融合的一次新尝试。

在 85 分钟的演出中，台上演员
与台下小观众亲密互动，一些小朋友
还被邀请上台参与表演，现场气氛十
分热烈。家长们也被剧情和互动环
节吸引，与孩子们一起在故事中获得

感悟。“希望这种既时尚又传递正能
量的儿童剧目越来越多。”带着双胞
胎来看《小马过河》的苏女士说。

据了解，《小马过河》是“十二
生肖大型动漫人偶剧”的第一部，
将在河南艺术中心驻场演出，还将
于暑假期间在全省巡演，并走进学
校和幼儿园，让更多小观众欣赏到
这部好看好玩的剧目。此外，省文
化厅、河南艺术中心还联合星联置
地集团开展“全城海选小演员”活
动，优秀者将作为剧组成员参加正
式巡演。④4

本报讯 （记者程 梁）6 月 6 日
至 8 日，省新华书店联合腾讯大豫
网等单位，在河南出版物流配送中
心举行省首届专业儿童书展，22 家
知名品牌童书出版社的 2 万余种图
书参展。

在以“童年遇见爱——新渠道、
新平台、新体验”为主题的活动现场，
可覆盖0至16岁年龄段的绘本、儿童

文学、有声读物等引起了众多家长和
孩子的关注。为增加展会的趣味性
和互动性，主办方还特意开设了手
工、绘画、故事会、电影、讲座等活动
板块，现场教孩子们玩折纸、学思维
导图绘画、免费看电影。儿童教育专
家漠子现场举办专题讲座，与家长畅
谈有关儿童教育的热点话题。

此次展会的亮点是，作为参展图

书的唯一销售渠道，中原出版传媒集
团组建的云书网通过自主开发的安
卓系统和系统手机内置软件，让参展
人员亲身体验现场下单购物和便利
快捷。同时，为让更多儿童享受阅读
乐趣，6月 7日，省新华书店还联合参
展出版社向郑州市儿童福利院等捐
赠了图书。当天，约有 2000 名观众
参加了丰富多彩的活动。④4

我省首届专业儿童书展举办

“二人转应该跟百姓连在一起，
这就是它的生命。我们会一步一步
地往前走，保留原始的味道，这个味
道千万别改变，要留住它的文化符
号。”二人转表演艺术家赵本山日前
对二人转的发展感慨良多。

近年来，对传承了 300 余年的
东北二人转的争论之声不断出现。
对于二人转的生存与发展，央视新
闻评论员白岩松、相声表演艺术家
姜昆、文化学者于丹等名嘴日前齐
聚铁岭，共同为二人转“会诊把脉”。

“二人转就像东北这块土地上

的白菜和豆腐。正是因为二人转与
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才得以
传承到今天。”白岩松说。

“原汁原味”地让二人转流传下
去是对文化的传承，但也让人担忧。
姜昆说：“有人做过一个调查，在网络
搜索二人转的视频，其中有三分之二
都跟黄色有关。”他认为二人转的未
来需要一批代表着二人转的人或者
单位，而且要肩负起管制它的责任。

于丹说，二人转作为东北的乡
土文化，应该被“乡土”地传承下
去。④4 （据新华社电）

彭帅谢淑薇彭帅谢淑薇
首夺法网女双冠军首夺法网女双冠军

彭帅彭帅（（左左））谢淑薇鼓掌鼓劲谢淑薇鼓掌鼓劲。。

中国石化新疆煤制气外输管道工程（新粤浙管道）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告
一、建设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中国石化新疆煤制气外

输管道工程（新粤浙管道）
建设性质：新建
工程内容及规模：本项目包括一条

干线、六条支干线，总长度为8372公里，
年设计输量为300亿立方米。全线经过
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山东、湖
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西及广东
13个省、自治区。干线起点为新疆木垒
首站，终点为广东省韶关末站；支干线包
括新疆伊犁-木垒的伊犁支干线，新疆
准东－木垒的准东支干线，新疆库车－
七角井的南疆支干线，河南宜阳－濮
阳－山东临沂和河南濮阳－山东齐河的
豫鲁支干线，湖南株洲－江西抚州—浙
江江山和江西抚州－福建南平的赣闽浙
支干线，湖南衡阳－广西桂林的广西支
干线。其中，干线木垒－潜江段管径Ф
1219毫米，线路长度 3303公里，设计压
力 12 兆帕；干线潜江－韶关段管径Ф
1219毫米，线路长度856公里，设计压力
10 兆帕；伊犁支干线管径Ф1219 毫米，
线路长度 793 公里，设计压力 12 兆帕；
准东支干线管径Ф1219毫米，线路长度
127公里，设计压力12兆帕；南疆支干线
管径Ф914毫米，线路长度 862公里，设
计 压 力 10 兆 帕 ；豫 鲁 支 干 线 管 径 Ф
1219/711/610毫米，线路长度993公里，
设计压力10兆帕；赣闽浙支干线管径Ф

1016/813 毫米，线路长度 1002 公里，设
计压力 10 兆帕；广西支干线管径Ф610
毫米，线路长度 436 公里，设计压力 10
兆帕；其中广东省韶关市境内深源阀室
至浈江区新韶镇长约 76.2 公里管道及
其配套的站场、阀室等工程暂缓建设，
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

本项目沿线共设工艺站场63座（包
括压气站 23 座、分输站 32 座、清管站 2
座和末站 6座），截断阀室 350座。本项
目穿越大中型水域 312次、铁路 141次、
高速公路 135次、高等级公路 343次，共
设山岭隧道68处。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1.生态环境影响：本项目生态环境

影响主要在施工期，主要表现为：管沟
开挖、隧道开挖、管道穿跨越、站场阀室
建设等施工活动，带来对土地表层的扰
动、地貌改变、地表植被的破坏、土地利
用格局变化及农、林、种植业损失；施工
临时道路、弃渣场占用土地（包括耕
地），水土流失和地表植被破坏。营运
期不会带来新的生态影响，受施工期影
响的生态环境在采取相应的生态保护
措施后逐步恢复重建。

2.大气环境影响：大气环境影响主
要表现为施工机械排放的废气、施工产
生的扬尘、营运期燃气轮机、燃气热水锅
炉、燃气热泵空调排放的废气和非正常
工况下排放废气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3.地表水环境影响：本项目地表水
环境影响主要表现为：施工期河流开挖
产生的悬浮泥沙、定向钻施工产生的废
弃泥浆、施工机械作产生的污染物、施工
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以及清管试压废水
等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营运期各站场
生活污水排放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

4.地下水环境影响：本项目施工期及
营运期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隧道施工产生涌水而伴随的地下水环境
变化（如地下水位降低、泉水流量减小）、
站场抽水所带来的地下水水位降低；其次
是各站场废水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5.声环境影响：声环境影响主要表
现为施工期施工机械产生的机械噪声、
营运期站场加压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
及各站场输气产生的机械噪声对声环
境和声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

6.固体废物：本项目固体废物影响主
要表现为施工期产生废弃泥浆、施工垃
圾、生活垃圾以及营运期产生的生活垃
圾、清管固废、废润滑油对环境的影响。

7.环境风险：本项目主要环境风险
为管道或站场发生泄漏及泄漏的天然
气燃烧产生的次生污染物对管道两侧
或工艺站场周围人口集中居住区、社会

关注区、环境敏感区等的影响。
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

对策和措施
为尽量减少对环境及环境敏感目

标的影响，环评单位提前介入本项目可
研设计，多次对路由进行环保优化，对
沿线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生态脆
弱区等环境敏感区尽可能避绕，尽量不
占或少占农田、林地。

1.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加强施工期
环境保护管理，做好招投标和环保监理
管理；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及施工时间；
强化环保意识，规范施工，选择合理的
施工方式，合理利用弃土；严格控制施
工作业带宽度和作业场地面积；耕地段
采取分层开挖、分层回填措施，施工后
及时复耕；林地段采取尽量缩减作业带
宽度，以减少林业损失，并恢复适宜的
植物；施工后对作业场地进行原貌恢
复；对施工占地和造成的农林等经济损
失将按照国家和当地补偿标准进行合
理补偿；施工过程中，发现重点保护植
物时移植保护；根据生态敏感目标特
点，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

2.大气环境保护措施：加强管理，采
用密封性能好的法兰并及时更新设备配

件，减少无组织排放；加强设备维护，减少
清管作业和分离器检修频次；站场超压排
放的天然气通过40米的放空管高空排放
或通过40米高的火炬燃烧后排放。

3.水环境保护措施：合理安排施工
季节，选择合理的施工方式；规范设置
定向钻泥浆池，预留30%容积，泥浆池底
作防渗处理；施工泥浆循环利用；泥浆
池和施工场地禁止设置在水源保护区
范围内；清管试压废水和隧道施工废水
经沉淀后就近排放，但禁止排放至具有
饮用水功能的地表水体。各站场生活
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经一体化污水处
理装置处理达标后用于站场绿化。

4.固体废物防治措施：清管作业时产
生的少量的固体废物送往指定的垃圾填埋
场处理，生活垃圾委托地方环卫部门负责
清运处理，废润滑油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5.噪声防治措施：施工期尽量少用
大型机械设备，必要时在施工边界设置
防噪声挡墙，做好同居民的沟通、协调
工作，避免夜间施工；站场选址尽量远
离居民区,尽可能选择低噪声设备并采
取减震安装。

6.风险防范措施：路由上尽可能避
绕了人口集中区、社会关注区、环境敏

感目标及复杂地质段；按照设计规范
确定管道设计参数；管道采用防腐涂
层和阴极保护联合保护的方式；采用
了半自动不停气清管、自动关闭截断
阀组等先进工艺及设备；各站场建有
可燃气体报警仪和放空设施，维抢修
中心配备应急抢险物资；全线采用先
进的 SCADA 系统，装备完善的通信系
统，做到控制中心对管道运行全过程
进行动态监视、控制、模拟、分析、预
测、计划调度和优化运行；环境应急管
理纳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环境应急管
理框架内，根据本项目特点和沿线环
境特征制订环境应急预案。

四、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相关规划，

生产过程符合清洁生产原则，生态保护
和污染防治措施基本可行，在采取各项
环保措施、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措施
后，对环境的影响较小，环境风险在可
接受程度内。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分
析，本项目建设可行。

五、查阅简本的方式和期限
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任何

关心本项目建设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均
可按第八条中的联系方式，通过电子邮
件、传真或电话等方式向评价单位索取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的范围：主要是针对本项

目沿线区域受影响和关注本项目建设
的单位、组织和个人。

主要事项：1.您对本项目建设内容的
了解程度；2.您认为本工程建设对环境主
要产生哪些影响；3.从环境保护角度考
虑，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4.您对本项
目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的意见和建议；5.
您对本项目的其他意见和建议。

七、征求意见的具体形式及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您可

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电话的方式将
意见反馈给我们，请您尽量提供详细的
联系方式，以便环保部门核查。非常感
谢您的支持。

八、相关部门及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中国石化新疆煤制

天然气外输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联系电话：010-69166055
邮政编码：100029
联系人：李先生
电子邮箱：okliguo179@126.com
评价单位名称：北京飞燕石化环保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房山区燕山燕房

路22号
联系电话及传真：010-69336264
邮政编码：102500
联系人：李先生
电子邮箱：lxfeng-1984@foxmail.com

中国石化新疆煤制气外输管道工程（新粤浙管道）（以下简称“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已经初步
撰写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 2006[28]号)等的规定，现进行第二次公示。

三门峡国际文博城管理处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公告
三门峡国际文博城管理处（三门峡市会展办公

室）是三门峡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下属事业单位，
根据文博城管理经营实际需要，需面向社会引进 8名
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岗位、专业及条件
（一）会展专业类 4名
1.会展策划师1名、会展设计师1名。国家重点院

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年龄在40周岁以下，具
有二级会展策划师或会展设计师以上资格，5年以上会
展策划、设计管理工作经验，或具有建筑学专业硕士研
究生以上学历以及二级建筑师以上资质并有实际设计
经验者均可报名。

2.会展营销管理人员 2 名，国家重点院校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2 年
以上会展营销、招展工作经验。

（二）艺术专业类 2名
国家重点院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或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舞
美、编导和指挥专业，指挥专业要求会配器，具有一
定的舞台演出经验。

（三）主持礼仪解说类 2名
国家重点院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年龄

26周岁以下，播音主持专业、民族器乐专业，女性身高在
1.68米以上，男性身高在1.75米以上，形象好，气质佳。

以上专业人员，特别优秀的，条件可适当放宽。
二、要求

（一）报名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3.身体健康，具有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4.各岗位所需其他资格条件。

（二）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报考
1.曾受党纪、政纪处分尚未解除的。
2.因违法违纪正在被调查处理的。
3.其他不符合报考资格条件的。
三、待遇
聘用后按程序进入事业单位编制序列，执行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享受国家规定的在编人
员福利待遇。

四、报名时间及要求
1.报名时间：2014年 6月 9日—6月 20日。
2.报名方式：现场报名和网络报名。①现场报名地点：三门峡国际文博城管理处办

公室（三门峡市五原路西段）。②网络报名：登录www.smxsgj.com网站，自行下
载填写报名表格，并发送至邮箱smxsgj2010@126.com。

3.报名要求：报名时需提交报名表、身份证、户
口本、毕业证、资格证原件（或扫描件），近期免冠 1
寸照片 4张。

联系人：刘四海
电话:0398-2169321
手机：13803988650

关于征集“汝州精神”表述语的公告
汝州市将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 -7 月 10

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汝州精神”表述语征
集活动。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要求
1.征集作品要体现汝州市情民情及人文

地理特色，体现汝州精神风貌，准确反映汝州
厚重的历史文化。

2.表述语要主题鲜明，通俗易懂，字数控
制在 8-16 字之间，并附 300 字以内创意说
明，简述作品构思及意义。

二、参与方式
参赛作品均可通过邮寄、传真、电子邮

件等方式参与。投稿个人请注明“汝州精
神征集”及本人真实姓名、单位、联系方式、
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投稿集体请注明
集体名称、地址、具体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
式。所有作品请自留底稿，概不退还。如
有内容相同或相似稿件，以收到时间为准，
取先投稿者。

投稿地址：中共汝州市委宣传部新闻科
（汝州市广成东路 56号）

邮编：467599
邮箱地址：rzcsjs@163.com
联系电话及传真：0375-6898618

三、评选办法
1.征集工作结束后，由汝州市委宣传部

组织专家对征集到的作品进行评选，选出 16
条入围表述语，并在省、市主流媒体上展示，
同时接受汝州市民公开投票选评。

2.按照公开投票选评结果，评选出一等
奖一名，奖金 20000 元；二等奖 2 名，奖金各
5000 元；三等奖 3 名，奖金各 3000 元；入围
奖 10 名，奖金各 1000 元；获奖者均颁发荣誉
证书。

3.最终确定的“汝州精神”表述语将通过
省内各大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四、注意事项
1.应征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主办单位

对入围作品拥有所有权，并有权对入围作品
进行修改、使用。

2.凡投稿人均被视为认可本公告内容。
3.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中共汝州市委宣

传部。
4.详细公告请登录汝州新闻网（http://

www.ruzhounews.com/yaowen/22946.html）
查看。

中共汝州市委宣传部
2014年6月9日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余年打造
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流。中医专科主治：
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
大、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
瘫痪症、中风后遗症等 20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0715-8618999 8811938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08]第 10-31-18号

联系方式

欢迎在《河南日报》

刊登各类广告

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电话：0371-65796126 65796127

传真：0371-6579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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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动漫人偶剧《小马过河》首演
白岩松等“会诊”二人转：

坚持接地气 避免“黄”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