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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5 日下午，春节假期刚
过，在郑州市经二路的一家洗车
行内，前来洗车的人络绎不绝。

“‘孙老板’，春节假期收入咋
样？”记者半开玩笑地问正在洗车
的员工孙杰。

“挣得不多，没赔钱。”孙杰笑
答。

时间拉回到年三十儿下午。
往日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行人稀
少，远远近近的鞭炮声此起彼伏，
郑州街头的年味儿越来越浓。

这家洗车行内，孙杰和另两

个洗车工正在忙活，预洗、涂抹洗
车液、冲洗、擦拭、吸尘，一丝不
苟，一辆车前前后后忙了近半个
小时，顾客临走时三人还不忘送
上一句“新年快乐”。

“春节不休息吗？”记者问。
“明天休息一天，其他时间照

常营业。”孙杰说，老板回老家过
年，他和徐东海、位强三人决定留
下来“承包”洗车行。这期间，收
入上交老板 4000 多元，剩下的归
他们。

闻听此言，记者不由再次打
量这三人。问一下年纪，都是“90
后”。“有想法有干劲！”记者由衷

称赞。
三人都不是郑州本地人，孙

杰的老家在洛阳，徐东海家是许
昌的，位强家最远，在甘肃。

“大过年的，肯定想家。”孙杰
说，和回老家过年相比，留下来有
着更实际的意义。

春节期间，洗车价位较平时
贵了不少，可以多挣些钱。而体
验一下当老板的感觉，对三人或
许有着更大的诱惑。

大年初二下午，天气不好，街
上难见汽车和行人。记者再次来
到洗车行，位强和孙杰正在店里
等候顾客。

“今天生意不行，只来了两辆
车。”位强说。

当了几天“老板”，三个年轻
人体会到了经营的不易。需要操
心的事情多，刚开始时压力挺大，
随着收入增多，“承包费”有了着
落，压力才渐渐减小。

位强在这家洗车行干了五六
年，孙杰学的是汽修专业，干这一
行也有两三年了。洗车行门前的

这条路，前几年停不了多少车，现
在运气好才能抢个车位。来店里
洗车的许多老客户，几乎是年年
换新车。

“汽车美容行业大有潜力。”
位强说，试着管理一家洗车行，对
他们今后的发展肯定有好处。

“过了一把老板瘾，这个春节
挺有意义。”25 日下午，回想着前
几天的经历，孙杰这样总结。③9

“书画家来送书画啦！”2 月
22日农历大年初四上午，洛阳市
老城区安喜门古城天街市场里，
许多市民一大早就拿着宣纸来
了。来此挥毫泼墨的，都是当地
书画“名人”，平时想讨他们的墨
宝，还真不大容易。

上午10时到12时，来观赏、讨
要书画的市民络绎不绝。现场献
艺的 20位书画家，拿出看家本领，
平均每人都完成20余幅作品。

这次义务送书画活动，是由
洛阳市老城区文化局和区书画
家协会组织的。协会会长王克

坤介绍，这项活动至今已连续举
办了 35 年，参加活动的有国家
级、省级、市级和区级四级书画
家协会会员，参与群众不受任何
限制。

回洛阳老家过年的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银川市书协副主
席郭鸿光，广东省佛山市企业家
陈文克告诉记者，参加活动，切
身感受到中原文化底蕴厚重，要
把“中原书风”带回去。

据了解，老城区书画家协会
现有会员 300 多名，常年义务教
群众写字画画。去年他们还联
系企业家一起创办了魏紫书画
院，每周两次为少年儿童提供免
费书画培训。③9

2 月 23 日，农历大年初五，虽
然农村的空气中还飘着淡淡的年
味，邓州市林扒镇恒伟奶场主人
张恒伟已经像往常一样，一大早
就开始忙活。“其实大年初一就开
始干活啦！”张恒伟笑着说。

正 是 靠 着 这 份 勤 劳 ，他“ 手
下”的奶牛从最开始的一头，变成
如今的近 300 头；原来家庭式的

“奶牛作坊”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标
准化奶场。

2014 年 2 月，下岗后在外打
拼 15年的张恒伟，拿出所有积蓄，
在老家林扒镇葛王营村办起了奶
牛养殖场。但由于后续资金不
足，无力购买优质饲料，奶牛产奶

质量达不到收购商要求，不得不
忍痛倒掉，奶牛场才迈出第一步
就陷入绝境。关键时刻，刚刚成
立的省畜牧业担保公司伸出了援
助之手，帮张恒伟协调了 200万元
的低息贷款。

资金充足，又有技艺在身，张
恒伟的事业像芝麻开花——节节
高。2014 年底，收购商蒙牛公司
对河南的 100 多个供奶养殖场进
行综合评比，张恒伟的奶场因鲜
奶质量高而跻身前八。

谈及今年，张恒伟有两个打
算：一是趁着现在奶牛价钱合适，
淘汰一批较差的奶牛，再引进 100
头较好的，来个“产业升级”；二是
尽快把担保公司的贷款还清，轻
装上阵，羊年发“牛财”！③6

2 月 20 日 ，农 历 大 年 初 二 。
一大早，家住方城县的田文运就
拎着年货去看望老朋友了。老田
的年货是一本他自己编撰自费印
刷的《画说历史》画册。

“席地拜年、甩刷子骨朵、糊
灯笼，这些都是我们那辈人过年
时候的习俗，现在很多已经消失
了 ，只 能 在 老 田 的 书 里 回 忆 一
下。”好友杨东野指着插图说。

在方城县文化圈里，提起田
文运的名字，很多人都会竖起拇
指。今年 67岁的老田，是该县二
郎庙镇第二初级中学退休教师。
退休至今，老田已手绘钢笔素描

画 1000多幅，并配上文字说明，
汇编成册。画册详细记述了
方城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改革

开放后各个时
期的人文景观

和文化习俗变迁，深受读者喜爱。
“今年春节前我加印了 200多

本 ，准 备 全 部 当 成 年 货 送 给 大
家。”从杨东野那儿回家的路上，
田文运说。

一跨进家门，只见客厅里早
已是高朋满座。都是田文运老年
大学摄影班的“校友”，受老田之
邀，大家把去年拍摄的照片拿来
相互“挑刺儿”。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也是老田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记录好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田文运利用业
余时间扛着相机奔波在南阳段的
多个施工现场，拍摄照片 6000 多
张。

“通水时‘大黄鸭’漂过的照
片挺好”……大家把 2014 年拍摄
的成果摆在一起，相互点评。

“我还邀请了几位行家来指
导我的画册和摄影集。”田文运笑
着说，“这个春节，我要好好过一
个‘文化年’。”③9

多年前，由于采访黄河小浪
底水利枢纽工程，记者曾去过一
次济源市大峪镇大奎岭村，那时
给记者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它
是一个贫穷落后、偏远闭塞的小
山村。时隔多年，不知这里的乡
亲生活怎样？2月 17日，记者一
行再访大奎岭村，蓦然发现这里
的一切都变了，变得已经让人认
不出来了。

风景变了。村口的黄河小
浪底水库在太行山的映衬下烟
波浩渺，千岛林立；渔舟点点，水
鸟翩翩；近处的大河、大山、大水
库，稍远一点的大桥、大坝、大工
程，一切都是那样的美不胜收，
再也找不到昔日的贫瘠和荒凉，
不时停靠的外地旅游车辆为小
村增添了无限生机。

村容变了。整齐的楼、笔直
的街、密植的树、靓丽的园，处处
干干净净，规范有序。不少家户

的门前，再也不是过去窑洞前停
放的牛车、马车和驴车，而是各式
各样的小汽车，不少还是世界名
牌呢！

职业变了。过去靠山吃山，
家家守着那三分薄地，一年到头
手里挣不下俩闲钱。现在可好，
村民改靠水吃水了，他们利用黄
河小浪底水利工程在此形成的
面积达 2万余亩的大峪湾，积极
发展水产养殖，从土里刨食改为
水里养鱼了。

身份变了。挣钱的行当变
了，他们的身份也变了，以前是
农民、山民，现在一下子都是渔
民了，家家户户搞水产养殖，有
养花鲢的，有养银鱼的，反正什
么赚钱养什么。让人万万想不
到的是，十几年光景，大奎岭村
的网箱养鱼规模已经超过 1 万
箱了，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小山
村，现在成了名副其实的“养鱼
村”。

收入变了。既然养殖规模

越来越大，那肯定赚钱喽！村
民宋文忠最初建网箱 20 个，当
年 就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50 万 元 。
现在全村凭着每年近万吨的渔
业产量，每家年平均有 10 万元
的进账。村民笑谈：“ 一年 10
万元不算多，但比起那些年一
年 收 入 几 百 块 钱 不 知 强 到 哪
了！”

观念变了。生意越做越大，
他们也搞起了创新，通过网络和
物流向外地发货，生意波及面更
广，信息也更多了。来观光的人
越来越多，他们就依山就势建起
了休闲垂钓俱乐部，有的外地钓
客一住就是两三天呢！

随 着 采 访 的 深 入 ，记者发
现了更多的变化：生活方式变得文
明了，对新生活的追求变得更时尚
了，对春节的过法也变得越来越
多元化了：有的选择在家门
口过个文化年，有的选择驾车
出去过个旅游
年……③10

本报讯（记者李凤虎 实习生
王正星）2 月 25 日是春节假期后
上班第一天，早上 7时 30分，郑州
市交警一大队交警刘冬准时来到
金水路与未来路口，开始一天的
执勤工作。

在熙熙攘攘的车流中，刘冬站
在路口指挥疏导交通。“因大量务
工人员还没有返郑，今天早高峰路
口交通流量并不大。”刘冬说。

8 时 30 分，站了一个小时早
高峰岗的刘冬终于走到路边。刘
冬没有急于吃早饭，而是和另外

两个交警沿着路口施工环岛巡查
了一遍，当看到交通隔离护栏完
整才放心离开执勤岗。

10时，记者从郑州市交警支
队指挥中心了解到，当天，郑州市
出入市口、高速口呈现车流返郑
高峰，但未出现大面积交通拥堵
情况，整体出行顺畅。

郑州市交警支队支队长窦立
勇介绍，为确保节后上班第一天
交通畅通，郑州市 1700余名交警
全员上路疏导交通，当日郑州市
区道路畅通，交通平稳有序。③7

郑州交警

全员上路保畅通

本报讯（记者谢建晓 通讯员
刘立新）2月 25日，节后上班第一
天。记者在省人民检察院看到，机
关各部门检察干警早早来到办公
室。早上 8点之后，各部门相继召
开工作例会，安排部署近期工作，
几个部门干警就奔赴办案一线。

当天一大早，控告申诉检察
部门的余国良、李景等 4 名干警
像往常一样，来到省检察院控申
举报大厅，他们准时打开大门，接
待来访群众。例行的班前会结束
后，侦查监督处处长吴江和干警
崔小林、副处长苏康健和干警蔡
红雨分赴漯河市看守所提讯犯罪

嫌疑人。
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我省

不少检察干警仍坚守在反贪、反
渎办案第一线，积极开展追逃追
赃专项行动，抓获潜逃职务犯罪
嫌疑人 2人。省检察院反贪局副
局长高建伟等 10 人春节期间依
然在为案件忙碌。2月 3日，省检
察院反渎局接到省纪委移交的一
起涉嫌滥用职权犯罪案件线索
后，该局干警王宏章、付东立即投
入初查工作，于2月13日对该案立
案侦查。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
下，几名检察干警牺牲节假日，审
查证据，对案件全程跟进。③6

本报讯（记者童浩麟）2月 25
日，农历正月初七。早上 8点半，
开封市商务局一片忙碌的景象。

在招商科，科长元施亮正在
参加一个会议的筹备会。开封市
工业强市暨对外开放总结表彰大
会将于次日举行。

“新年伊始，市委市政府就把
对外开放总结表彰大会作为全市
的第一个全局性大会。”元施亮
说。

从数据来看，开封 2014年开
放引资可以说是成绩显著：引进
省外资金 406.4亿元，总量居全省
第 7 位；实际利用外资 4.98 亿美

元，增幅居全省第 5位。
“源源不断的外资，已成为新

常态下开封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
口。”参加筹备会的外资科科长崔
新春说。“放假那几天，我几乎和
400 多个新老客商朋友，新年致
电问候进行了一遍。”

当天上午，除了参加筹备会，
崔新春还为杞县香港工业园的 8
家企业办完了审批手续。

根据招商计划，2015年开封
的 招 商 将 更 加 注 重 工 业 、服 务
业。“工业强市、文化强市是新常
态下开封快速发展、乘势而上的
必用之策！”崔新春说。③9

本报讯（记者王 平 通讯员
刁志远）2月 25日是春节长假后上
班的第一天，当日上午，商丘市干部
群众1000多人，来到商丘黄河故道
国家森林公园，参加义务植树。

在黄河故道国家森林公园，
短短一个小时，参与植树的干部
群众就种下了 4000多棵苗木。

自 2008 年起，商丘市委、市
政府把春节过后第一个工作日定
为“ 商 丘 市 全 民 义 务 植 树 活 动
日”，举行市党政军领导带头，市、
县、乡各级党员干部群众参与的
大型义务植树活动。

与此同时，市、县（区）、乡镇
（街道办事处）也都在选定的地
点，组织辖区内干部群众参加义
务植树活动。

据统计，当日，市、县、乡三级
联动义务植树活动共有 7万名干
部群众参加，共计种植各类树苗
60 余万株。商丘市委书记陶明
伦在接受采访时说：“春节假期后
上班的第一天，全市机关干部走
向植树造林现场，上班及时进入
工作状态。这既是转变作风的具
体体现，也是为建设生态商丘、争
创国家森林城市作出贡献。”③6

本报讯 （记者李定宇）2 月
25日上午，节后上班第一天，鹤壁
市委书记魏小东主持召开市委常
委会议，传达了省委办公厅紧急通
知精神，要求各县区各部门节后严
格按照中央、省委规定，不互相走
访拜见，集中精力抓工作，有效做
好衔接，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会议对近期经济运行、项目
建设、招商引资、社会稳定等工作作
出了安排。会议研究了民俗文化

节筹备工作，强调要利用民俗文化
节开幕前的这一段时间，认真完善
山花奖社火大赛等活动方案，做到
考虑周全、准备充分；要坚持安全
至上，克服懈怠思想，树牢底线思
维，制订好预案，准备足警力，特别
要组织设计好活动线路，引导群众
顺向流动，严防拥挤、踩踏等事故
发生。会议还传达贯彻了省委政
法工作会议、全省统战工作会议
精神。③6

本报讯 （记者李旭兵）2 月
25日，农历正月初七，随着春节假
期的结束，省会医院也迎来了不
少“返院”患者，一片忙碌的景象。

“李大姐，过节期间，您对咱
姑娘们的服务满意不，有什么问
题只管说啊。”正月初七上午，在
省胸科医院呼吸三病区，护士长
张娟就早早来到病区，调查春节
期间留院患者的满意度。今年春
节，省胸科医院呼吸三病区有 20
多位老病号没有回家过年。

当天上午，记者又来到省肿
瘤医院放疗科，只见几十名患者
已经排起了长队。该科门诊技师
长、主管技师王祥说，放疗必须保
证一定的频率才能达到理想的效
果，因此，每年科室都是正月初五
检修机器，正月初六准时开机为
患者治疗。

“每年春节后，都会有一部分
春节回家的患者返院住院，因此
会迎来一个住院的小高峰。”该院
住院部负责人说。③7

省会医院

住院迎来“小高峰”

洗车工体验当老板洗车工体验当老板
□本报记者 张海涛

墨香浓浓润新春
□本报记者 刘 哲

本报通讯员 李顺涛

羊年发“牛财”
□本报记者 归 欣

老田的“文化年”

（上接第一版）认真做好就业和企业
用工工作，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发
展环境。

谢伏瞻最后说，当前我省正处
在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

勤政有为、狠抓落实是各级政府及其
工作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各级各
部门要把省委确定的战略纲要中近
期重点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各项
工作及时细化分解，出台具体行动计

划，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结果，为
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加快中原崛
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让中原在实现
中国梦进程中更加出彩而努力奋斗。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克主

持会议。副省长徐济超、赵建才、王
铁、张广智、李亚、王艳玲、张维宁、
王小洪出席会议。

省政府办公厅和省政府组成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出席会议，

中央驻豫有关单位、省政府直属特设
机构、直属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
场列席会议；各省辖市、县（市）区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和相关单位负责同
志在分会场收听收看。③9

省检察院

干警奔赴办案一线

开封

新年开局招商忙

商丘

7万干群义务植树

鹤壁

市委常委会部署近期工作

大奎岭之变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成利军

2 月 25 日，内黄县亳城乡，民间艺人正在表演舞狮。当日是农历正月初七，在内黄县亳城乡火星
爷传统庙会上，精彩纷呈的踩高跷、舞狮等民俗表演让在场群众大饱眼福。⑤3 刘肖坤 刘院军 摄

□本报记者 马 涛
本报通讯员 倪 崇

振奋精神 勤政有为 狠抓落实

2 月 19 日，在汝阳县城关
镇北街社区，群众正在进行拔
河比赛。当日是农历大年初
一，汝阳县组织群众进行拔
河、秧歌、排鼓、剪纸、广场舞
等比赛和表演，热热闹闹过大
年。⑤3 康红军 摄

■节后上班第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