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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 平 谢建晓）10 年前，商丘
青年李学生英勇营救遇险儿童献出年轻生命，当
选年度感动中国人物；10年后，在豫东商丘，争学
好人、争做好人的现象蔚然成风，“商丘好人”已经
形成一个英雄群体，成了这座城市的亮丽名片。

3月 16日，商丘市举行纪念李学生舍己救人
牺牲十周年暨“商丘好人”现象座谈会，来自中央
和省级主流媒体、专家学者和全国各地的“商丘好
人”代表汇聚一堂，探讨交流“商丘好人”现象。

2005 年 2 月 20 日，在浙江温州务工的李学
生，为救两名儿童献出了自己年仅 37岁的宝贵生
命。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
近平高度评价李学生的壮举，称赞他是一个作为
平凡之人而作出不平凡壮举的英雄。

李学生牺牲十年来，商丘人争当好人已经成
为一种时尚，争做好事已经成为一种共识。2010
年以来，商丘市启动了“商丘好人”典型推荐评选
宣传活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几年来，商丘相继涌现出“义勇河南哥”何铁
领、“贩菜哥”王超华、“送药哥”姜德强、见义勇为
法官张晓华等“商丘好人”……800 多位“商丘好
人”的事迹被中央和省级媒体深度报道，80 人入
选“中国好人榜”候选人，17 人荣登“中国好人
榜”，14人荣登“河南好人榜”，5人分别被评为全
国、全省道德模范或道德模范提名奖。2015年伊
始，商丘市荣获了“全国见义勇为城市”称号。

座谈会上，郑州大学教授辛世俊说，“商丘好
人”的诞生，与他们适宜生长的土壤和所处环境密
不可分。商丘是商人、商品和商业的发源地，“商
文化”的精神内涵就是诚信精神、创新精神、拼搏
精神和奉献精神。“商丘好人”层出不穷的现象告
诉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不能仅仅遵
循市场的逻辑、资本的逻辑，还要遵循做人的逻
辑、共产党员的逻辑。

“众多平凡而普通的‘商丘好人’，用行动践行
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商丘好人’已成为这座
城市的亮丽名片。”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社长龚金
星说，商丘市不断完善“商丘好人”推选、宣传、回
访、扶助长效机制，让好人得实惠，让好人受尊敬，
让好人有归属感，让好人效应得以持续发酵，向上
向善之势喷薄而起。

商丘市委书记陶明伦说：“建设产业强市，打
造经济发展增长极，不仅要积聚项目、壮大产业，
还要积聚强大的社会正能量。”③11

本报讯 （记者赵振杰）3月 16
日，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今年前
两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 695.8 亿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同）增长
28.8%。其中出口 436.8 亿元，增
长 31.8% ；进 口 259 亿 元 ，增 长
24.1%；贸易顺差 177.8亿元，扩大

44.9%。富士康所属企业进出口
占全省进出口的 63.7%。

2月份当月，我省进出口总值
282.1 亿元，受春节因素的影响，2
月份我省外贸进出口仅相当于 1
月份的 68.2%，进出口规模明显走
低。③9

本报讯（记者董 娉 通讯员汪 军）截至
3 月 15 日，为期 40 天的 2015 年公路春运结
束。春运期间，郑州交运集团共发送旅客
358.4万人次，同比减少 9.2%，发送班次 15.6
万班，同比减少 3.6%，加班 4569班。同时，春
运期间，无重大行车安全和其他事故发生。

据悉，整个春运期间，公路客流总体继续
呈现下降态势。节前以返乡为主的下行客流
下降明显，主要受铁路车次增加，提前 60 天
预售票以及私家车冲击。同时，由于今年春
节期间天气持续晴好，客流较分散，始终没有
出现客流集中出行的高峰。节前郑州交运集
团各个汽车站较好发挥了公路客运的兜底作
用，各站坚持把最后一名旅客送走；节后，密
切关注旅客流向，做好以返岗和务工为主的
客流组织，除省内正常班次外，增开加班珠三
角和长三角东南方向等方向的班车。

此外，集团公司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各
项安全管理制度，提高安全管理的科技含量，
充分发挥 GPS系统的作用，根据情况及时启
动应急预案，特别是加强对雨雪天气的信息
发布，提前准备好防滑链等措施的同时，对全
体驾驶员进行体检和排查，确保驾驶员身体
状况良好，提高全体人员的责任心，各个汽车
站落实“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加强“三品”检
查。针对节后国内安全事故频发的实际，郑
州交运集团及时开展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和安
全大排查，始终绷紧安全生产弦，保持了春运
安全持续稳定。③6

本报讯（记者李凤虎 实习生王正星）3月
15日上午，洛阳铁路公安处渑池火车站派出
所民警将钱包归还失主张先生，这是今年春
运期间郑州铁路警方第 312次为旅客找回遗
失钱物。郑州铁路公安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截
至 3月 15日，2015年春运 40天内，郑铁警方共
为旅客找回遗失钱物价值 100.93万元。

2015年春运时间为 2月 4日至 3月 15日，
共计 40天。郑州铁路公安局组织开展了“保
驾春运·护卫平安”活动，警方设立便民服务
台、青年文明岗、铁路公交导乘卡便民服务举
措，以及真假火车票识别、防盗防骗常识宣
传，赢得了广大旅客的点赞。

据悉，春运 40天，郑州铁路警方共为旅客
提供各类法律咨询服务15万人次，张贴警示通
告 1.3万份，累计直接为旅客做好人好事 3948
件，为旅客找回遗失钱物100.93万元。③12

3 月 16 日记者获悉，绿博园梅花展刚刚开幕，园区内梅花正盛。
此外，园区内的迎春、连翘、杏花、海棠也不甘沉寂，可谓百花闹春，

“花”样百出。③11 本报记者 杜 君/文 宋剑丽/图

﹃
商
丘
好
人
﹄
成
亮
丽
名
片

前两个月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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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董 娉 通讯员
陈 曦）河南省机场集团 3月 16日
宣布，即日起，凡乘坐郑州机场起
飞时间在早上 8：00（含）以前出港
航班的旅客，在指定候车点乘坐机
场大巴可享受半价优惠。

据介绍，为鼓励乘客多乘坐机
场大巴到机场，机场集团决定对乘

坐早航班机场大巴的旅客实行半价
优惠，具体为：凡乘坐航班计划起飞
时间在早上8：00（含）以前出港航班
的郑州机场旅客，凭本人身份证到
郑州民航大酒店候车点候车并进行
身份证验证，验证通过后，即可享受
民航大巴10元/人次的优惠票价（正
常票价为20元）乘车一次。③10

乘坐早航班机场大巴
可享半价优惠

绿博园“花”样百出

还传统节日文化味
——从年味变淡说起

记者 察观

传统习俗：出了正月，年才算彻底
过完。

马上要出正月了。回味羊年春
节，越来越强烈的感觉袭上越来越多
人的心头：年味越来越淡了。

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传统节
日。近些年，年味变淡引起广泛关注、
引发无数感慨，甚至让人生出些“无可
奈何花落去”的失落。

不少人这样分析后认为：中国传
统节日内容几乎全部是吃——春节吃
饺子、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吃粽子、
中秋节吃月饼……以前穷，就盼着过
节吃点好吃的；现在有钱了，这些以前
过节才能吃到的东西，随时都能吃到，
慢慢地，节味儿就变淡了。

乍一听似乎有道理。可细想想，
那些特色食品的味道真的就是让人感
叹的年味吗？

很多人怀念小时候过年：“腊八，
祭灶，年下来到。二十四扫房子，二十

五磨豆腐……三十贴花门儿，初一拜
年作揖……”与记者豫北老家相似的
民谣各地大同小异，人们怀念的恐怕
是细致、认真、礼数、和美。

很多人会绘声绘色地描述以前
过年的典型情景：全家人包饺子，有
人择菜洗菜、有人剁肉、有人盘馅、有
人和面、有人擀皮，悄悄包进去个硬
币，饺子出锅，第一碗当然捧给最受尊
敬的长辈，他准能吃到那枚硬币……
让人挂怀的大抵是诚意、用心、团圆、
亲情。

细细品味，这才是让人怀想的年
味。追溯历史，作为农耕文明产物的
中国传统节日，不仅有顺应季节变换
的生存智慧，还有塑成中国人气质的
精神追求，这些才是中国传统节日之
魂。

随着对西方情人节的热衷，精明
的商家把七夕炒作成了中国情人节。
很少人知道，中国真正的情人节是元
宵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
漫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的痴情都发生在“东风夜放花千
树”的上元之夜。

更少人知道，清明节跟一个具有
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人有关，他叫介
子推。相传春秋时介子推与晋文公重
耳流亡列国，割股肉供文公充饥。文
公复国后，对同甘共苦之臣大加封赏，

子推不求利禄，与母归隐绵山。文公
焚山以求之，子推坚决不出山，抱柳树
而死。文公下令把子推焚死之日定为
寒食节，禁火寒食，祭扫踏青，寄托哀
思。第二年，文公登山祭奠，见那棵老
柳树复活，就赐名“清明柳”，把这天定
为清明节。

像匆忙的赶路者，现代中国人把
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给弄丢了。

忙于追求“事业”、“成功”，无暇认
真细致地包顿饺子，以速冻饺子来代
替；无暇经历恋爱的过程，电视、网络
经常上演着“爱情”速配；无暇去问节
日的来由，一吃了之。

相反，我们却对并不了解内涵的
西方“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趋之
若鹜。

连西方人都觉得费解。英国《金
融时报》就尖锐地指出：“圣诞节在中
国，从一开始就没有灵魂，圣诞节与
历史、传统、亲人或者礼物转送无关，
这 是 个 赤 裸 裸 的 金 钱 和 狂 欢 的 节
日。”

每个民族的传统节日都是对人与
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诠释，是价值观的
体现。传统节日的内涵能养育心灵，
让浸淫于浓郁商品气息中的灵魂回
归自然，找回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对
祖先的追慕之心，对生活的惜福之
心，对家人的顾念之心，对未来的戒
惕之心。

民俗文化专家钟敬文把传统节日
比作“无形的仙绳”，认为它有一种想
象不到的、神秘的民族凝聚力。

韩国为端午节申遗成功，我们曾
愤愤不平。可现实中，又有几人怀有

对端午节的那份虔敬之情呢？
2006年以来，国家先后把春节、端

午节、中秋节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定为法定节假日。不少人趁春节
去旅游，不少人虽回了家，心却沉溺于
玩微信、抢红包。

一位文化学者认为，只有把传统
节日的精神内涵融入现代生活中，把
文化味儿还给传统节日，才能真正延
续、传承传统文化。

赋予传统节日现代形式，央视春
晚连办了 30 年，已成为“年夜饭”的
一部分。作为年文化重要内容的春
联，寄托着美好回忆和未来期盼，传
承着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然而，
自从有了印刷品，手写春联几乎绝
迹，内容也随功利主义的盛行，而变
成 了 千 篇 一 律 的 发 大 财 、行 鸿 运 。
如果政府、媒体有意识引导，恢复优
秀传统，让门上多些“大地回春山河
壮 丽 ，阳 光 普 照 玉 宇 澄 清 ”之 类 大
气、雅气的手写春联，年会有怎样的
味道呢？

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
中，小弗朗士被禁止学母语的痛惜作
为“爱国主义”符号，已融入近代中国
人百年的情感中。如果是自己放弃了
母语一样重要的传统节日文化，我们
又将如何追悔莫及？！③10

□本报记者 郎志慧

本报讯（记者李旭兵 何 可）
全国首套全自动微生物实验室流
水线，全国首套全自动血细胞流水
线……这些高精尖的设备都出现
在一个县里的民办医院里。3月 16
日，由民营企业投资 11亿元、规划
床位 1500张的郑州第十六人民医
院在登封开业。省卫计委医政处
负责人表示，在政府鼓励社会办医
政策支持下，我省民办医疗发展正
驶入快车道。

郑州第十六人民医院投资方
登封市阳城企业集团负责人谈起
创办医院的初衷，一方面是考虑市
场需求，另一方面作为资源型企
业，在转型发展中看好健康、养老
服务业。为引进优质医疗资源，医
院已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签

订协议，开展深度合作。
“为支持社会办医，省政府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办医支
持政策的意见》等，从土地、税收、
水电费用等方面对社会办医加大
政策扶持，一系列政策红利的释
放，使目前全省投资医院热潮升
温。”省卫计委医政处负责人介绍
说，近年来我省民营医院总数快速
上涨，截至目前共有民营医院超过
700 所，占全省医院的比例超过
54%。但由于起步晚，绝大部分“块
头偏小”，目前民营医院诊疗人次占
全省医院总诊疗人次的比例低于
14%，总收入占全省医院总收入的
比例不到10%。“大部分民营医院缺
乏现代管理经验，在人才招聘、医疗
技术等方面仍需大力提升。”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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