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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盘点

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2 月 21
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2018年春
节期间，我省消费增长动力强劲，旅
游、文娱休闲成亮点，据测算，除夕至
正月初六(2月 15日至 2月 21日)，全
省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448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4%。

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全省重点
零售企业商品备货量同比增加 20%
左右，各大批发市场、超市生活必需品
备货量比平时增加 30%以上。省商
务厅重点监测的郑州、开封、洛阳、南
阳、信阳、焦作 6市 34家大型零售企
业 ，今 年 春 节 期 间 共 实 现 销 售 额
75161.7万元，同比增长18.3%。

团圆家宴、亲朋聚餐、旅游就餐成
为春节餐饮市场主角。今年春节餐饮
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大众餐饮生意兴
隆，“互联网+”引领消费新时尚。郑
州阿五美食、四季同达生态园、巴奴火
锅、洛阳真不同等大众化、有特色、亲
民实惠的酒店，年夜饭预订火爆，一桌
难求。开封第一楼、小宋城等特色美
食，餐餐爆满，接待能力达到饱和。监
测显示，今年春节期间，郑州、开封、洛
阳、南阳、信阳、焦作6市16家餐饮企
业共实现营业收入1575.2万元，同比
增长8.3%。其中洛阳宴天下、开封第
一 楼 同 比 增 幅 分 别 为 53.3% 和
40.7%。网络订餐成为消费者的个性
化选择，餐饮企业携手美团、百度外
卖、拉手网等开展网上团购订餐服务，
成品、半成品均可配送，在家就可享受
星级酒店的美食，深受消费者喜爱。

春节期间，旅游、逛庙会、赏民俗、
品美食、读书、观影成为市民享受假期
的时尚选择，过年方式健康多元，年味
十足。少林寺、龙门石窟、云台山、清明
上河园、红旗渠等著名旅游景点游人如
织，郑州绿博园、黄河风景区、巩义康百
万庄园、新密文化大院等近郊游、生态
游、农家乐持续升温。春节前四天洛阳
主要景区（点）及各类庙会、活动共接待
游客162.7万人次，同比增长47.2%；巩
义日均接待游客突破20万人次，同比
增长3倍以上；浚县古庙会最高日客流
量达20多万人次。春节期间，各大影
院场场爆满。统计数据显示，正月初一
至初五（2月16日至20日），国内电影
票房累计突破46亿元，刷新了中国电
影市场春节档的纪录。其中大年初一
12.59亿元的票房成绩打破了全球单一
市场单日票房纪录。③5

春节河南人花了448448亿元亿元

□本报记者 宋敏

2月 14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在
位于新乡市原阳县大宾乡的官渡黄河
大桥项目部所在地，项目承建方——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技术人
员张林青和同事一起，在核对桥梁巡
查情况的记录。

“作为一名工程建设者，我喜欢自
己的工作，修路、修桥让我很有荣誉
感，尤其看到我参与的项目车来车往，
会感到很欣慰。”今年 31岁的张林青
说，官渡黄河大桥是他参加工作以来
参与的第四个项目。

这座连接中牟、原阳的黄河之上
“第一跨”，是国道 107改线的咽喉工
程，大桥及引线项目全长 31.775 公
里。由于大桥距离历史上官渡之战遗
址只有20公里左右，由此得名官渡黄

河大桥。这座大桥预计明年通车，
2018年是工期最紧迫的一年。春节期
间，大桥已全面停工，但为了保持大桥
最好的状态，为节后的复工做好充足
准备，包括张林青在内的16名技术人
员和工人需要在这里留守。

留守期间，张林青的任务是，每天
早晚查看桥梁的安全信息，检查各种
设备、零件是否在位，有无引火源等，
做好防火、防盗措施。

家在山西运城河津市的张林青已
经不是第一次在项目工地过年了。“春
节假期，谁都想回家与亲人团聚，但岗
位需要有人坚守。”选择留守大桥后，

张林青略有担心，想念可爱的儿子，挂
念家中老母亲，又怕妻子生气。

但是今年不一样的是，张林青的
家人也来到工地上，陪在他的身边，这
让张林青的心里一下子热乎起来。原
来，为了缓解留守人员的思乡之苦，中
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鼓励员工
家属探望陪同，提供食宿并报销春节
期间往返车旅费，尽可能让大家都能
过个团圆年。

在张林青的宿舍里，记者见到了
他的妻子原洋洋以及3岁的儿子。“以
前都是他自己在外面过年，今年虽然
不能回家，但好在团聚了。”原洋洋

说。不大的房间里，空调暖风呼呼地
吹着，两张单人床并放在一起，书桌、
厨具、简易衣柜，干净整洁、有序温
馨。

“虽然是在工地上过年，但节日的
气氛一点也不差，工友们一起贴窗花、
挂福字、贴对联、挂灯笼，除夕就在食
堂里看春晚、包饺子，热热闹闹过大
年。”原洋洋说。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在哪里都
是过年。”原洋洋说，虽然聚少离多，
但她心里为丈夫感到自豪：以后孩子
长大了，可以看到爸爸修过的路和
桥。③7

守桥人的别样新年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通讯员 张中坡）“等初七一上班，我
要拿面锦旗去好心人单位当面感
谢。”2月 21日，距离事发已有两天，
落水儿童的父亲郭明玉想起来仍感
后怕，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感谢。

2月 19日，大年初四下午2点左
右，在方城县潘河桥附近，7岁的弟弟
和12岁的姐姐在河边玩耍时不慎落
水，在离河岸 5 米远的水中挣扎呼
救。听到呼救声，不少人都赶到岸边，
由于岸坡非常陡，人很难站在上面，河
水有四五米深，再加上当天气温很低，
河水冰冷刺骨，人们正想方设法营救。

正在大家想法子时，饭后在河边
与两个亲戚一起散步的张延峰听见
呼救，奔跑过来，连衣服都没来得及
脱下，就跳入河中向孩子游去，同行
的王茹和王延飞也陆续跳入刺骨的
河水中。

住在潘河附近的张国荣老人赶
紧从家里拿来了竹竿，让下水的人抓
着竹竿，把孩子托举出水面。河底都
是淤泥，人踩上去很容易滑倒，救援
过程没有那么顺利。离岸较近的女
孩先被王延飞拉到了河岸边，大家赶

紧把竹竿递过去，女孩一把抓住竹
竿，这才上了岸。

男孩此时已经快没力气，眼看要
沉入水里，岸上一片焦急的惊呼：“那
个小孩快不行了！谁会游泳！”眼看小
男孩离河岸越来越远，最先下河的三
人也因体力不支不敢贸然到深水区救
人。千钧一发之际，孙振广和朱宝跳
入河中接力救人，孙振广借着竹竿的
长度把自己的身体探向男孩，一把抓
住了他，朱宝则把男孩托举出水面。

被救出的男孩脸色发白，嘴唇发
紫，有人赶紧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
担心孩子受寒，有人把自己的棉衣脱
下，给孩子裹了起来。在进行了紧急
救治后，孩子逐渐恢复了意识。这
时，5名跳河救人的好心人早已离开
了现场。

5名好汉“接力”救人的视频在当
地朋友圈里迅速传开，这才让人们找
到了5位好心人。在方城县教体局上
班的张延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孩
子父母打电话说两个孩子已经脱离了
危险，挺高兴的，孩子平安就是最大的
幸福，感谢不感谢都不重要，重要的
是把这种正能量传递下去。”③6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杨之甜

大年初一是万家团圆的日子。
而就在这一天，一张照片悄然刷爆安
阳市民的朋友圈：一位身穿白大褂的
医生跪在狭小的手术台前抢救患者，
背后是蓝色的氧气袋。网友们称这
是2018年的“最美下跪”。

2月 19日，大年初四晚上，记者
找到了照片中的主人公——张飞，他
是安阳市妇幼保健院的一名儿科医
生。打通科室电话时，值班护士长说
他正在手术室内参与抢救新生儿。
记者在医院 7楼的新生儿保健科门
口等候了1个多小时，一脸疲惫的张
飞才走出手术室回到办公室。这是
他当天参与的第6次抢救，过程持续
了3个多小时。

张飞所在的新生儿保健科，专门
负责对产科病房、产房或手术室内出
现紧急情况的新生儿进行急救和转
运。

趁着没有紧急情况的间隙，张飞
向记者讲起了那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2月 16日，大年初一上午 11点
多，正在整理病历的他突然接到产房
助产士打来的电话，一个宝宝在娩出
后出现窒息，情况危急。

“新生儿窒息”是宝宝出生后比
较凶险的一种症状。张飞回忆，他进
入产房后，发现孩子没有哭声，皮肤
青紫，便立刻将其放在预热的保暖手
术台上进行新生儿窒息复苏操作。

照片中的“下跪”，正是张飞在为
孩子实施这项手术。

为什么要跪着手术？张飞拿出
一个新生儿模型为记者演示：手术台
高度约 1米，是固定的，而他的身高
有1.8米。

“孩子头部对着我，我头戴的冷
光源和手术位置要保持在一条直线
上，跪在地上，高度正好。”张飞说，站
着操作需要弓着腰进行，不但不方
便，还会影响观察孩子气管的视线。

“当时，他想都没想，就双腿跪下
来操作。”参与整个抢救过程的助产
士申艳茹说。

经过张飞和几名助产士的全力
抢救，孩子终于复苏成功，响亮的哭
声在产房回荡。将孩子转运到新生
儿科，张飞才缓口气休息了一下，半
小时后，又继续投入工作。申艳茹告
诉记者，从16日早上8点到第二天早
上8点，张飞只休息了2个小时。

张飞跪着抢救孩子的照片被产房
医生黄兰兰拍了下来。当天中午，黄
兰兰将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里，过了
一会儿，转发量和点赞量都出乎她意
料。“这张照片很快得到了70多个赞，
转发量就数不清了，除了卫生系统的
同事，还有其他行业的人也纷纷转发。”

“张飞，向你学习！”“飞哥，我们为
你点赞，为你骄傲！”“医者仁心，不忘
初心，为了一个鲜活的小生命，‘最美
下跪’为抢救赢得了时间，这就是医德
医风！”一时间，张飞在朋友圈“霸屏”。

对于自己在网上走红，张飞感到
十分意外：“跪地操作并不常有，但只
要利于抢救患者，用什么样的姿势都
无所谓，这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的基本
素养。”③6

本报讯（记者 刘春香）春节假
期，我省年味十足，旅游市场火爆。
各地举办的庙会、灯会、美食节、冰雪
节、舞狮子等民俗节庆活动，大受游
客欢迎。据了解，全省累计接待游客
284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56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51.96%、94.22%，
接待游客量居全国第五位。

今年春节，我省开展的“过大年
回老家”活动共推出150余项旅游项

目，400多个A级景区推出一系列优
惠政策和灵活酬客服务，拉动了旅游
市场。以探亲访友、休闲体验、祈福
求安为主要内容的自驾游异常火爆，
家庭出游占据主流。各地的民俗旅
游最受青睐，开封万岁山春节大庙
会、商丘火神台庙会、周口羲皇故都
朝祖会持续火爆。东北庄大集古镇
老艺人表演的传统绝活、三门峡地坑
院办的新春灯会、郑州园博园的新春

灯会以及永城芒砀山灯会的“龙穿铁
花”表演，成为新宠。

不仅是传统的文化景区游客如
织，冬季遇冷的山水景区和新开业的
景区也人气旺盛。云台山接待游客、
门票收入分别增长 30%、64.1%；开
业仅 5个月的巩义偃月古城春节期
间最高日接待量超过20万人次。

全省旅游市场秩序良好，受理旅
游投诉52件，同比下降11.86%。③6

方城两名儿童落水

五名好汉“接力”营救

“最美下跪”照片“霸屏”

医者仁心 抢救为先

全省旅游总收入 156156亿元亿元

2月16日，游客在南召县云阳镇铁佛寺村游玩。该村保存着42套上百年的石头房屋，独特的民居吸引着众多游
客纷至沓来。⑨6 崔培林 摄

2月15日，农历除夕，平顶山市卫东区敬老院里暖意
融融。老人欢聚一堂，边包饺子边聊天，共同欢度新春佳
节。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2 月 18 日，温县陈家沟太极拳祖祠景区，民间艺
人表演“打铁花”，场面壮观，吸引众多游客观赏。⑨6
徐宏星 摄

2月20日，濮阳市中原石油工程公司钻井一公司50755钻井队工人正在
施工。节日期间，国内最大的储气库——文23储气库建设施工不停，工人们
坚守工作岗位，以良好的状态投入新年工作之中。⑨6 马洪山 摄

（上接第一版）郑州机场也迎来了停
车高峰，各停车场日均停车超万辆。
为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停车需求，郑州
机场加强现场管理引导，紧急开设过
夜停车区，并通过多种方式及时发布
机场停车信息、停车预警信息等。

目前，以海口、三亚为主的旅游城

市返程机票较为热门，回郑航班持续到
本月底基本处于无票状态；郑州到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航班也基本
处于无票状态；郑州到杭州、成都、重庆
等地的机票也较紧俏，大部分航班已无
余票；郑州到昆明、丽江、哈尔滨等地的
机票较为充裕，部分航班低至6折。③5

春节期间我省“铁公机”暖心又给力

本报讯（记者 陈慧）春节期间是
我省森林防火关键时期，2月21日从
省防火办传来好消息：2月 15 日到
21日，全省森林防火形势总体平稳，
未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和重特大森林
火灾。

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上坟烧
纸、民间祭祀及外出活动人员增多，火
源管控难度增大，森林防火形势严

峻。早在2月 5日，省政府护林防火
指挥部就对做好春节期间森林防火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据统计，今年春节
期间，省防火办共接报处置省气象卫
星监测森林火灾热点13起，其中安阳
6起，鹤壁、焦作、三门峡、洛阳、南阳、
信阳、许昌各1起，比过去10年同期
火灾热点平均数降低90%以上。所
有热点均及时核查、处置、反馈，未发

生人员伤亡事故和重特大森林火灾。
节日期间，省林业厅6个督查组在

全省范围内进行明察暗访，各地高度重
视，做好火源管理和火灾预防工作，各
级森林防火部门坚持24小时值班和领
导带班制度，做好上传下达和调度工
作，确保火情信息畅通、高效工作。省
防火办每天都对各地值班情况进行了
抽查和记录，全省在岗率100%。③5

我省森林防火形势总体平稳

2月21日，游客在新郑市龙湖镇
泰山村游玩。今年，该村精心营造出
的“乡土的味道、年轮的烙印”春节文
化氛围充满浓浓乡情，游客天天爆
棚。⑨6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