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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内安检“急客”有通道

上午 9时，记者在郑州火车站
西进站口看到，客流平稳有序，检票
口、安检区均未出现明显排队现象。

春运前夕，郑州火车站共计投
资4000余万元，围绕畅通“进站、中
转、出站”三条流线，按照高铁站标准
对站房进行升级改造，普速旅客也可
以享受“高铁服务”。其中进站通道

“东站房安检外移、西站房安检内缩”
改造已经全部完成，旅客不用在站外
排队安检，免受寒冬酷暑之苦。

目前，郑州火车站还分别在东、
西进站口设立“急客优先通道”，为赶
点旅客提供快速检票和安检服务。

无纸车票“刷脸进站”

现在在郑州火车站、郑州东
站，不论旅客购买的是高铁、城铁
还是普客列车车票，均不用换取纸

质车票，直接刷脸、刷身份证进站，
检票效率提升了30%。

以前，对于取过纸质车票的旅
客在进站时必须“人、票、身份证”
三具备才能进站。如今，已在“铁
路 12306”网站和“铁路 12306”手
机APP购买车票的旅客，无论是否
换取纸质车票，仅需一张有车票信
息的本人身份证便可快速进站。

郑州火车站对进站口安检模
块完成改造，在东、西进站口设立
16个人脸识别进站闸机通道，满足
使用所有电子客票旅客自助进站
的需求。

卫生间、“母婴室”全面升级

曾几何时，郑州火车站卫生间
设施老旧、不干净为旅客所诟病。
今年春运，郑州火车站增加卫生间
新风系统及排风设施，在候车室卫
生间安装自助取纸器 15台。在这
里还可以体验“刷脸取纸”。

春运期间，带婴幼儿出行的旅
客很多。郑州火车站新改造的母婴
区有洗手池、婴儿护理台、婴儿床、饮
水机、电源等设施，具备冲奶、护理、
哺乳、休息等服务功能，为处于哺乳
期的女性旅客提供私密哺乳空间。

按照高铁站标准，郑州火车站
对车站导向系统进行规范化、功能
性整改，更新更换静态标识、动态显
示屏257处。车站还全面清理候车
厅内各类影响旅客候车、乘降的遮
挡物，拆除颜色杂乱的中通廊商铺
门头，统一更换为设计简洁大方的
门头，便于旅客一眼看到导向信息，
精准快速找到候车位置。③4

本报讯(记者 李林)为更好地服
务春运，1月18日郑州公交“飞线巴
士”上线运营。这种新的乘车方式与
拼车类似，方便实用且起步价更实
惠，每人次仅需5元（含10公里）。

据介绍，“飞线巴士”是一种满
足乘客个性化出行需求的公共交
通服务形式，既可以根据用户的整
体需求以及客流情况定制公交路
线，也可以根据乘客的出行需求，
自行设定线路走向、线路起止点，
发起拼车。系统会利用大数据分
析和大数据算法将相似出发地和
目的地的乘客进行网上拼单，自动
撮合生成一条公交线路。首次使
用时，乘客只需打开微信搜索“飞
线巴士”小程序，即可开通使用。

与常规公交线路相比，“飞线巴士”
具有“线路灵活、一人一座、一站直
达、便捷舒适”等优势。

目前，“飞线巴士”收费标准
为：起步价每人次 5 元（含 10 公
里），每增加5公里（含5公里以内）
增加 2 元。10 人即可拼单成行。
定制成功的乘客在线路运营前6小
时取消订单可申请全额退款，运营
前 3小时取消订单扣除 50%票款，
运营前 1 小时取消订单扣除 80%
票款，运营前半小时取消订单不退
款。程序支持提前 2小时的拼单，
如未拼单成功（未满 10人），票款
全额退还。春节前乘
坐“飞线巴士”还可享
受六折优惠。③9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 实习生
李一华）1月 21日上午，2019年河南
青年志愿者服务春运“暖冬行动”正
式启动。在郑州东站心馨党员服务
台、医疗志愿服务站、安检口等志愿
服务岗点，感谢之声不绝于耳。

为进一步发挥志愿服务在春运
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团省委、省发改
委、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
厅、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省机场集
团、郑州地铁集团采取社会化运作模
式面向社会招募春运志愿者，先后有

6500余人通过网络踊跃报名。最终
1120名铁路志愿者、1175名公路志
愿者、31名地铁志愿者、50名民航志
愿者共 2376名青年志愿者通过了选
拔。1月 21日至 3月 1日春运期间，
他们将面向春运旅客的普遍性需求
和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群体，依托
火车站、机场、道路客运站、高速公路
服务区等场所，重点开展秩序维护、
引导咨询、便民利民、帮扶重点旅客、
交通安全劝导、应急救援等志愿服
务，全力保障春运工作进行。③4

□本报记者 曹萍

冬季是老年人呼吸道感染、心脑
血管疾病等高发季节，很多人会到医
院各科室开些药，加之老年人本身患
有各种基础疾病，这样一来，每天“成
把”吃药成了一些老年人服药的写
照。专家提醒，如此吃药极易引起不
良反应，患者和家属应该提高用药风
险意识，并在服药过程中经常监测肝
功能和肾功能。

老年人多数患有多种慢性病，据
统计，我国老年人平均每人患有 6种
疾病，治疗中常
多药合用，平均
用 药 达 9.1 种 。

“多种药物同时
使用，会增加药
物 相 互 作 用 的
几率，加上老年
人的吸收功能下
降，肝、肾功能减
退，排泄变慢，药
物在老年人体内
容易发生蓄积或
引起中毒。”河南
省中医院药学部主任赵旭说。

哪些药物合用时需要特别注意
呢？“多种降糖药物联合使用，需要注
意低血糖风险，降糖药物和某些抗生
素联合使用时，低血糖的风险也会增
加；抗凝药物和某些抗心律失常药物一
起服用会增加出血风险；降压降脂类药
物，比如他汀类药物、可达龙(盐酸胺碘
酮片)和葡萄柚汁合用，会显著增加肌
溶解和肝毒性的风险。”赵旭介绍。

赵旭建议：“选择疗效确切而毒副
作用小以及具有兼顾治疗作用的药物，
尽量把药物控制在5种以下，错开服药
时间，严格按照规定剂量服用。”③5

本报讯（记者 卢松）1 月 21 日，
记者从省慈善总会获悉，2018年省慈
善总会共接收慈善款物 8.5 亿元，发
放 8.2 亿元，救助和帮扶困难群众 32
万人次，为助力全省打赢打好脱贫攻
坚战作出了积极贡献。去年，省慈善
总会荣获“中华慈善奖”。

2018年，省慈善总会以慈善法为
遵循，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
作，开展扶贫济困、赈灾救孤、扶老助
残、助学助医等慈善项目和慈善活
动。其中，重点实施了“益路童行——
关爱困境儿童项目”，为全省一大批困
境儿童提供了慈善救助；积极开展慈
善助学活动，累计发放慈善助学金
1683.4万元，资助3631名寒门学子圆
了大学梦；组织开展“慈善敬老·衣暖
人心”慈善项目，联合市、县慈善会为
全省7万多名集中供养特困老人捐赠
了夏装和秋装。

省慈善总会还不断创新募捐方
式，大力推广慈善基金筹资模式，目前
已有专项基金64个、冠名基金40个、
小额基金5692个，慈善基金捐赠已成
为慈善募捐的重要渠道。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去年以来，
省慈善总会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
的优势，根据困难群众的需求设计慈
善项目，通过“线上”与“线下”渠道，开
展募捐和救助工作。目前，已通过腾
讯公益、轻松筹等网络平台，推出“急
救三胞胎早产儿”等一大批慈善众筹
项目，共募集善款 2600多万元，开辟
了慈善募捐新路径。③9

生活关怀

省 慈 善 总 会 2018 年
接收慈善款物8.5亿元

救助和帮扶困难群众
32万人次

冬季老年病高发

老年人同时用药
切勿超过5种

服务新升级

春运首日记者探访郑州火车站

普速旅客享受“高铁服务”

公交新体验

可以“拼”的公交车来了
“飞线巴士”5元起步 一站直达

暖冬“心”行动

点滴小事“志愿”帮

“尝鲜”自助办乘机
乘机新速度

1月21日，在K4080次列车上，著名
豫剧表演艺术家孟祥礼等倾情为旅客演
唱了戏曲名段。⑨6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易堵高峰时段：1 月 27 日（腊月

二十二）和 1 月 28 日小年（腊月二十

三）、春节前两天 2 月 3 日（腊月二十

九）和 2 月 4 日（除夕）是回家高峰时

段；春节后 2 月 10 日（正月初六）、2

月 13日（正月初九）、2月 20日（正月

十六）为返程高峰，特别是 2 月 10 日

（正月初六）下午是返程最高峰，主

要高速公路上下站口易出现拥堵排

队。

易堵高速路段：京港澳高速公路

郑州新郑至许昌段；兰南高速公路

许昌平顶山方城段；郑尧高速公路

新郑始祖山隧道至禹州段；京港澳

高速公路刘江黄河大桥至郑州东服

务区段；连霍高速公路巩义段 627公

里东向西隧道路段；连霍高速公路

开封段东向西方向；郑少高速公路

新密段；二广高速公路洛阳段。③4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整理）

据交通部门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将突破 7000 万

辆次，同比增长约 15%，日均车流量 175万辆次。

高速公路出行指南

1月21日，郑州东站候车大厅内，小
志愿者们为出行旅客送上春联、福字、
剪纸等新春吉祥物品和新春祝福。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1 月 21 日，在郑州火车站，郑州铁
路公安民警教乘客识别假车票。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据统计，我国老
人平均每人用
药达9.1种

9.1
种

□本报记者 宋敏

1 月 21 日，为期 40

天的 2019 年春运拉开大

幕。与往年相比，今年春

运有哪些变化？铁路等

部门采取哪些措施保障

旅客顺利出行？当天，记

者来到郑州火车站，实地

体验这座百年老站推出

的全新春运服务。

□本报记者 代娟
本报通讯员 张文哲 陈璞 靳运东

“三山一滩”是大别山、伏牛山、
太行山和黄河滩区四个河南贫困集中
地区的统称，集中了全省 70%的贫困
人口，是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和“硬骨
头”。地处豫北的新乡，境内封丘、原
阳、辉县三地区分别承担着滩区迁建
和山区扶贫任务。

在服务“一山一滩”（太行山和黄
河滩）建设过程中，新乡供电公司坚持

“人往哪走、电往哪建”，高标准、高质
量开展电力配套设施建设，电亮深山，
电亮滩区，为移民群众提供安全、可靠
的电力能源。

从滩区破瓦房到电梯洋
房，好日子过出幸福味

1 月 15 日，记者沿封丘县黄河大
堤一路向东，只见昔日堤南黄泛区里
破旧的瓦房早已消失，堤北的李庄社
区排排洋房整齐划一，水泥马路宽阔

平坦，商业街里人头攒动，一幅美丽的
都市生活画卷。

走进社区，村民付玉峰说：“这
是封丘县 10 万滩区居民第一个新
家——可安置 5万人的李庄新城，不
仅有医院、学校、公园，还有政府专门
建设的扶贫产业园，家门口就能打工
赚钱。搬出黄河滩，越过越有劲儿！”

黄河流经封丘县 56公里，在 241
平方公里的黄河滩区内，有李庄、曹
岗、陈桥、荆宫等 5个乡镇。由于历史
原因，滩区基础设施落后，群众生活普
遍困难，贫困村数占滩区总村庄数的
30%以上。

2014年，省委、省政府作出“三山
一滩”扶贫开发重大决策，李庄镇所辖
的张庄、姚庄等 5个村庄 2053户 7643
口人被列为第一批迁建对象，户数和人

口占全省试点的43.91%和45.66%。截
至 2016年年底，第一批群众全部搬迁
完毕。

“以前，由于自然条件限制，滩区
供电电源单一，网架结构薄弱，低电压
问题突出。”封丘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姚
永峰介绍，迁建工程启动后，新乡供电
公司高度重视，超前规划，不断加大投
资力度，确保新区用电达到城市标准，
为滩区脱贫提供电力保障。

按照县域电网建设标准，新乡供
电公司新建 10千伏开闭所 1座，居民
配电室 5 座，变压器 17 台，总容量达
10980 千伏安，不仅实现了双回路不
间断供电，还将新区内长达 40多千米
的高、低压线缆全部入地，确保居民生
活安全可靠用电。该公司还在李庄新
城专门设置供电服务站，为搬迁居民

提供24小时用电咨询和上门服务。
“以前院里电线细得跟蜘蛛网一

样，刮个风就断了，停电是常事儿。现
在，上下楼坐电梯方便快捷，屋里有空
调冬暖夏凉，电磁炉、冰箱、洗衣机用
着可得劲儿了。”李庄村村民刘志银对
新生活十分满意。

电足山亮，原生态产业
唱响山村致富经

作为河南省“三山一滩”重点扶贫
地区，辉县市境内的太行山上有 79个
贫困村，电网改造任务十分艰巨。

“2017 年，我们安排资金完成了
26个贫困村的36个单项工程，涉及贫
困村户户通电率达到 100%。电网改
造后，村里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等
原生态特色优势产业，快速发展起

来。”2018 年 11月 22日，辉县市供电
公司副总经理狄新文说。

“以前老停电，游客根本留不住。
现在电力充足，各种电器想咋用咋
用。高峰期，家里 20间房有时都不够
住，收入比外面打工强多了！”提及充
足的电力，辉县市小井村经营农家乐
的侯安军高兴地说。

和侯安军一样，北岸泉村村民李为
国在村里办了个养殖场，养了 3000多
只鸡和几十头猪。过去，由于变压器容
量小、电压过低，保温灯不起作用，影响
鸡苗的保温工作及后期生长。看到村
里换了崭新的变压器，李为国高兴地
说：“用电稳定，我再也不用担心养鸡场
停电了，明年还得扩大规模！”

山区电网改造太难。2018 年上
半年，辉县市电网改造的 17 个深度

贫困村全部位于偏远山区，材料运输
和线路施工极其艰难，施工材料有
16 台变压器、785 千米导线、1065 根
电杆、9.25 万套金具，物资重达 1500
余吨。在悬崖沟壑之间架设线路，电
料物资全靠人背肩扛，施工难度不言
而喻。

为加快施工进度，确保工程质量，
新乡供电公司和辉县市供电公司集中
人员力量，紧急抽调 400 余人组建了
17 支施工队伍，投入大型机械 80 余
台，17个施工队一队一村，签订目标责
任书，最终在迎峰度夏前，高质量按期
完成了电网改造任务。

“再难也得干，再苦也得扛。扛起
的是电力物料，更是山区发展的新希
望。”狄新文说，经过此轮改造，这些贫
困村的供电能力较之前至少提升了 5
至 10年。如今，该公司正加快易地搬
迁安置区配套电网建设，为移民群众
提供安全、可靠的供电服务基础保障，
确保所有易地搬迁贫困户如期乔迁新
居，开始新的生活。

新乡供电：电亮“一山一滩” 支持脱贫攻坚

春运新感觉 幸福回家路

1月21日，体验者穿着不同时期的铁路职工工作服在“绿皮车”造型展板前留影。当日，郑州火车站在站内开设“百年郑站
时光机”，让过往旅客穿上不同时期的铁路职工工作服留影纪念，感受百年老站的发展变迁，体验铁路发展成果。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宋敏）1 月 21日，
记者从河南省机场集团获悉，春运首
日，郑州机场客流即有小幅增长，全
天执行航班 613架次，整体运行平稳
有序。

在郑州机场 T2航站楼，位于四
层出发大厅的 10余台全自助一体机
设备引人注目，许多旅客在此排队

“尝鲜”。这些新设备不仅集自助选
座、登机牌办理、自助行李托运功能
于一体，真正实现“一站式”全自助办
理乘机手续，还能够自动检测出行李

的尺寸、重量是否符合标准，并能够
进行行李安全检查。该设备还具有
航空公司识别功能，可以有效区分提
供差异化行李运输服务的航空公司，
为旅客提供有效的提示指引。

春运期间，郑州机场推出了多项
服务举措，如优化完善信息化自助服
务，持续推广“无纸化”乘机服务，旅
客可关注河南省机场集团官方微信
（微信号：zhengzhouairport），使用
手机微信值机或信息化自助设备选
择“无纸化”便捷乘机。③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