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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用辛勤劳动创造中国人民的美好

生活、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孟磊 万川明 宋敏

手持长长的解钩器，灵活跳跃
在钢轨间，拔销、提钩、摘风管……
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

2月 3日，记者走进亚洲最大的
货车编组站——郑州北站。在轨道
旁不停跑来跑去的这个人，叫陈林，
是一名调车连接员。伴随着时速10
公里左右仍在移动的货车车厢，他要
用最快的速度摘掉车厢之间的连接
钩——如果车厢在静止状态下解钩、
再编组，会大大影响编组效率，因此

“解钩侠”们必须在动态下作业。
春运期间，高铁站和客运列车

是最引人注目的大考场。殊不知，在
另一个考场——货运系统，一场比拼
内功的大考，难度丝毫不亚于客运。
每天有2万多辆货车从这里通过，昼
夜不停地集结、编组，运送来自全国
各地的日用品、生鲜、煤炭等物资。

“如果一列货运火车有60节车厢，其
中可能有10节去往北京，有 10节去
往上海，有 20节去往西安……我们
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解、再编组，然
后它们就可以发往各个方向去了。”
陈林说。

今年30岁的陈林做“解钩侠”7年
了。为了保证工作中身体的灵活性，
即使室外温度已经零下，他也只能穿
单薄的工作服，跑得多了甚至还会出
汗。除了白班，还有夜班，晚上车多、
天暗、路不平，要特别注意不被绊倒。

“陈林他们的工作既危险又辛
苦。尽管北站的信息化、智能化是
世界领先的，但‘解钩’这道工序至

今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必须靠人
工来完成。”郑州北站主管运输的副
站长李坤营说。

“解钩侠”完成“解钩”操作，自
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按照接收到
的作业计划单的指令行事。这一叠
叠计划单的背后，是综合集成自动
化管理信息系统的有效运行，是车
站调度中心的精心指挥。

“到（到达）、解（解体）、编（编
组）、发（发出）”，这是一列货车进入
郑州北站后需要经过的完整作业流
程。聂佩哲所在的调度指挥中心就
负责统筹安排这些作业，几十台电
脑监控着全站的各个岗位，24小时
不间断值守，号称“最强大脑”。

电话不停在响，眼睛紧盯调度
大屏，口中反复确认行车指令，快速
记录相关数据……这是值班站长聂
佩哲工作的常态。平均每三分钟就
有一趟列车到达，列车密度决定了
车站调度工作的强度。他要密切关
注 200 多列车、901 组道岔、835 架
信号机、228 条各种线路的即时状
况，向总站调、上行、下行、快运、车
流5个调度员下达作业计划，还要与
4个方向的交口处、总部调度所等进
行沟通、报备。

比起车辆的编组，更难的是怎
么把它们及时送上轨道。这就要求

“大脑”把客车的运行情况研究透，
见缝插针安排作业。因为京广、陇
海线客车货车混跑，春运期间临客
加开，货车又要让道，聂佩哲要在不
影响客车运行的前提下，不断深挖
轨道的运输潜力，（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刘勰）在
万家灯火庆新春的节日里，省委书
记王国生在郑州看望慰问坚守岗位
的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和值班工作
人员，检查节日值守情况，并和欢度
佳节的群众一起庆新春、过大年。

除夕之夜，王国生惦记着值班值
守不能回家的工作人员，来到武警河

南省总队郑州支队执勤一大队三中
队，向广大武警官兵致以新春祝福，
和大家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浓浓
的亲情与温暖洋溢在武警官兵心中。

王国生随后来到省公安厅特勤
局，向值班备勤的干警拜年。他说，
大家为人民群众守护平安，充分体
现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越是

在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越能检验
出对党的忠诚，希望大家用行动来
证明是让党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的队伍。

初一上午，王国生来到省委值班
室，了解全省节日期间的值班情况。
王国生说，越是在喜庆的时节，越要加
强值守，我们多一点奉献，社会就多一

份安全，人民群众就多一份幸福。
新郑市龙湖镇泰山村的千稼集

景区，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一片浓
浓的年味。王国生也来到这里，和
群众一起饶有兴致地观看非遗文化
节目展演展示，叮嘱值班人员要维
护好秩序、加强安保，确保各项文化
活动顺利进行。③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向前

新春里，温馨多，温馨里面少
不了咱们“比心”这一波。

今年春节到来时，河南日报客
户端别出心裁，开设春节互动直播
页面，集两千万用户之力，打造“新
年比心 用心追梦”主题互动微传
播活动。互动页面自2月 3日上线
以来，得到广大网友追捧，纷纷晒
出各种“比心”招牌动作和视频，刷
出一片祥和春。

幸福需要仪式，祝福需要表
达。河南日报客户端这次“比心”
微传播活动主要围绕六大主题进
行，分别是：团圆、欢笑、甜蜜、责
任、希望、自豪。网友们脑洞大开，
不断上传照片和微视频。

与家中的父母长辈比个心，心
在一起，是团圆。网友“胜利的曙

光”发送到河南日报客户端互动专
题的照片里，一家三口乐融融，儿
子眼睛笑成一条缝，左手掌伸开举
过头顶，刚好和妈妈上举的手掌合
拢成一颗“心”，团团圆圆。

与共同坚守岗位的同事比个
心，心在一起，是责任。中信重工还
在一线坚守的七位职工排成一排，
对全省网友送出“开心每一秒、快乐
每一天、幸福每一年”的新春祝福，
最后以一个整齐划一的比心手势，
表现出“中国制造”的担当和责任。

……
“‘河’你在一起，你我不分

离。”活动还在继续，有爱的你，赶
紧通过河南日报客户端、河南日报
微信互动群以及河南日报官方微
博、官方抖音账号开设的话题，积
极参与本次活动，还有奖品和证书
在等着你！③6

王国生检查节日值守情况并看望值班人员

春运的“第二考场”

河南日报新媒体春节主题互动微传播活动火热进行

“比心”比出新年味儿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19 年春节放假安排的通知，参照往年惯

例，本报春节期间拟对出版工作作如下调整：2 月 7 日（正月初三）至 2 月

10 日（正月初六）暂停出报；2 月 11 日（正月初七）起恢复正常出版。如遇

特殊情况，可随时恢复出版。

春节假期期间，河南日报客户端及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

正常推送，敬请垂注。

本报编辑部
2019年2月5日

敬告读者
▲2月 4日，郑州西亚斯学院的外

教和学生们一起包饺子庆祝新年。该校
开展多项充满文化底蕴的年味儿活动，
让大家共同体验中国的年俗。⑨3 本
报记者 王铮 摄

▶2 月 5日，在开封市中国翰园内
举办的新春祭祖大庙会上，演员正在表
演文艺节目。⑨3 李俊生 摄

□本报记者 李宜鹏 曹萍

在电话拜年、微信祝福盛行的今天，有一位耄耋老
人仍坚持一种“古老”的祝福方式——手写明信片，他
就是我国医学泰斗、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教授
张效房。

2月5日，99岁的张效房亲手设计的一张以《河南日
报》报道版面为素材的新年明信片，在微信朋友圈刷屏，
众多网友被勾起了怀旧情怀，并纷纷为其新奇构思点赞。

张效房是我国著名眼科专家、眼内异物研究奠基
人、眼外伤专业学术带头人，在眼科医学研究道路上奋
斗了整整73个年头，为无数患者送去了光明，培育了众
多眼科医学人才。如今已经99岁高龄的张效房，仍然
坚持每周坐诊一次，并主持《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
志》，忙碌在临床科研的一线。2018年11月23日，《河南日报》在头版头条

“争做出彩河南人”栏目，以《先生今年九十九》为题报道了张效房的事迹，
感动了无数的读者，张效房还被河南日报评为2018年“十大出彩河南人”。

今年张效房的新年明信片就采用了这次报道的版面图片，精心创意，
独具匠心。“‘争做出彩河南人’这个主题特别好，每个河南人都出彩了，咱
们河南才会真正出彩。”张效房谈到设计初衷时说。

“看到明信片，不仅收到了特别的祝福，更让人感受到老先生作为‘最
美医生’‘出彩河南人’那种向上的力量，深受鼓舞。”来自开封的张伟收到
张效房的明信片后感慨良多。今年和张伟一样收到明信片的有近 500
人，他们有张效房的老同学、亲朋好友，以及遍布十多个国家的业界同仁
和学生弟子等。每一张明信片上，张效房都用隽秀的字体写下了对方的
名字和自己的名字。

这样的习惯张效房已经坚持了近十年，每年都有500份，自己亲自画
出草稿，再由专业人员进行设计，从设计、印刷到书写、邮寄，每年他都乐
此不疲。“前几年有时用的是眼科研究所的标志、有时用的是‘张效房医学
学术’的标志，过年能收到这么一张明信片，感觉特别珍贵。”张伟小心珍
藏着多年来张效房寄来的明信片。

一张张小小的明信片，方寸之间展现了张效房记挂他人的大家风范，
寥寥数语凝聚了张效房情牵医学的大师情怀。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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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春晚”在法演出

太极功夫
海外大放异彩

驼峰连接员正在进行列车解体作业。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申华）今年的央
视春晚，由河南登封塔沟武校近
两万名师生演出的大型团体操
《少林魂》气势如虹，给全国人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功夫表演不
仅带给国人震撼的视听享受，也
在海外绽放异彩。

当地时间 1月 27日晚，一场
以纪念中法建交55周年为主题，
以《舞·诗·武》命名的大型“功夫
春晚”惊艳亮相法国巴黎，其中由
中法武术爱好者共同演绎的中国
少林功夫、法国赛法斗、太极拳等
武术类节目，展示了中国文化的
魅力以及中法交流互鉴的成就。
当晚，千余名中外嘉宾莅临晚会
现场，共话中法友谊，共贺中国新
年。

演出现场，由河南阎素杰女
士带队的“申申世世”组合（申思、
崔世颖）为中法两国观众献上了
精彩的太极拳拳法表演，现场观
众大呼过瘾。作为太极拳发源地
的河南，又一次在世界舞台上代
表中国功夫展示出独特的文化魅
力。

据悉，《舞·诗·武》大型“功夫
春晚”，从 2月 4日开始通过法国

TV5 MONDE 旗下多个
频道在全球滚动播出，中
法主流电视媒体及网络

新 媒 体 同 步 播
出。③6

‘争做出彩河南人’这个主题特别好，每个
河南人都出彩了，咱们河南才会真正出彩。

欢欢喜喜
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