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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2020年河南
首场大范围雨雪过程，1月 4日拉开序
幕。这场久违的雨雪会下到什么时候？
省气象台最新预测：7日前我省将持续大
范围雨雪天气。

在自然降水和人工增雨（雪）作业的
共同作用下，从4日夜间起我省大部分地
区出现雨雪天气，局部为大雪或暴雪。
此次雨雪天气有利于冬小麦麦田增墒和
空气质量改善，需防范对交通运行、设施
农业等方面的不利影响。

从4日19时到5日8时，我省降水相
态复杂。省内大部地区为小到中雨，5日
5时起沿黄以北及西部地区雨转雨夹雪
或中雪，局部大雪或暴雪。全省平均降
水量12.4mm，地市平均降水量前三位依
次为：济源20.7mm、郑州19.8mm、焦作
18mm。5日 8时三门峡、洛阳两地区北
部及郑州西部山区积雪深度 2cm～
8cm，最大降雪出现在嵩山 26.8mm，积
雪深度达15cm。

省气象台预计，7日前我省将持续大
范围雨雪天气。降水主要集中时段在6
日傍晚到7日，西部、北中部有大到暴雪，
中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中
雨夹雪。此次过程全省大部累积降水量
20mm～35mm，东 部 、东 南 部 可 达
50mm左右。降雪量：西部、北部3mm～
8mm，局部10mm～15mm。③4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月 3日，
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按照公安部部
署，从即日起至2020年年底，省公安
厅组织全省派出所开展“百万警进千
万家”活动，访民情、解民忧、化矛盾、
防风险、查问题、治乱点。

省公安厅要求，全省公安机关要
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
化“一村（格）一警”工作机制，结合当
前正在开展的“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以“访民情、解民忧、化矛盾、防风险、
查问题、治乱点”为主要内容，组织派
出所民警和辅警进社区、进农村、进
企业、进校园，通过走访慰问、警情通

报、警民恳谈、警营开放、平安志愿者
活动等多种形式，把爱心服务送到群
众身边，把矛盾风险化解在群众身
边，把平安幸福守护在群众身边。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说，各级公
安机关要建立健全领导分包联系派
出所制度，逐级压实责任，各级公安
机关领导带头走家入户，了解群众工
作生活情况，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服
务于民。各级公安机关在深入推进
大走访大排查大化解的同时，要积极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普及法律知
识和安全防范技能，落实便民利民措
施，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③9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月 3日，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2019
年度河南省文化产业特色乡村评选
命名名单已出炉，通许县长智镇岳寨
村等20个乡村入选。

此次入选的 20 个乡村分别是：
通许县长智镇岳寨村、孟津县平乐镇
平乐村、偃师市缑氏镇马屯村、宝丰
县大营镇、温县赵堡镇陈家沟村、浚
县屯子镇裴庄村、清丰县双庙乡单拐
村、渑池县洪阳镇柳庄村、鄢陵县彭
店镇、许昌市建安区灵井镇霍庄村、
临颍县南街村、南召县云阳镇铁佛寺
村、民权县花园乡赵洪坡村、夏邑县
火店镇、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平舆

县西洋店镇西洋潭村、济源市坡头
镇、济源市邵原镇、永城市茴村镇、固
始县三河尖镇。

这 20 个乡村乡风文明、村容整
洁、文化氛围浓郁，可开发利用资源
丰富，产业化开发潜力巨大，文化产
业特色鲜明、发展前景良好，带动农
民增收突出，已经形成了具有较大影
响力的文化产业集群。

目前，我省的文化产业特色乡
村已有 40个。据悉，下一步，省文化
和旅游厅将对入选的乡村在资金扶
持、项目推介、人才培养、公共文化
服务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和重点培
育。③4

本报讯（记者 代娟 通讯员 崔
敬）1月 5日上午，新乡市平原路小北
街东口的一家临街理发店突然起
火。对面商场的保安发现情况后立
即施救，并平安撤离楼上数十户居
民，最终协助消防人员扑灭大火，演
绎了一场雨中扑火救人的壮举。

“如果不是他们前期努力扑救大
火并及时疏散居民，后果真是不堪设
想！”当日下午，提及楼下发生的火
灾，居民王先生依然心有余悸，并一
再伸出大拇指为保安们点赞。

常有是新乡大商新生活时代广
场的一名保安，当日上午 8 时 10 分
许，他在商场周围巡视时突然发现，
对面的一家理发店内冒出浓浓黑烟，
大火正向二楼蔓延。想到这座楼上
还住着数十户居民，常有立即向班长
翟强报告。很快，翟强带着另外 4名
受过消防训练的安保人员拎起灭火
器赶往现场。

考虑到当天下雨又逢周末，不少
居民还都在家里睡觉。他们拨打过

消防救援电话后迅速兵分三路：一路
人员上楼挨家挨户敲门，并有序疏散
居民逃生。一名怀抱孩子的妇女慌
忙中忘了穿外套，在雨中瑟瑟发抖。
安保人员孟庆宝脱掉大衣为其披上，
而自己却被冰冷的雨水淋了个透湿。

眼看着理发店内的火势越来越
大，翟强带领另一路人员直接用灭火
器击碎理发店的玻璃门后进入火场
内灭火。然而，拿来的 6瓶干粉灭火
器根本不够，他们又迅速跑步返回保
安室增补，直到 20余瓶灭火器材耗
尽，火势才得到有效控制。

此时，第三
路人员在路口引
导消防车顺利
到达小北街内。
最终，他们协助
消防人员顺利
扑灭大火。由于
抢救及时，此次
火灾并未造成人
员伤亡。③9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王向灵 王倩倩

沈丘县扶贫办驻石槽集乡王湖村
工作队队长李松涛，驻村期间因天天食
泡面，被冠以“泡面队长”的称谓。

去年12月 26日，手术住院16天的
李松涛，跟家人玩起了“失踪”，手术出
院后的第二天就偷偷回到了王湖村。

“松涛，昨天刚出院，胃部刚动过大
手术，应该在家休息，咱可不能拿身体
开玩笑。”李松涛的突然到来，让王湖村
党支部书记王新峰等人感到吃惊。

“没事，吃得少了，体重下降了，以
后可以轻装上阵了。”李松涛掏出流食
瓶诙谐地说，医生安排好了，这一段只
能吃流食，每次不能超过400ml。

2019 年 6月，37 岁的李松涛被选
派为驻王湖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王湖
村近几年因班子不健全，村路年久失修
坑坑洼洼，村民们意见很大。

驻村第一天，李松涛便召集全体党
员干部会议。全村 28 名党员，只有 5
名党员到场，多数都外出务工了。缺少

党支部书记引领，没有党员带头，乡亲
们心里有啥想法？带着这些疑问，李松
涛开始了入户走访。

通过 13 天对 549 户 1520 人的入
户走访，李松涛心里有了底：全村以种
植小麦、玉米为主，没有养殖、加工项
目，以外出务工所得维持家庭生活。然
而，乡亲们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就是村里
的泥巴路。

“修路！”李松涛横下心来。在他的
建议下，石槽集乡党委临时选派乡干部
王新峰担任王湖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在征得村“两委”意见的基础
上，李松涛起草了一套修路方案，在单
位的全力支持下，筹集到修路资金 230
万元。

王湖村要修路了！这消息不胫而
走，一时间王湖村沸腾了。

修路期间，李松涛和村干部齐上
阵，甘当勤杂工。在他们的感召下，村

民们也纷纷加入修路的行列。经过 20
多天的昼夜奋战，终于打通了村里
2100米的“断头路”。

“李队长，王湖村民感谢你！”竣工
那天，72岁的老党员李贺美紧紧攥着
李松涛的手，久久不放。

面对无致富项目和门路的王湖村，
李松涛又勾勒了“种植+养殖+手工加
工+公益岗位”的致富思路。

在鼓励种植能手引进小麦、玉米良
种和新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大棚蔬菜、
药材等集约农业，通过土里“淘金”，着
力提高土地的产出率。2019年，王湖
村小麦、玉米产量均创新高。

组织村干部、群众代表赴安徽利辛
县考察取经，回来后成立了王湖村肉鸭
养殖合作社，首期投资22万元，建起了
两座养鸭温室大棚，并与利辛强英集团
签订肉鸭代养协议，由对方免费投放鸭
苗、饲料，并负责鸭子回收。该项目安

排了 20名贫困人口就业，人均年收入
3.6万元。

同时，实施“归雁经济+巧媳妇工
程”，鼓励村里能人返乡创业。青年农民
李海昆返乡创办了服饰加工厂，56个农
村妇女、8个留守老人成了“上班族”。

“俺一个老婆子家，在这里剪线头，
一天能挣一二十块钱，能买油能买面，
还能给孙子零花钱！”幸福写在了76岁
老人孙素英的脸上。

对挣钱无门路的贫困户，李松涛就
通过他的“关系网”，安排一部分人到沈
丘县凯旺电子、大唐电信、乡村环卫保
洁等处就业，想方设法让家家都有挣钱
的小门路。

然而，由于吃饭不应时、多泡面，加
之熬夜，积劳成疾的李松涛患了胃病，
不得不住院动手术。

“胃可以动手术，但驻村扶贫的‘初
心’不能改。”手术后回到村里的当天，
他就来到建档立卡贫困户赵廷家走访。

回到村部，已是晚上 7点了。李松
涛感到饿了，他拿出流食瓶，加入自配
的400ml流食，开始晚餐。③6

本报讯（记者 谭勇）1月 5日，河
南省人民政府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办
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关于做好
雨雪雾霾恶劣天气安全防范和应急
处置工作的紧急通知》，对做好近期
持续低温和雨雪雾霾天气安全防范
和应急处置工作进行部署安排。

《通知》指出，要切实加强道路交
通安全管控。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
要加强联动，合理配置人力物力,加
强对重点路段、桥梁等易结冰部位的
排查和防范，细化和落实交通安全管
理措施；要紧盯重点车辆、重点路段、

重点部位、重点违法行为，确保全省
道路交通安全有序；要做好道路防
雪、防冻、防滑工作和救援物资准备,
科学制定车辆疏导和分流方案,严防
因雨雪冰冻天气造成大面积长时间
拥堵；要严格管控危化运输车辆和校
车,确保车辆运行安全；要严格落实
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
业做好车辆检修,保养和防滑防冻等
各项安全措施。

《通知》要求，切实加强重点领域
安全防范。气象部门要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趋势；文化旅游部门要督促各

旅游景区加强对游览游乐设施和安
全防护设施的检查维护；教育部门要
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全力保障校舍安
全和校车运行安全；能源管理部门要
加强城乡居民安全用火用气用电的
宣传、指导和监管，防止用电用气取
暖发生火灾事故。

《通知》强调，各地要严格落实
24 小时应急值守要求,加强值班备
勤。各级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安
全生产救援队伍要时刻保持应急备
战状态，确保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
冲得上、救得住。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月 5日，因
降雪，我省多条高速公路实施管制。当
日，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启动高速公
路恶劣天气交通管理应急处置预案，路
警联动，全力做好雨雪恶劣天气应急保
通工作，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当日上午，全省高速交警迅速启动
战时勤务，加强路面巡逻管控，特别是
加大对桥梁、上下坡、匝道等易结冰路
段和夜间、凌晨等易结冰时段等的巡逻
保通力度。

在易发生积雪结冰的高速公路桥
梁、隧道、互通立交等重点路段，科学调
度应急物资和铲雪、清障车辆，快速融
雪除冰。高速交警、高速路政联勤联
动，信息共享，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
根据路面情况适时采取管控措施，通过
警灯警笛喊话器实时提醒、限速通行、
警车带道等多种方式全力保通。

高速警方通过广播、电视和微博微
信等多种途径，发布实时路况和冰雪天
气安全行车提示，提高驾驶人雨雪天气
应急处置能力，引导驾驶人合理选择出
行方式。

高速警方提醒，行车中一定要降低
车速，拉大车距，冰雪路面切记不要急
刹车、急加速、猛转向，经过桥梁、弯道、
坡道时要提前减速，匀速行驶，一气通
过，必要的时候使用防滑链。雨雪等恶
劣天气或夜间等能见度低的情况下，车
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抛锚或事故时，要
第一时间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来车
方向 150米外设置三角警示牌，车上人
员迅速撤离到车外安全地带，并拨打河
南高速交警报警电话 0371-68208110
求助。③9

“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启动

我省再添20个文化产业特色乡村

理发店冒浓烟6名保安联手救人

“泡面队长”驻村记

我省发布紧急通知

做好恶劣天气安全防范工作

出行

20202020年第一场雪来了年第一场雪来了
雪会下到何时？

高速警方守护
群众出行平安

1月 4日，宁陵县环保爱心志愿者到县儿童福利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他们给孩子分发新年礼物，让孩子们感受温暖和关爱。⑨3 闫占廷 摄

1月 5日，
郑州机场启动
蓝色预警，应对
2020年首场冰雪，
图为工作人员为起飞
飞机除冰雪。⑨3 施
书芳 摄

1 月 5日，高速
交 警 上 路 指 挥 交

通，保障道路平安畅
通。⑨3 杨军政 摄

更多内容
请扫二维码

1月 5日，郑州
街头，快递员在雪中
送货。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1月5日，
焦作云台山景

区迎来了新年
首场降雪，银装素

裹的云台山更添韵
味。⑨3 段超 摄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对于邮迷
来说，新年能喜提最新版的生肖邮票
是最激动人心的事儿。1 月 5 日上
午，郑州邮政大厦一楼大厅人头攒
动、喜气洋洋，现场 300余人共同见
证庚子年生肖邮票首发。

2020 年是庚子鼠年，中国邮政
集团有限公司1月 5日面向全国发行
庚子年生肖邮票，1套 2枚，全套面值
2.40元。

据了解，自从 1980 年由艺术大
师黄永玉设计的第一张生肖邮票“猴
票”问世以来，至今我国生肖邮票已
经连续发行了 39年，共四轮。今年
的庚子年生肖邮票延续第四轮的创
作理念，采用小写意装饰画法，由“福

娃之父”我国著名艺术家韩美林设
计。邮票第一图《子鼠开天》：一只形
象可爱的老鼠腾空跳起，抬头望天，
奋力咬破混沌，寓意民间传说中的

“鼠咬天开”，同时老鼠跳跃的姿态也
寓意鼠年生活节节高；第二图《鼠兆
丰年》，两只大老鼠带着一只萌动可
爱的小老鼠侧身远望，表情欢喜、得
意，寓意2020年五谷丰登，生活幸福
美满，也包含鼠到福来之意。

当天，郑州邮政还联合华为开设
了一场名为“智慧相联 年年有为
5G重构想象品鉴会”展会，让邮迷朋
友体验了传统文化和科技的碰撞，幸
运市民还体验免费拍照并定制个性
化邮票。③9

庚子年生肖邮票昨日首发

1月5日，嵩山太子沟白雪皑皑。⑨3 刘客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