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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敏）1月 16日，记者从
2020年春运期间综合运输服务衔接座谈会
上获悉，1月 10日至 15日，我省累计发送旅
客 2057.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2%。截至目
前，铁路、民航、公交、地铁等各种运输方式协
调运营，没有出现旅客大规模滞留现象，春运
工作实现“开门红”。

2020年春运期间，预计我省高速公路出口
总流量为 6777万辆。节前返乡客流来得早、时
间长、峰值高，主要集中在 1月 15日至 23日(腊
月二十一至二十九)；节后返程客流也将呈双高峰
态势，分别为 1月 26日至 2月 2日(正月初二至初
九)和 2月 9日至13日(正月十六至二十)。

数据显示，春运前6天，我省铁路、民航、公路、
水路分别发送旅客 305.7 万人次、56.7 万人次、
1684.7 万人次、11.7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44%、
4.3%、6.9%、31.7%。

高速公路方面，总出口流量 1001.4 万辆，其中
客车 773.9 万辆、货车 227.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6%、1.3%、7.1%。城市交通方面，公交发送旅客
3980.9万人次；地铁发送旅客 867.6万人次，同比增长
80.1%。

“根据往年规律，春节临近，客流、车流将更加集
中。”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吴孔军说，推进铁路、民航、公
交、地铁、出租等各种运输方式协调运营、“无缝”衔接，方
便乘客实现“零距离”换乘，能够有效预防恶劣天气条件
下容易出现的旅客滞留现象。

据了解，针对春运期间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易发
多发的特点，为确保春运安全顺利进行，省交通运输厅
将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大暗访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
督促企业认真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对查处的安全隐
患立即整改，全力打造“平安春运”；同时，会同公安、应急
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组织开展春运运输市场专项整治
行动，严厉打击超员超载、非法营运、甩客宰客等违法行为，
若发现以上行为可拨打 12328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投诉
举报。③8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一个文治武功，是中国历
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帝王；另一个战功赫赫，从不为
人知到功成名就，生平浓缩了法国革命的历史，被誉
为法国的英雄。他们分别是“乾隆盛世”的缔造者乾
隆皇帝、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拿破仑。200多
年前，他们是中西方赫赫有名的帝王，200多年后，
他们跨越时空在郑州“相遇”。1月 16日，继元旦期
间郑州博物馆新馆启动试运行并展出“清高宗乾隆
皇帝展”后，该馆再次推出重磅级展览“法兰西的雄
鹰——拿破仑文物（中国）巡回展”。

“这两场展览是中西方文明的一次交流与对话，
人们可以通过展品追溯200多年前中西方不同的历
史，感受不同的中西方文化之美。”郑州博物馆副馆
长郭春媛说。

“清高宗乾隆皇帝展”展出了故宫博物院所藏与
乾隆皇帝密切相关的文物100余件（套），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艺术等多个领域，展品包括帝后画
像、龙袍、玺印、玉器、瓷器等，许多展品是首次亮相。

作为郑州博物馆新馆推出的首个国际性大型专
题展览，“拿破仑文物（中国）巡回展”精选了法国杰出
军事家、政治家拿破仑相关的雕塑、绘画、文献、服饰、
机械、生活用品等展品共254件（套），其中包括《拿破
仑法典》、拿破仑的亲笔信等珍贵文物。

“‘乾隆’遇上‘拿破仑’，这是一种奇妙的缘分。”郭
春媛说，乾隆与拿破仑同样有着
对艺术的爱好，乾隆时期的钟表
和玻璃器采用了西方的工艺，而
拿破仑则采用中国的纹饰做了
一套非常精美的瓷器。

据悉，“清高宗乾隆皇帝
展”“拿破仑文物（中国）巡回
展”将持续至3月中旬。③8

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1月 16日，记者从省军
区获悉，今年起，实行一年两次征兵两次退役。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部署安排，今年开始实行
一年两次征兵两次退役。征兵征集对象，以大学生
为重点征集对象，优先批准高学历青年入伍，优先批
准大学毕业生和理工类大学生入伍；征集的女青年，
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
毕业生及在校生，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
毕业生可报名参加2020年上半年女兵征集。

上半年征兵，从现在开始就可报名，2月 15日
开始体检，3月 16日起运，3月 31日运输结束；下半
年征兵，8月 15日开始体检，9月 16日起运，9月 30
日运输结束。

应征入伍报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关注并进入
微信公众号“河南征兵”（微信号：henanzheng-
bing）点击下方“我要报名”，另一种是登录“全国征
兵网”（网址：http：//www.gfbzb.gov.cn），按要求
真实、完整填写基本信息。男青年报名前须先进行
兵役登记。③9

本报讯（记者 栾姗）1月 15日，省发展改革委、
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印发《河南省物流降本增效综合
改革试点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
出要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探索形成一批在全
国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打造全国物流降本增
效的先行区、示范区。

2019年 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决
定在河南、山西、江苏、浙江、重庆、四川等 6省（市）
组织开展物流降本增效综合改革试点。

按照试点要求，《实施方案》列出试点任务目标：
建成全国首张省域互联共享的智能仓储网络，实现
100个以上物流园区信息互联互通，物流领域“信豫
融”融资成本（年化率）下降到 10%以内、融资放款
时间压缩到10天左右，陆空联运通关时间压缩20%
以上，试点期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全省生产总值
（GDP）的比重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

我省将多式联运作为物流降本增效综合改革的
突破点。《实施方案》指出，以郑州机场和郑州南站为
核心，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平台，探索建
立快速直达的高铁联运货运通道；统筹利用和集聚
整合航空货运、高铁物流和卡车航班资源，通过建立
高效的多式联运衔接机制，力争物流降本增效工作
走在全国前列。③8

本报讯（记者 李林）垃圾分类日渐成为生活“新
时尚”，动物明星也跃跃欲试。1月 16日，郑州市动
物园的黑猩猩“菲莉”现场表演垃圾分类，将可回收
垃圾和厨余垃圾区分开来、分类投放。

垃圾分类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垃圾资源利用，
保护环境。训练黑猩猩垃圾分类对它的智力开发有
一定的益处，对垃圾分类的宣传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当日上午，在饲养员的指导下，黑猩猩“菲莉”将
果皮、饮料瓶等分别放入正确的垃圾箱里。③9

今年起一年征兵两次

当乾隆“豫”上拿破仑
“清高宗乾隆皇帝展”“拿破

仑文物（中国）巡回展”在郑展出

我省打造全国物流
降本增效示范区

“菲莉”爱上垃圾分类

铁公机“无缝”衔接 送客量再创新高

我省春运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邵可强）“明天就是小
年，今天坐车回家喽！”1月 16日上午，230多名河南籍在
京务工人员即将踏上返乡之路。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这
是一次免费的旅行。河南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以下简
称“省驻京办”）和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联合发起“让爱
回家·温暖返乡”公益活动，以慈善捐赠形式购买车票，
免费赠送给河南籍在京务工人员，助力他们平安返
乡。

当日早上7点左右，在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西路91
号院宝隆大厦西侧独立停车场内，一群提着大包小包
的人聚在一起。虽然天寒地冻，但现场气氛热烈，他们
操着河南多地的方言讨论着春节回家路。

“很感谢省驻京办，收到这样的新年礼物真开
心！”来自周口市淮阳区的方刚金说，作为一名农民
工，特别是近两年，在异地感受到来自家乡的关怀和
温暖越来越多，这证明老家河南越来越好了。

据悉，这230多名河南籍在京务工人员来自安
阳、周口、鹤壁等地，在京主要从事建筑、保洁、饭店
服务员等工作，免费客车将从北京出发，直达三地。

省驻京办副主任任立新介绍，这是省驻京办
连续第二年举办这样的活动，目的是帮助有困难
的河南籍在京务工人员回家与家人团聚。今年
的公益活动于1月10日正式启动，将继续助力老
乡们回家。③9

河南籍老乡收到省驻京办
“新年礼物”
230多人免费从北京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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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子耀 本报通讯员 杨晶晶

春节临近，光山花鼓戏传承人张秀芳越发忙了。
“老百姓生活富裕了，请我们唱花鼓戏的多得很。”

51岁的张秀芳唱了30多年的花鼓戏，“以我们福星花鼓
戏小剧团为例，最近每天唱两三场戏、跑两三个村。现在
村村通，公路也好，不然这么多活儿真没法接。”

1月 13日晚上，光山县马畈镇汪乡村陈石桥村民组
一户新房前，张秀芳、方应亮夫妇应邀前来演出，这是他
们当天的第三场演出。

“今天上午也在陈石桥，也是一家老乡新房上梁庆
典；下午赶回去参加文殊乡东岳村的春晚，一结束我们就
又马不停蹄地赶来这里。”张秀芳满面笑容，快人快语。
元旦过后，他们的小剧团已经演出了30多场，还有10多
场演出等着他们。

去年9月17日张秀芳夫妇给习近平总书记表演光山
花鼓戏《中办扶贫到光山》以后，乡亲们的邀约更多了。

“乡亲们还主动提高我们的演出费，”张秀芳说着笑
起来，“搁以前哪有这事儿啊！”但是她没提价，“不用提
价，演出场次多了，收入自然比以前高。”

张秀芳新收了两个年轻的徒弟，小剧团现在有 16
人，夫妇俩带着壮大的团队四处演出，越唱越有精神气。

“党的政策好，干部帮我们脱
贫攻坚，带着我们找致富的路
子，生活才越来越好啊！”
给 新 房 上 梁 的 屋 主 笑 着
说。③ 9 （图为演出中
的张秀芳夫妇。⑨6 本
报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聂金锋

1月 15日，临近年关，豫西山城卢氏县飘起了纷纷扬扬
的雪花，把山乡装扮得美轮美奂。在该县文峪乡南窑村，记者
见到了名扬豫西的剪纸艺人廉正义。

“廉老师是从卢氏山沟里成长起来的农民剪纸艺术家，现
为中国剪纸协会会员，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卢氏县人民文化馆办公室主任杨宏伟介绍。

“我就是一个喜欢剪纸的老头，农忙时下下地，农闲时剪
剪纸。艺无止境，怎敢称艺术家。”廉正义对自己的名头很淡
然。

在廉正义家，抬眼望去，大小不一的剪纸作品挂满四壁，
人物神态惟妙惟肖，呼之欲出。临窗的一张大书桌上，摆满了
叠好的红纸，纸上放着一把缠着胶带的铁剪刀和一把三寸长
的刻刀。廉正义拿出剪刀和红纸，操作了起来。一双皱纹密
布的大手操持着剪刀，辗转腾挪在方寸之间。“这是个石榴，民
间象征着祥和富裕，多子多福。”转瞬间，一幅趣味盎然的石榴
图呈现在廉正义的手上。圆润的造型，流畅的线条，让人叹为
观止。

自1968年以来，廉正义发表作品1500余幅，参加国内外
展出60余次，获各类奖项50余次。

1999年，他历时20多年精心创作、不断完善的大型剪纸
作品《昭君出塞图》，在北京博物馆中国美术精品展亮相。
2016年，《伟人像》剪纸作品在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出并
获得金奖。

临近年关，鼠年来了。廉正义说，再刻个《金鼠献宝》，祝
愿大家鼠年大吉，新春快乐。窗外雪花飘飞，桌前的廉正义戴
着眼镜，手握刻刀，在案台上的红纸上不停游走，心无旁骛地
沉浸在艺术的世界。③4（图为廉正义展示作品。⑨6 聂金
锋 摄）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1月7日至9日，赴西安录制戏曲春晚；1月10日，赴郑
州参加会议；1月12日，返回鹤壁参加市国学协会春晚；1月
13日，白天在郑州录音，晚上赶到封丘县参加春晚……

年味渐浓，很多人期盼着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但对
于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鹤壁市豫剧团
团长金不换来说，年根儿却是他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春节前，我还有 4场演出，要跑 4个省市。”1月 15
日，在演出彩排间隙，金不换告诉记者，“大家点名要听
《七品芝麻官》的经典唱段和新戏《头雁归来》。忙点、累
点都不怕，这戏必须得唱到大家满意!”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1979年，金不
换的老师——著名表演艺术大师、豫剧“牛派”创始人牛
得草主演的戏曲电影《七品芝麻官》，生动塑造了诙谐幽
默、为民请命的清官形象，“芝麻官”红遍大江南北。

作为豫剧“牛派”艺术的传承人，金不换以“牛派”为
根，在传承中不忘探索创新，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丑角风
格，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

为塑造更加鲜活、接地气的人物形象，金不换带领鹤
壁市豫剧团深入基层开展创作，根据典型人物的先进事
迹精心编排了大型豫剧现代戏《头雁归来》。这部作品讲
述了一名共产党员退休后，拖着病躯毅然回乡带领乡亲
脱贫致富的故事，主人公不忘初心、担当作为的崇高品质
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尽管农村条件艰苦，但金不换每年坚持送戏下乡
150 多场。“新的一年，我们将为父老乡亲们送去更多
高质量、高水平的演出，让戏曲文化惠及更多百姓。”
金不换说。③5 （图为金不换演绎《七品芝麻官》经典
唱段。⑨6 郭戈 金丹 摄）

民俗节庆特别策划民俗节庆特别策划··越到年根越忙活越到年根越忙活

豫剧唱响新年音 剪纸扮靓中国年 光山舞起花鼓戏

关注春运关注春运

1月16日，郑州新郑机场迎来春运客流高峰。⑨6
均为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饲养员训练“菲莉”垃圾分类。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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