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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映）3 月 7日，
在郑济高铁濮阳东站的施工现场，
女工李锐捧着一张用木框装裱的大
照片看个不停。照片里，李锐身着
婚纱，挽着丈夫郭传虎的手，笑意盈
盈地站在濮阳地标建筑“龙形雕塑”
下。“我要把照片寄回家保存，这太
珍贵了。”李锐说。

在施工现场，还有 40余名女工
收到了照片，有的是婚纱照，有的是
个人形象照。“很多工友来自外省。
今年春节期间也是疫情防控的关键
时期，他们放弃了回家团圆的机会，
坚守在高铁建设一线。”中建八局濮
阳东站项目部相关负责人赵世海介
绍，“三八”节前夕，该项目部专门组

织了拍摄活动，希望为投身濮阳高
铁建设的女工们送上一份特殊礼
物。

郑济高铁是我省米字形高铁网
的最后一“点”。今年春节期间，为
了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也为了赶
工期，郭传虎夫妻俩没有像往年一
样回到老家安徽阜阳过年。郭传虎
说：“现在每天干十一二个小时，为
了早日通车，大家都很努力。”

拍摄那天，郭传虎和李锐第一
次来到濮阳市区。一边走，一边看，
他们感慨万千。“结婚 27年了，我们
第一次拍婚纱照。”李锐说，在濮阳
奋斗的经历，为他们留下了最美的
身影。③5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记者 3月 8
日获悉，省妇联日前决定，授予何梅等
10人河南省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

她们分别是：郑州市上街区中心
路街道颐苑社区党支部书记何梅，开
封市杞县湖岗乡党委书记郭宏丽，平
顶山市湛河区司法局北渡司法所所长
高丽帆，鹤壁市妇联派驻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古城办事处高村社区第一书记
王宁，新乡市辉县市弘昌物资有限公
司职工朱素萍，焦作市发改委党建办
主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王晶，漯河
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张华丽，三门峡
银领时尚建材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段
银玲，南阳市瑞光变压器有限公司党

支部书记陈淑娟，驻马店市妇联派驻
遂平县褚堂街道于楼社区第一书记、
工作队队长苏秋唯。

省妇联同时授予洛阳市公安局老
城分局教导员文艳红等 109人河南省
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授予濮阳市安
阳地区医院等 40个单位河南省三八
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此外，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妇联联合授予禹州市恒昇陶瓷有限
公司等 50个集体河南省城乡妇女“巾
帼建功”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商丘市梁
园区刘口镇南会馆村党支部书记丁建
霞等 150 人河南省城乡妇女“巾帼建
功”先进工作者称号。③5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我从小跟
着父母来到郑州，自从国家‘惠台 31
条’和河南省‘惠台 60条’出台后，我
在郑州的工作、生活越来越方便，还享
受社保……”3月 8日，身为台商第二
代的郑州快乐妈咪健康管理公司经理
席嘉怡讲述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当天上午，由省政府台办、省妇联
主办，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郑州市
台资企业协会协办的2021年河南省海
峡两岸妇女界代表“三八”节联谊会在
郑州举行。台湾女企业家代表、在豫台
商家属、省内女企业家代表、驻马店籍
大陆配偶代表等 50余名女性欢聚一

堂，互道节日祝福，共话姊妹亲情。活
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大家上台表演了
旗袍秀、太极拳、合唱等节目，共同庆祝
自己的节日。台湾高雄、台中、桃园、花
莲等地的河南同乡会、在台大陆配偶等
还特意为此次活动送上视频祝福，共同
表达了对两岸早日和平统一的期盼。

据了解，这是我省首次举办豫台两
地同胞共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活
动。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省政府台
办、省妇联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推动豫台两地的妇女交流合作，凝聚广
泛的爱国统一力量，不断开创豫台妇女
交流合作新局面。③5

豫台一家亲 依依姊妹情

我省授予十人“三八红旗手标兵” 郑济高铁女工披上“最美”婚纱

郭传虎、李锐夫妇在郑济高铁工地、濮阳城市公园拍照。⑨3 僧少琴 摄

3月 8日一大早，郑州公交S117路车长薛玉静开始了一天的忙
碌。在公交后勤，郑州公交B10路调度员赵丽茹需要时刻紧盯每一辆
公交车的运营状态，随时发出调度指令，确保显示屏上的每一条公交线
路运行平稳、正常。她们不仅是车长、调度员、修理工……还是女儿、妻
子、母亲，在节日里，她们绽放出最美芳华。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郭歌 本报通讯员 徐正瑛

找电源、挂幕布、架机子、接音响，
打开放映机，“咔嗒”一声，光束打在幕
布上，点亮了村子的文化广场。3月 4
日，洛宁县小界乡苇山村，在繁星点点
的夜空下，农村电影放映员贺凌霞忙
碌着。

村民们三三两两地从四面八方聚
拢而来，坐在小马扎上，唠着家长里
短，等待电影开场。

“凌霞，今天放什么电影呀？”村里

的老人凑上去问道。
“三八妇女节就要到了，咱们今天

放点女性题材的电影。”贺凌霞说。
在洛宁，这支由 7位巾帼组成的

电影放映队，15年如一日地活跃在洛
宁县的山区农村，被大家称为“七仙
女”放映队。她们用女性的臂膀扛起
几十斤重的放映机器，为洛宁18个乡
镇 384个行政村的村民们奉上 2万余
场光影盛宴。

“放完电影太晚了，今天怕是回不
去了吧？”老人说。

“不回啦！今天晚上住在村里，明
天还要去下一个村放呢。”贺凌霞回
应。

为了实现“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
目标，“七仙女”放映队顶酷暑冒严寒，
从妙龄少女到为人妻为人母，从16毫
米的胶片电影到今天的数字电影，她
们坚持了15年。

作为女性放映员，她们不仅要面
临在夜晚翻山越岭的危险，对孩子和
家庭也多有亏欠。放映时队员贾米
娜、贾丽红还带着孩子，投影机陪伴孩

子成长；放映结束太晚，队员王相歌曾
遇到危险，幸亏她机智化解……

在公益电影这束微光的照耀下，
农村不会使用智能设备的老人和孩子
有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公益电影所
传播的正能量也在群众心中播撒下爱
与温暖的种子。

贺凌霞表示：“通过公益电影放映，
可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丰富
农村业余文化生活，我们愿意继续用公
益电影为实现乡村振兴打下精神基础，
为‘美丽乡村’建设添彩助威。”③9

奔走在乡间的“七仙女”放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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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可）3 月 8 日
上午，“太平有象”——汉唐乐舞展
在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开展。100
余件展品让人们对汉唐时期的乐
舞艺术有了全景式了解。

此次展览共展出汉唐时期的
乐舞陶器 100余件（套），其中，唐
代参军戏俑、唐代彩绘胡人伎乐俑
群、唐代坐姿伎乐俑群等都是难得
一见的文物精品。

“汉唐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
期，乐舞艺术极为兴盛，是乐舞艺
术发展的关键时期。”郑州大象陶
瓷博物馆馆长何飞介绍。

展览迎来的首批观众中，有凭
借舞蹈《唐宫夜宴》在牛年春节大放
异彩的郑州歌舞剧院的“唐宫小姐
姐”一行。“以前我只是在文字资料
中看到有胡旋舞、胡腾舞，但还不了
解它们之间的区别，没想到从这些

文物中看到了这些不同的舞蹈动
作。”看到琳琅满目的乐舞文物，《唐
宫夜宴》编导陈琳不停地拍照记录。

据介绍，此次展览将展出至 8
月 31 日，免费对社会各界观众开
放。③4

“太平有象”汉唐乐舞展开幕

唐代三彩乐舞俑⑨3 本报记者
何可 摄

本报讯（记者 陈慧）生活在河
南的“二大王”金钱豹“出镜”频
频。记者3月 8日从济源市愚公林
场获悉，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以
来，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利用红外
相机捕捉到国家一
级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物金钱豹的珍
贵影像资料累计
百余次，并在多
个监测样区监测
到金钱豹。

金 钱 豹 学 名
华北豹，是仅分布
于中国的独立亚种，
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金钱豹视觉和嗅觉灵
敏异常，性情机警，一般不主动接
近人类。

曾经，大家对金钱豹的行踪知
之不多。借助科技手段，它们逐渐
走进人们的视野，也带来诸多惊
喜。2015 年，由中国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牵头，愚公林场在保护区范
围内开始大面积安装红外相机，对
野生动物进行全天候监测。“通过
前后数据对比，我们发现金钱豹的
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了。项目开始
之初，只有 10台相机可以拍到，目
前有 30 台相机可以拍摄到，活动
个体也从最初的 3 只增加到现在

的 6只。”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任迎丰介绍。

本报曾多次对金钱豹作跟踪
报道，见证了金钱豹在我省太行山

区安家落户、生儿育女的
“豹生大事”。2018年 1

月 22日，红外相机首
次拍到金钱豹群体
活动影像，“情侣
豹”同框。2018
年 9 月 14 日，红
外相机拍到金钱
豹带崽画面，推
测小豹崽正是“情

侣豹”的爱情结晶。
金钱豹处于河南

地区森林生态系统食物
链顶级，它们的迁移、定居可以直
观地反映出整个地区生态系统的
整体情况。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
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东北林业
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
教授姜广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金钱豹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
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而太行山
恰恰处于生态过渡带，在这里有
这样一个顶级猎食物种存在，意
义重大，充分说明该地区生态保
护效果很好。③6

▲红外相机捕捉到的金钱豹
本报记者 陈慧 供图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群众
办理身份证更加方便啦！3 月 8
日，记者获悉，郑州警方推出“周
末无休”便民措施，群众可通过

“郑州警民通”微信公众号预约就
近的派出所户籍室，办理居民身
份证补领、换领业务，周六周日均
可办理。

据悉，异地身份证申领条件
是：丢失补领，或因到期、损坏等原
因需换领居民身份证的。需要准
备的材料是：居民户口簿、居民身
份证（仅限居民身份证换领）或机
动车驾驶证、护照等公安机关签发
的其他有效身份证件，群众经书面
承诺，可免提交在当地就业、就学、
居住的证明材料。

警方介绍，办证群众不用到户
籍地派出所户籍室，在任意就近户

籍室即可申请补领换领。受理地派
出所户籍室应当自公民提交居民身
份证异地受理登记表之日起40日内
发放居民身份证。

警方提醒，异地身份证不予
受理的情形有 5 种：首次申领居
民身份证的；申领人提供的姓名、
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公民身份
号码、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省、
自治区、直辖市内住址变更除外）
与人口系统中信息不一致难以确
认身份的；申请人相貌特征发生
较大变化，且居民身份证未登记
指纹信息，难以确认身份的；有伪
造、变造、买卖、冒领、骗领、冒用
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护照、
驾驶证行为的；属于国家信用信
息共享交换平台推送的不良信用
记录人员的。③9

周末在郑可换补领异地身份证

红外相机捕捉影像百余次

我省太行山金钱豹“领地”扩大

致敬巾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