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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地铁 5号线建设进度怎
样？记者近日前往探访得知，5号线运营
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这个春节，工
作人员是在综合联调现场度过的。

在中原路桐柏路交叉口附近的市中
心医院地铁站，记者见到了郑州地铁运
营分公司新线部 5号线综合联调现场负
责人冯永顺。几个月来，他带领工作人
员每日严格按计划进行地铁开通前的调
试工作。

“好比市民买了一套新房子，入住前
都要对照明、上下水、各种管线检查测试
一遍，看能否正常使用，综合联调工作就
是在一条地铁新线正式运营前，对各系
统设备功能进行测试检验，对各系统联
动功能进行全面验证。”冯永顺告诉记

者，他们从 2018年 8月份全面开始综合
联调，数百人已经为此奋战了几个月。

地铁 5号线是郑州市区地铁线网中
唯一的环线，未来将在各个方向和多条
地铁线交叉。市民将来可以通过这条环
线地铁换乘，到达市区任一方向。为此，
许多群众对5号线的开通充满期待。

为确保5号线早日通车试运营，地铁
员工们个个铆足了劲，他们春节假期期间
也不休息，每日按计划开展各项运营筹备
工作，其中开通前最关键的综合联调工作
从初一至初六均安排了测试科目。

记者随冯永顺一起进入地下车站的
车控室。这里是整个地铁车站的“中枢
大脑”。工作人员正在对地铁车站的消
防控制系统进行调试，确保车站发生火

灾时，报警系统、消防设备能在第一时间
应急启用。

“一级火警收到，准备触发一个红
感,触发二级火警……”车控室内，地铁5
号线自动化检修班长刘玉龙正在进行消
防切非检测（当某个报警分区的火灾探
测器报警后，切断非消防电源，消防电源
投入使用）。

在车控室隔壁，有一个设备间，放着
两排配电柜。柜子上面布满了开关，指
示灯，看上去密密麻麻。刘玉龙负责将
每天需要调试的信号编码，他的同事接
到指令后，在这里配合启动或关闭各种
设备，检验各个点位能否正常运行。

可别小瞧了这些调试工作，各个系
统功能是否正常，将直接关系到未来地

铁5号线运行安全与否，责任十分重大。
去年年底，地铁 5 号线进行了空载

试运行，按计划今年上半年要开通。而
完成所有的调试是开通的前提。5号线
全线 32 个车站，每个车站几十项大系
统，数百项小系统，上万个点位，全部要
一一调试到位。为此，郑州地铁运营筹
备人员把工期倒排到每一天，包括春节
假期。每天，他们下站的时候太阳还没
出来，出站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

参与调试的郑州地铁风水电专业检
修工房子圣说，他老家是商丘的，为了做
好调试，今年春节初一至初三他均在地
铁车站内度过，不能回家过年。但是为
了能让绿城市民早日坐上环线地铁，再
苦再累也是开心的事。

在地铁5号线联调现场过春节
本报记者 黄永东

小山村谋划大发展
本报记者 孙志刚

初春的南岭水墨尽染，斑驳残雪洒落山岗，如诗如画。
正月初二，晨静如夜。“吱吱！”“轰隆隆！”巩义市小关镇南

岭新村村委大院，摩托车、汽车接二连三从陡坡上奔下来，刹
车声唤醒了蝴蝶山的沉寂。

“回来啦！过年好！过年好！”大老远的，南岭新村党总支
书记李国振扯着嗓门招呼道。紧接着，哈着热气的寒暄和浓
浓的乡情交织在一起。从北京、上海、云南、浙江、郑州等地回
家过年的南岭返乡人纷纷汇聚过来，参加“情系南岭，共谋发
展”返乡人才的座谈会。

偌大的会议室座无虚席，天虽寒，人心却暖。谈变化，献
良策，谋发展，畅所欲言。

“我们小时候没穿过袜子、没刷过牙，更别说天天洗澡
了。”老村支书李当聚的儿子李宪忠忆苦思甜，“常到全国各地
走，回来看看我们村现在一点也不比别人差，水泥路户户通，
自来水家家流，路灯明到深山沟。”

南岭新村山高地薄缺水少路，属于省级贫困村。在精准
扶贫等政策扶持下，道路通村入户，还修建登山步道 37.2 公
里；塘坝、蓄水池17座；太阳能路灯也装到家门口。“以前在外
工作我几年不回来一次，现在回来一看变化真是太大了。”嫁
出去的闺女张会展感慨道。

“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咱南岭土地少，发展后
劲受制约。”巩义市农委副主任张荣臻给出解难题的“金钥匙”：

“荒山野岭也是‘聚宝盆’。”这番话也打消了村支书李国振的顾
虑：“咱有15平方公里的山林，利用好荒山资源发展旅游。”

“脱贫攻坚，责任共担。”这些走出大山的南岭人，更关心
家乡的脱贫摘帽。贫困村的帽子戴在头上，也成为他们心中
的痛。“开微信公众号、建网上销售平台，让咱山里的五谷杂粮
销往全国。”在北京工作的张瑞建议。

“我是在外打工的，我也不能办啥大事，我就多带些人来
家乡旅游，多宣传咱家乡。”一位小伙子朴实地说。

从养老、医疗，到康养基地建设；从脱贫致富，到发展旅
游；从基层党建，到发挥共产党员模范作用，这些从大山走出
的游子，传经送宝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和专业的好做法、新思
路。座谈、观摩项目持续到下午两点多，大家还意犹未尽。

散会后，人们还三五成群的继续讨论着，说得最多的两个
字是“发展”，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南岭新村在
新的一年里，加快发展，更上层楼。

（上接一版）剧中几乎都是狂奔、
爬山、摔伤、躲藏等艰辛的戏份，安柏
伊不顾形象，全力以赴，希望自己努力
的付出能够把母亲的精神淋漓尽致地
呈现出来。

“《龙族的后裔》讲述的是从上古
至先秦的中华历史故事，和我以往拍
摄的抗战剧，现代都市戏，尤其是古装
戏，有明显的不同，生为中华儿女，我
很荣幸能够作为一名演员参与到这部
戏中来，为姓氏文化尽一些力。”

谈及对姓氏文化的理解，安柏伊
说：“我的安姓比较少见，小的时候问
我妈妈，为什么我姓安呢？我妈妈
说因为你爸爸姓安，我又问那为什
么爸爸姓安呢？妈妈说因为你爷爷
姓安……虽然没有问出来所以然，但
我却意识到了姓氏是一个家族的血缘
符号，是代表一个人的归属和出身。
后来长大了，我就自己去查找安姓的
起源，想搞清楚自己从哪里来，这应该
是每个人都有的好奇心。”

因为要拍摄《龙族的后裔》这部
戏，安柏伊专门去查阅了中华民族姓
氏的由来，发展和传承。“越来越觉得，
人名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代号，人类
姓氏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人类文明的发
展，也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史……姓氏
文化太伟大、太神奇，太博大精深了。”

安柏伊认为，《龙族的后裔》是一
部非常有意义的电视剧，是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以一种更好的更易于接受
的方式进行保护和传承。“自古以来，
中国人、炎黄子孙都被称作‘龙的传
人’，作为中华的图腾，龙能上天能入
地，呼风唤雨，龙族的精神也应该是拼
搏，奋斗不息，勇敢和独立，这与中华
民族传统精神‘智慧，大气和勤劳’紧
密相融，浸透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傲
骨之中……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
好剧出现。”

姓氏可以改，赤诚不能丢

“理”原是以官职为姓——理官。据史载，颛顼帝高阳氏之孙
皋陶，做了尧帝的理官，执掌刑狱。子孙世袭其职,并以官命族,为
理氏。

耿直忠诚的理徵因履行理官职责而使理氏一族蒙难。理徵之
妻契和娟本是陈国（今河南淮阳）人，想逃回娘家，又怕连累家人，
后在离淮阳不太远的苦县（今河南鹿邑）安家落户。逃跑途中，被
困山中的母子全靠不知名的野果充饥才活了下来，为了感念“木
子”的救命之恩，而且理、李同音，可以躲避纣王的追捕，所以理利
贞改姓名为李利贞。

从“理”到“李”，姓氏虽已改，赤诚却依然，周朝建立后，18岁
的李利贞从军，在军中，李利贞潜心研究法典，修订完善律法，为大
周江山稳固，百姓安定，立下了不朽功勋。

“中华李姓，根在鹿邑，望出陇西，派分上杭。”众所周知，鹿邑
是道家始祖老子的故里，四年前，总导演张清带着编导团队来这里
为电视剧剧本创作采风，跑遍了整个鹿邑，在这次旅行中，有一种呐
喊振聋发聩，那就是关于姓氏文化的推动。每到一处，大家都感慨
万千，都确信无疑：尊祖敬宗、报本返始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姓
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源，是重塑中华民族信仰的文化之根。

“我们同本片的各位主创人员一起，走访了河南大大小小的姓
氏起源地，为的就是让各位主创人员加强感受，只有真的踏上那片
土地，遍访山川、地貌、气候等，才能对那里的文化有更深层次的了
解。如此，才能有扎根于史实的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河南省姓
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石小声告诉记者，仅鹿邑就去过三次，正是一
次次的寻根采风行，让团队切身感受到老祖宗文化的底蕴，大家在
不知不觉中成为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的代言人。

姓氏作为符号，更是文化上的认同

“李姓作为现今中华第一大姓，其来源纷乱，诸说并存，因为颛
顼、皋陶、利贞、老子几位始祖同为一个系统，前后一脉相承，为历
代主流的正统观点，得到广泛信从，然而是利贞还是老子为李姓的
得姓始祖还存在争议。还有一些后起李姓的说法，可视为李姓的
繁衍和发展。”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河南省姓氏
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李立新说，由于唐朝大规模赐姓等原因，可以说
在中华姓氏中当今李姓的血脉是相当庞杂的。

“姓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讲究的是一种文化上认同，李姓虽
然血脉庞杂，但从文化认同上却相当一致，因为唐代经过官方确定
的李姓祖系，千百年来得到天下李姓的普遍认可。因此，纷乱的李
姓起源可归纳为一脉，即：远祖颛顼，血祖皋陶，得姓始祖利贞或者
老子。”

中国李姓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表现不凡。单单李姓称
帝先后建立的政权就有：大成、西凉、凉、吴、魏、唐、楚、后唐、南唐、
大蜀、西夏、大顺等 12个，从道家学派创始人李耳为开始，李姓英
才辈出。《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入了历代李姓名人 2251名，占总名
人数的4.95%，排在名人姓氏的第二位；李姓的著名文学家占中国
历代文学家总数的 5.3%，排在第二位；李姓的著名医学家占中国
历代医学家总数的4.13%，排在第四位；李姓的著名美术家占中国
历代美术家总数的4.73%，排在第三位。

“身为炎黄子孙确实要对自己的祖先有一些了解，总导演张清
通过《龙族的后裔》这部电视剧让观众能够在故事中对中国百家姓
的由来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能够在塑造的一个个人物身上
感受到我们龙族的精神，这是一部对中国文化事业有贡献的影视
作品。”饰演理徵的演员刘冠麟表示，虽然拍摄很辛苦，但今后只要
百家姓团队有需要，就义不容辞。

“这个火腿肠看着就想吃……还是
算了……”

“大过年的，想吃就吃呗？”
“还是算了，过完年很快就要比赛

了，挑点儿水果好了！”
这是大年三十下午，发生在上街区

某超市的一幕。省女子举重队队员范双
双和姐妹们刚刚结束了一上午的训练，
一起到超市选购年货。

“其实早就知道会是这结果。不过
感受到过年的气氛已经是很开心的啦！”
范双双的脸上划过一丝失落，又很快露
出了微笑。

从超市采购完回来，范双双和姐妹
们便开始张罗着年夜饭——包饺子。“双
双姐，你教我包包饺子呗，在家都是妈妈
来包，现在出来了，自己一定要学会。”一
位小队员向范双双撒娇道。

从 2016 年进入河南省女子举重队
到现在，20岁的范双双也已经成长为队
里的一名老队员了，看着眼前的小师妹，

她仿佛也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我从 13
岁的时候开始练举重，7年里很少有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回家过年。我原来就跟她
现在一样……”

“来，大家都说说新年有什么愿望
吧？”看着气氛有些伤感，教练李雪久提
议道。“我想拿冠军”“我想站上领奖
台”……现场一下子又活跃了起来。

华灯初上，河南省女子举重队的队
员们围坐在一起，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

“品”着电视上的年夜“大餐”——央视春
晚，轻松快乐、幸福美满……

虽然能举得起百十公斤的杠铃片，
但是也扛不住过年对于家的思念。“今天
是大年三十，不过我们的训练是按周期
进行的，所以照常训练。”李雪久平静地
说。“我知道孩子们最大的心愿是‘回
家’，尽管她们都懂事的什么都没说。”李
雪久的眼里涌动着泪光，“当奖牌挂在脖
子上的那一刻，当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
那一刻，再苦再累再想家，也是值得的！”

除夕夜，是阖家团圆的美
好时刻，但还有这样一群人，依
然“奔波”在路上。

窦志军，今年 30 岁，Y27
路夜班车长。

他做公交车长已经 4 年
了，和家人一起过除夕却不多，
大多是在车上过的。

晚上 7 点多接班，从丰庆
路杲村到紫荆山，沿途店铺已
经打烊，坐车的乘客极少。但
每到一个站点，窦志军还是按
规定停车开门，“最后一班车，
能送一个是一个，都是急着回

家过年的夜归人！”
晚上9点，3名乘客在关虎

屯站上车，下车时一名男乘客
折返走到车门前，非要递给他
一个红包，仰着头对窦志军说：

“师傅，过年好啊！”窦志军微笑
着挥手拒绝了乘客的好意，心
里却是满满的感动。

第二趟车回来，快到调度
室时，他看见门口并肩站着一
高一矮两个人。“爸爸……”4
岁的儿子挥着手向他跑来。

“恁娘俩咋不在家看电视
呢？”他嗔怪道。

“ 俺 妈 说 给 你 送 点 饺 子
吃。”儿子扬了扬手中的饭盒，

“俺们亲手包的，还热乎着呢。”
接过儿子递过来的碗筷，

窦志军的眼睛有点湿润。
吃了一顿简单却又甜蜜的

年夜饭，窦志军还有一趟车要
跑，妻子和儿子却没有下车，他
知道，娘儿俩这是想陪陪他。

最后一趟车跑完，进站，交
车，已经接近凌晨1点。

一家三口往家走去，有说
有笑。街上闪烁的霓虹，眨着
眼睛，照亮他们回家的路。

夜班车上的年夜饭
本报记者 郑磊 文/图

“女大力士”们的年三十
本报记者 陈凯 实习生 徐浦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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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而这次，当王海龙病危
的时候，听说他需要全天候在呼吸机的帮助
下才能正常呼吸，爱心企业来了；听说好强
又善良的王宽一家不肯动用“渐冻人爱心基
金”，爱心单位拿着善款来了；知道了王海龙
病重的消息，爱心志愿者来了……

“来看海龙的企业家有 30多个，爱
心市民近百个……”抚摸着海龙的肩膀，
王宽一再说，“海龙这个医学奇迹，是大
家一起实现的。”

又是一年“小幸福”
王宽家的客厅和别人家最大的不

同，应该就是摆满了的照片、证书、奖杯
了……有梨园生涯里，画着老生花脸的
定妆照；有 2016年荣膺“感动中国人物”
时候的舞台照；有荣获“全国最美家庭”
时候的获奖照片……每张照片后头，都
是说不尽的回忆、道不完的故事。

这一张，是“感动中国”获奖的照片

——2016 年 2 月 14 日晚，中央电视台
“感动中国”2015 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举
行，王宽当选“感动中国”2015 年度人
物。那一句“台上，你苍凉开腔；台下，你
给人间做了榜样”的颁奖词引得无数人
感动泪下。

那一张，是获得“最美家庭”的获奖
照——王宽一身合体的西装，在获奖人
群中第二排，对着镜头粲然微笑着。

挂在餐桌上的那张，王宽和王淑荣
豫剧扮相，王宽一身戎装，玉树临风；王
淑荣水袖轻舞，俏丽俊美。那是四十多
年前两人的定妆照，定格着属于他们的
芳华和甜蜜的回忆。

电视最上头那张照片，是王宽、王淑
荣最喜欢的。一家几十口，其乐融融地朝
着镜头一同微笑。“四世同堂，本身就是一
种福气啊。我们特别知足。”王宽说。

对这一大家子来说，“狗年”就在平
凡和温暖中过去了。这一年，王宽收养

的 5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工作，在岗位上
也都干得不错；在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帮
助下，5个孩子都住到了公租房里，“真是
省了不少钱，给孩子们、给家庭减少了很
大的负担”……

平安、健康——无论是王宽、王淑
荣，还是袁钱粮、汪欣、王海龙，当说起
2018 年的时候，都觉得小有波折，但还
算顺坦；提起 2019 年的愿望，无非就是
四个字“平安、健康”。

对联里的“小确幸”
“来来来，看看这副对联和一般的有

啥不一样……”77岁的王宽精神矍铄，常
年的演艺生涯锻炼的声音依旧清亮，他
指着门上的对联，让记者猜藏在里面的

“小心机”。
王宽爱书法。家里人多，但依然辟

出来一小块空间当成书房。几乎每天，
他都会在书房里写上一会儿毛笔字。在

王宽看来，写字这事儿，就像从业和做人
一样，最需要“认真”二字。

他家的对联，每年都是出自王宽之
手。乍一看，对联每个字笔画都挺多，仔
细一看，每个字都是一个成语。“你看看，
这对联我费了一些心思的。分别是一帆
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
谷丰登、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
久久安康、十全十美……”指着对联，王
宽说，“这也是我的新年祝福啊，祝福满
满，每个字都是一个愿望。”

在王宽的带动和影响下，这一家人
都以助人为乐和投身公益为己任。提起
新年愿望，他们有出奇的相似点——

“2019 年，我要跟着爷爷奶奶多做一些
公益活动。”汪欣这么说。“2019年，我愿
意在爷爷奶奶的带动下，去帮助更多
人。”袁钱粮也这么说。“我希望我能平安
的走完下半生，有生之年，可以给更多渐
冻人力量。”坐在轮椅上已经 20年的王
海龙，也是这么说。

王宽家门口，有块牌匾，上面写着四
个大字——德耀中华。

王宽家新春愿望：让爱心撒播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