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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聂春洁 通讯
员 赵依婷 何彬）记者昨日从铁
路部门获悉，自 11月 1日零时
起至 11月 11 日 24 时，郑州东
站、郑州火车站将对乘坐去往
上海方向列车的旅客进行“二
次安检”，即进沪旅客在各个进
站口接受安检之后，还需在固
定的候车专区再进行一次安
检。

据介绍，“二次安检”期间，
郑州东站将在 2 至 3 道、22 至
27 道分两个区域设立旅客候
车专区，开展二次实名制安检
查验工作。需要在 22至 27道
中转换乘的旅客，全天候禁止
直接在站内中转换乘，须出站
后再次通过实名制查验和安检
后方可进站乘车，2至 3道则是
在有进沪列车的时间段禁止直
接中转换乘。除以上两个区域
外，站内其他区域中转换乘则
不受影响。

在“二次安检”期间，车站
将进一步强化实名制验证，加
强验证、检票口岗位力量，严格
安检查危制度，对进站旅客实
行“旅客一个不漏、行李一件不
漏”的 100%全覆盖式检查，切
实做到“逢包必检、逢液必查、
逢疑必问”。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出行
前要仔细检查行李，切勿携带
危险品、违禁品，一旦携带危
险品、违禁品进站上车，会给
自己的出行带来不必要的麻
烦。同时，“二次安检”需要一
定时间，乘坐进沪方向列车的
旅客至少要在开车前 1至 2小
时内到达车站安检候车。为
了缩短安检时间，过安检时，
旅客最好把水、饮料、保温杯
等各类瓶装、罐装液体提前从
行李当中取出，拿在手上配合
安检人员进行检查，确保不耽
误乘车。

下月起
进沪列车实行二次安检

本报讯（记者聂春洁 通讯
员杨现利 袁东）2018 年 10 月
28 日~2019 年 3 月 30 日为民
航冬春航班时间。从 10月 28
日开始，南航河南航空有限公
司将新开郑州—湛江直飞航
线，恢复原有郑州—博鳌、哈密
航线。

新开的郑州—湛江直飞航
线 每 天 一 班 ，航 班 号 为
CZ6573/4，机型为波音 737飞
机，航班时刻为：每天 16：30从
郑州起飞，19：30 到达湛江，
20：20 再从湛江返回，23：00
回到郑州。

同时，南航河南航空有限
公司还将恢复郑州—博鳌、哈
密航线。其中郑州—博鳌航线
为 每 天 一 班 ，航 班 号 为
CZ6241/2，机型为波音 737飞

机，航班时刻为：每天 08：20从
郑州起飞，11：30 到达海南博
鳌，12：30再从海南博鳌返回，
15：30回到郑州。郑州—哈密
航线每周一、三、五、七执飞，航
班号为CZ6635/6，机型为波音
737 飞机，航班时刻为：08：20
从郑州起飞，12：15 到达新疆
哈密，15：05 再从新疆哈密返
回，18：05回到郑州。

针 对 部 分 航 线 ，南 航 河
南航空有限公司还将在新航
季推出大幅优惠机票。提前
一天购票，郑州至福州可享
受最低 380 元优惠价，郑州至
呼和浩特最低仅需 190 元，郑
州至上海虹桥最低仅需 350
元，郑州至哈尔滨最低仅需
330 元，郑州至贵阳最低仅需
350 元。

郑州至湛江航线28日开飞
郑州至博鳌哈密航线恢复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
员 赵金海）随着航空港实验区
发展，原 102 省道沿线村庄改
造，为科学合理配置公交资源，
优化公交线网，加强航空港区
东部居民与空港核心区的接
驳，方便沿途居民出行，郑州航
空港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拟于
10 月 26 日起对 631 路公交进
行优化调整。

据了解，调整前 631 路线

路原首末站为 102 省道大辛
庄—港区客运站，原首末班时
间 为 6:20~19:00，原 途 经 道
路为 102 省道、金港大道。调
整后的 631 路线路首末站为
102 省道大辛庄—郑州新郑
综保区海关，首末班时间改为
6:00~19:30，途 经 道 路 改 为
102 省 道 、梁 州 大 道 、始 祖
路。线路调整后 IC 卡使用范
围不变。

公交631路调整线路

郑州报业集团联合郑州市军干三所在新密市平陌镇
白龙庙村开展义诊帮扶活动，为贫困户义诊体检，并发放
价值5000多元药品。 本报记者 高凯 摄

在记者翻阅的郑州马拉松报名表中，一个 90后
的小伙子的跑马经历引起记者的注意。别看他小小
年纪，却有着丰富的马拉松长跑经历，从郑州大学西
亚斯毕业的马拉松小将朱晓龙。

谈到马拉松这项运动，小朱就来了劲：“喜欢马拉
松不是三天两天的冲动，小时候在电视上就喜欢关注

这项运动，看过几次北
京 马 拉 松
的 直 播 之
后 开 始 对

马拉松有了一定了解。上了
高中以后受到田径队学长的
影响开始挑战自己。记得那
年参加嵩山马拉松，年轻冲动，从学校
到音乐大典来回 19 公里竟然能够跑
下来。后来才发现自己潜力无限，就
这样，我与马拉松有了不解之缘。”

小朱激动地说道：“别人的周末都在学
校宿舍打游戏，我的周末要么就是在外面参
加马拉松，要么就是回家。同学朋友们之间
不理解我这种疯狂的行为，没有奖金，自己
找虐，还要花钱图个啥，外人不懂其中的乐
趣。这路上的风景和故事只有自己跑了之
后才知道。”

第一次参加马拉松比赛，小朱至今还记
忆犹新：“2014 年开始跑了第一个马拉松
——郑开马拉松10公里组。跑完10公里没
有什么感觉，而且觉得意犹未尽，回去之后
开始为下半年的上海马拉松和杭州马拉松
准备。结果 2014 年的上马报名相当火爆，
全程半程都抢不到名额了，最后只有 10公
里。”

自从喜欢上马拉松这项运动之后，朱
晓龙就一发不可收拾，他说：“作为学生没有太多的
资金，又不好意思问家里开口，只能省吃俭用，留一
部分钱出去参加省外的马拉松。寒假召集学校田
径队的队友出去参加马拉松，当时我领头人，一旦
有附近的赛事，都会通知大家，叫着大家一起去
跑。2015年，郑开马拉松、杨凌马拉松、武汉后官湖
半马、北京马拉松、上海马拉松、杭州马拉松、嵩山
马拉松、苏州太湖马拉松、欢乐跑中国 10K、李宁 10
公里、高校半马接力赛，这一年参加了不少马拉松，
成绩从 3小时 56分快速提高到 3小时 21分。”

从郑大西亚斯毕业之后，如今朱晓龙来到杭州
工作，但他依然没有离开他心爱的马拉松运动。

“如今我还在跑马拉松，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爱好。
现在是一名跑步教练，平时最多的是带学员训练，
自己训练。现在更注重参加比赛的质量。每年固
定参加几场国内大型马拉松赛事。”朱晓龙自豪地
说道。

如今在家门口就要举办马拉松比赛，小朱更是兴
奋：“2018年郑州马拉松将要举办，作为中原最大的
省会城市郑州，首次举办郑州马拉松绝对值得期待。
我和跑友一定会积极参与，作为家乡人，我会宣
传我们郑马赛事，相信未来几年，郑马凭
借自身的努力，一定会叫响全国。”

本报记者 刘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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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陈凯）在 10月 23 日“郑州
银行杯”郑州国际马拉松

新闻发布会上，举行了特步中国公
司同郑州郑马体育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的签约仪式。特步就此成为
郑州国际马拉松的顶级合作伙伴。

致力于成为中国大众跑者首
选品牌的特步，自 2007 年开始布
局跑步市场，已经赞助了 150多场
马拉松，服务了千万次的跑者。从
专业、时尚、运动和文化等维度，去
满足不同程度的跑步爱好者的需
求。

特步还专门为跑者搭建了沟
通交流的平台，成立特跑团、

特跑族以及特步跑步俱乐
部。特跑团面向企业内部

员工，覆盖到特步
全国分公司和终端

门店，发展
至数千人。

特跑族于 2012 年成立，定
期在全国各城市举办特跑
汇、特训营、特跑日等活动，
目前会员人数近 5万人，是国内最
大、最活跃的品牌跑团联盟。

2017 年 ，根 据 第 三 方 平 台
——悦跑圈统计，在国内标杆级的
马拉松赛事中，特步跑鞋的穿着率
已成为国内品牌第一。

特步河南公司董事长郑达连
表示：“郑马是郑州专属的国际马
拉松赛事，特步为郑马跑友提供的
参赛 T恤选用速干、透气、轻盈的
功能性面料，亮眼的荧光绿和绿城
相呼应，胸前的‘郑州’是毛主席的
题字，并采用二七纪念塔、千
玺广场等地标建筑，将赛
事文化和城市文化相结
合，既给跑者最好
的跑步体验，同时
也有人文情怀。”

特步携手郑马

郑马：跑出昂扬龙族精神
郑报融媒记者 苏 瑜

（上接一版）让跑友们在奔跑中充分体会
到郑州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的魅
力，以运动的名义强力向全球推介郑州。

正在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郑
州，是国家“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中
原城市群核心城市，郑州国际马拉松，从
诞生起，就注定要承担起“官宣”中原文
化的使命与荣光。

脚步从不停歇，打造中原
文化的世界身份

组委会精心设置的赛道上，既有
3000 多年历史的商代城墙、保存完好
的明清古建筑群城隍庙，也有饱含红
色记忆的二七纪念塔；设计灵感来源
于河南出土文物乐器的河南省艺术中
心 造 型 前 卫 时 尚 ，现 代 感 强 的“ 大 玉
米”在郑东新区如意湖的倒映中波光
粼粼……郑州这座城市诸多具有代表
性的古老与现代的精华元素以“运动”
之名集纳，使得郑州国际马拉松不仅
仅是一场竞技赛事、一次健身活动，更
是一次文化之旅、心灵之旅、体味城市
的精神之旅。

谈及这场城市“专属”的马拉松，著
名考古学家、郑州人才特使李伯谦说，郑
州地区文物资源的价值和地位是当前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宝贵资源，也是
郑州区别于其他中心城市的突出特点。
马拉松赛道串联起文物遗迹和郑州标志
性建筑，非常好地向全球展示出郑州这

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离不开对华夏

历史文明的传承创新，离不开对华夏优
秀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弘扬。近年来，在
郑州举办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首届
中国考古·郑州论坛、商周青铜器和金文
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诸多国际性学术
会议，让郑州在国际上声名鹊起，考古界

‘国际郑’的大名已经叫响。”
李伯谦说，高度有了，还要有广度。

“马拉松项目参与性强，关注度高，可以
吸引不同层面的大众参与进来，从另一
个角度打开了一扇让世界人了解商都郑
州的窗口，这对于进一步弘扬和传播中
原文化十分有利。”

奔跑吧！让勃发的青春
气息充实城市人文

著名学者余秋雨曾给文化下过一个
最短的定义，他说，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
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
是集体人格。

从根源上说，我们遥远的祖先，不管
是择水而居，还是狩猎为生，开始都只是
为了生活，但是当生活稳定成为习惯的
时候，也就变成了生活方式，而方式就是
文化。在一定的生活方式当中，人们逐
渐地会处理自己与天地的关系，与家属
的关系，与同伙的关系，那就出现了精神
价值。精神价值一出现，文化就有了主
心骨。

奔跑在路上，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
宣告，从生活方式到精神价值的转化在
步履交替中悄然完成。这个过程充满诗
性。

诗性是什么？著名学者、作家程韬
光认为，诗性是青春气息的勃发，是对一
切美好的渴求，对超越的追求、对未知的
想象、对远方的希冀，是生命力的高度活
化，是心灵世界幽深的文化精神。

“历史上，生命力高度活化的朝代，
无疑是大唐。我们可以很轻易地从诗中
体味到这种惊人的青春气息。”程韬光
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诗人都似
乎是马拉松的选手，他们的思想和脚步
从不停歇。譬如李白、杜甫和大唐的诗
人们，他们的脚步几乎踏遍祖国大地，思
想贯通宇宙，对社会尽才尽气，由此而产
生的诗作阔达外展，地负海涵，元气淋
漓，色彩瑰丽，具有强烈的爆发力和冲击
力。他们以不断奔跑的姿势，以一种勇
往直前的少年精神，引领着一个沧桑而
又辉煌的时代。”

汲取根文化营养，传承
弘扬“龙族精神”

“姓氏文化是中华根之所系、脉之所
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是
中国人最原始、最永久、最根本的信仰。”
听闻郑州国际马拉松通过姓氏跑团、姓
氏故事等一系列元素凸显中原姓氏根亲
文化特色，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卡

夫卡文学奖得主、著名豫籍作家阎连科

表示，出走与回归是每一个人命运的主

题，出走得越远，越能体会到“回归”的强

烈，这就是根文化的强韧。

“河南是我的根，故乡持续给我几十

年的文学滋养，每次我离开后都会再回
来，就是回来‘拿’一点东西。”

“姓氏跑团”发起人、百家姓电视剧
《龙族的后裔》总导演张清说，组建姓氏
跑团，用跑步这种全民化的方式传播姓
氏根亲文化，一直是他的心愿。“传统文
化的弘扬任重而道远，我会一直跑下去，

一直找寻下去，一直坚持下去，影响越来

越多的人。”

不管是生活方式、精神价值还是集

体人格，文化的整体生命力总是呈现为

一种气，从运动健身、青春活力的气氛，

到坚持到底、挑战极限的气场，既有问

鼎冠军的气魄，也有享受过程的气派，

奔跑的姿态就是这样“一气以贯之”，最

终形成昂扬向上的气貌和气韵，沉淀至

人格。

无论你是已经在这里生活多年的

“老郑州”，还是曾经为这座城市奉献了

青春与汗水的“郑漂”，乃至从未到过这
里但对郑州充满向往的国内外游客，来
郑马奔跑吧！ 从“二七塔”到“大玉米”，

从“大郑县”到“郑中心”，今日郑州，千帆

竞发，万象更新，沧桑巨变邀您见证，砥

砺奋进邀您参与，来感受一座大爱之城、

温暖之城的正能量，来记录它与世界拥
抱互动的每一步征程。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10
月 23 日，第九届“河南经济年
度人物”评选活动启动仪式在
郑举行。

此次评选活动共分为推
荐参选者，确定候选者，候选
者公示、初评、终评等阶段，最
终评选出 10 位“河南经济年
度人物”以及“河南经济年度
人物”新锐奖 1~2名、“河南经
济年度人物”创新奖 1~2 名、

“河南经济年度人物”特别贡
献奖 1名。

为提高公众参与度和公信

力，活动组委会将通过新闻媒
体和相关网站对候选人进行公
示，并将设立网络、微信等多种
投票方式。同时还将组织河南
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东方今
报等媒体，对获得提名的 20名
候选人进行集中采访，力求全
面、准确、客观、公正地宣传报
道各位候选人事迹，并将在河
南广播电视台 1500 平方米演
播大厅举行颁奖典礼。

从 2010 年以来，“河南经
济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已成功
举办了八届。

河南经济年度人物
评选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