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志愿者和部分爱心企业代表来到郑州市
儿童福利院，他们燃起炉灶，现场为每一个福利院孩
子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烩面，与孩子们一起欢
度节日，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近日以各种形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70年来的伟大成就充
分证明，中国人民的前进步伐不可阻挡，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在前进征程上，要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中共郑州市委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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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详见4版

中国人民前进步伐不可阻挡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中引起热烈反响

“妈，今年国庆节保电我又排了几天班，特此请假，
忙完了就回去看您。”90 后女生李艺昆是国网郑州供电
公司 220千伏滨河集控站的一名值班员，参加工作四年，
她就连续四年参加单位的国庆节保电工作。刚参加过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保电工作的李
艺昆，已经四个月没回家，这次国庆保电值班前她又给
妈妈打去了假期不回家的“请假”电话。

国庆节期间，李艺昆和同事们负责附近 17座变电站、
35台变压器的运行维护工作。他们驻守的 220千伏滨河
变电站更是郑州东部地区的枢纽变电站，与郑州高铁东站
只有一路之隔。国庆期间，她和同事们根据公司要求持续
开展设备特巡特护工作，利用红外测温记录，查看设备数据
等工作，确保及时发现、消除设备运行安全隐患，保障设备
运行安全可靠。以滨河运维班为例，据统计，李艺昆和同事
们需要每日驱车行驶百余公里，徒步巡视近 11公里，巡视
测温80台次，每天对上百个仪表，上千项数据，进行核对和
记录，精细排查各类设备隐患，保障电力系统可靠供电。

“多跑点，多走点不怕，就是怕蚊子，好多变电站设备都
在户外，巡视一圈蚊子就咬一身包。”在记者采访拍摄的半
个小时里，身上就被咬了整整31个包。

据了解，国网郑州供电公司就提前组织开展国庆节保
电工作，成立了10保电工作组，编制13项保电方案，从9月
20日国网郑州供电公司就进入国庆保电模式，其中9月 29
日、9月 30日和10月 1日三天更是要求8个专业联合值班。

终于，李艺昆完成了她负责的保电工作，即将踏上回家
的高铁。她拨通妈妈的电话：“妈，这边工作忙完了，可以回
家了，我要吃你做的鱼……”

国庆长假，晚上8点多，万家灯火。在人民路
街道辖区顺河路48号院，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映
入路人眼帘——平安志愿者守望岗。暖色灯箱，
温馨发光，颇像一盏“平安灯”。

正在值守的是年近 60岁的张海燕。她带着
红袖标，精神抖擞，是一位快人快语的热心人。

“今年街道组建平安志愿者队伍, 我毫不犹豫报
了名，成为平安志愿者后，我就经常在顺河路附
近转转，现在这一块儿，我熟悉得很，闭着眼能走
一遭。”

顺河路口的方中山胡辣汤以及对面的黄河
中学，在早高峰时人流量较大，替学生、顾客看车
就成了她的日常工作，“每天学生们一来，我就来
看车。学生放学，我就指挥一下交通。”张海燕不
问自答。

说着话的当口，两个外地人走进岗亭请求指
点到金河宾馆怎么走。这还不是“小菜一碟”？
张海燕很轻松地为他们指点迷津。记者看在眼
里，觉得这样的场景很平凡，却十分温馨。

在人民路街道，像这样的“守望岗”多达 32
个，全部由平安志愿者“包圆”。

节假日坚守岗位用担当祝福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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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志愿者节日保平安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范青 文/图

平安志愿者护
送迷途老人回家

国庆节的第一天，早晨 8
时，伴随着公交车报站系统的清
晰语音，公交车长兰小云驾驶着
S101 路公交车，准时从索凌路
杲村公交总站出发。

兰小云是公交二公司 S101
路公交车长，95 后。刚参加工
作两个年头，虽然是国庆假期，
兰小云却照常早早起床，开始了
一天的忙碌。6 时准时到达调
度室，做好发前车的准备工作，6
时 30分准时从索凌路杲村公交

站发车，终点站是经三路鑫苑
路，全程 26个站点，运行返往里
程 21 公里。每天要跑 6 个来
回。国庆假期，她也要这样忙碌
地度过。

“我男朋友也是一名公交车
长，我俩在一条线路上，这是我
在车上与我的男友过的第二个
国庆节，越是过节反而越忙碌。
但只要能给大家出行提供便利，
再累我们也愿意。”兰小云边擦
车边笑着说，问起轮休时，打算

去哪玩，兰小云嘿嘿一笑说:“一
起回老家看看父母吧。”

即使忙碌，兰小云也不忘抽
出休息间隙，用手机直播来看国
庆节阅兵仪式，兰小云边拿着手
机边把刚跑车回来的男友叫过
来，俩人一起看直播，“每一次的
国庆阅兵我都看。”兰小云告诉
记者，每次看到震撼的部队方
队、精良的武器装备、壮观的群
众游行队伍，都能深切感受到祖
国的强大。

公交“情侣档”的别样佳节
本报记者 郑磊

国庆节期间
在奥体中心忙碌
的劳动者及值班
的交通民警

郑报全媒体
记者 廖谦 摄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国
庆期间，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
联、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河南省
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河南省文联、河南省美协承办的

“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壁画展”在河
南省美术馆展出，202 幅精品壁画
吸 引 了 众 多 喜 爱 美 术 作 品 的 目
光。这是我省首次承接中国美协
大型届展，代表了全国壁画创作的
最高水平。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展品中

既有以传统写实语言表现重大历
史题材的，也有偏重形式美探索、
以装饰风格表现各民族和地域风
情的；既有以抽象形式展现材料本
身的物质美感的，也有以象征性手
法和当代建筑融合统一的。且创
作手法多样，除了常规绘制性壁画
外，还包括利用各种材料采取嵌、
雕、刻、锻、铸、蚀、织等多种工艺完
成的作品。

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组委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

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介
绍，全国美展是我国规模最大、影
响最广、最具权威的综合性美术
展览，历届全国美展壁画展都汇
集了全国最出色的壁画作品。此
次展出的 202 件壁画，是从来自
全国各地的 1865 件投稿作品中
最终评选出来的，代表了全国壁
画创作的最高水平，非常值得看
一看。

据悉，本次展览将免费对公众
开放至21日。

今日郑州仍有降雨
明后两天凌晨有雾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4 日到 5 日，郑州遭遇降温降
雨。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6日我市还有降雨，受降水天
气影响，7日、8日凌晨我市有雾。6日至 8日我市空气污染
扩散条件较好。

4 日至 5 日，我市普降中雨，局部大雨。据市气象部门
预报，郑州今后几天的天气情况为：7日，阴天间多云，偏西
风 3 级 ，21℃ ～10℃ 。 8 日 ，多 云 转 阴 天 ，东 北 风 4 级 ，
20℃～12℃。

2019年河南省技术
转移示范机构出炉

本报讯（记者 李娜）记者昨日从河南省科技厅了解到，为
推动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健康发展，加快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促
进技术市场繁荣发展，根据《河南省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实施方
案》要求，经主管单位推荐、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确定
河南豫乾技术转移中心有限公司等19家单位为2019年河南
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根据《实施方案》要求，到 2020年，我省将基本建成领域
布局合理、功能层次明晰、技术转移链条全面、具有河南特色
和优势的技术转移体系。其中，培育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100家，引进国内外知名技术转移机构 50家；推动省内外高
校、科研院所在我省落地转化科技成果 10000项以上；全省
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力争达到150亿元。

此外，入选我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后，我省将充分发挥财
政资金对技术转移的引导和推动作用，统筹省和相关省辖市
自创区建设专项资金、省科技创新体系（平台）建设专项资金，
采取后补助方式给予支持。

郑州铁路客流
持续高位运行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郑轩 闫波）记者昨日从中国
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0月 5日，该集团公司预计
发送旅客 51.8万人，直通客流主要发往北京、上海、广州、杭
州、西安、兰州等方向，管内客流主要往返于省内郑州、新乡、
安阳、焦作、开封、商丘、洛阳、三门峡等省内旅游城市。该集
团加开列车 63对，其中直通列车 25对、管内列车 38对，采取
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加编和城际列车公交化开行
等方式，尽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5日，郑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10万人，开行旅客列车476
列。为服务旅客快捷出行，郑州东站根据高峰时段车票预售
情况，在原有16个人工售票窗口的基础上，增开 6个售、取票
窗口，指导购票旅客使用银行卡、支付宝等方式购票，减少购
票找零时间。

海内外游客
新郑寻根拜祖

本报讯（记者 成燕）长假期间，众多海内外游客来到新郑
寻根拜祖，感受古都厚重的文化底蕴。新郑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昨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0月 4日，该市共接待
游客 25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23.3%；实现旅游收入 300余万
元，同比增长61.1%。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黄帝故里景区在显著位置摆
放了一面面国旗，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和“同根同祖同
源、和平和睦和谐”旗帜交相辉映，游客依次排队入园，欣赏

“盛世中华万象新郑 我和祖国共成长”摄影艺术展，参加朗诵
“热爱祖国”和“拜祖仪式”，激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

在具茨山，众多游客在充满历史韵味的黄帝大宗祠、黄帝
饮马泉、轩辕庙、嫘祖洞等地驻足拜先贤，享受厚重文化。走
进新郑博物馆，游客除了感受裴李岗八千年文明源头及古代
稀世珍宝的魅力，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还可欣赏“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郑成就展”。

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壁画展在我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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