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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过去 70 年，我是平平淡淡、幸幸福
福、快快乐乐度过的。”与共和国同龄的季
桂兰老人这样总结自己。虽然经历过跌
宕起伏的时代变革，但她就像一颗螺丝
钉，钉在一个关键部位，默默无闻地奉献，
不抱怨、不气馁，心怀感恩，努力工作。

日前，记者来到棉纺西路季桂兰家
中，只见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洁有
序。这个干练、平和的老人讲述自己的
70 年依然平静如水。“上学、进纱厂、退
休。”季桂兰说过去的这些年就这么简
单。攀谈中，记者发现季桂兰看似简单的
人生履历，却蕴藏着一位好强女子的坚定
与执着。

季桂兰 1949年 11月 15 日出生在南
阳一个贫寒家庭，但再难父亲也要让季
桂兰读书，念到高中毕业遇到郑州国棉

四厂招工，进入四厂的前纺车间。“我这
一辈子最感恩党和政府，上学时就拿每
月 5 元的助学金，菜金都够了。”季桂兰
就这样把对社会的感恩用在工作上。“我
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能进城、进厂，还有
啥不满足的？要感恩这个社会，只有踏
踏实实干活，努力工作才能报答。”季桂
兰在车间里，任劳任怨，事事争先。她形
容自己：“笨鸟先飞，我反应慢多琢磨勤
快点，走在前面。”

“领导让干啥，咱干啥，一定把工作干
出个样来。”季桂兰的努力也赢得了领导、
同事的肯定。但她很有上进心，由于在车
间要接触统计，就边上班边报了河南财经
学院统计专业的自学考试，1990年 6月如
愿以偿拿到大专文凭。“那时候报大专自
考，工友们都说我，都40多岁了，还这么拼

命拿个毕业证有啥用？”季桂兰不顾别人
说闲话，和丈夫拉扯着两个女儿，挤在宿
舍坚持自学。

季桂兰娓娓道来自己的小日子，没有
抱怨，只有感恩、感谢。退休工资年年涨，
让她很满足：“我刚退休时每月 600 元工
资，现在涨到 2800 元，买菜生活还花不
完。”发挥余热为社区做贡献，季桂兰还经
常参加社区的义务劳动，做公益事业，积
极传播正能量。

“上午有课，下午也有课，忙得很充
实，很快乐。”季桂兰这位闲不住的老人还
在郑州市老年活动中心报了声乐班。“唱
歌真开心，啥烦恼都没有，天天乐呵呵
地。”迎国庆，季桂兰跟着老师排练《歌唱
祖国》《我爱你中国》。“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

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季桂兰说，
歌词唱出了她的心声，唱出了她对新中国
七十华诞的祝福。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文/图

“和新中国一起成长很幸福很感恩”

高速交警发布预警

风雨伴归途 返程请赶早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杨军政 文/图

文体节目倾情展演
献礼新中国70华诞

本报讯（记者 陈凯）日前，一场名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我和我的祖国文体展演，在河南省体育馆隆重上
演。数百名河南体育人通过文体优秀节目展演的特殊方式，向
祖国倾情献礼，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满怀激情的开场舞《祖国万岁》拉开了文体展演序幕，表达
了河南体育人对祖国的骄傲与自豪；《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祖
国》《点赞新时代》《八月桂花遍地开》《我爱祖国的蓝天》《红星闪
耀》等节目脍炙人口；模特表演《运动旋律》走出了河南体育人特
有的步伐和气概；多次参加央视春晚的马建超带来太极表演《书
韵》，行云流水，美不胜收；体育舞蹈《不弃》用艺术化手段诠释了
不言放弃的生活勇气和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武术套路表演《武
动青春》精彩纷呈，嗨爆全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现场还特别邀请了省体育系统荣获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纪念章的离退休老干部代表，省体育局相关领导现场为他们颁发
奖章。现场观众报以热烈掌声，以表达对于这些为新中国体育事
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们的敬意。

整个文体展演活动在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中
结束，现场近千名观众挥动着手中的国旗与舞台上的演唱者一
同用歌声礼赞祖国，向祖国致敬！

公众开放日邀请市民
近距离了解市场监管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昨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

局了解到，为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多了解和支持市场监管工作，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 10月 10日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并邀
请市民参加。

届时，将通过图片展览、视频演示、交流互动等方式，宣传介
绍全省市场监管工作，重点宣传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
安全监管、药品安全监管、价格监管、消费维权、打击制售假冒伪
劣商品等工作职责。现场受理咨询投诉，食品快速检验，参观登
记注册大厅和智慧监管中心，开放食品药品检验所和医疗器械
检验所实验室，提供珠宝鉴定和验光配镜服务等。

有意参加者，可于10月8日8时至10月9日17时，通过电话
0371－65566729报名。活动期间凭有效身份证件参与。

当天，河南省盐业执法监督局、河南省纤维检验局、河南省
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院、河
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
院、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河南省标准化研究院、郑州商标审
查协作中心等单位将同时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成燕）景区饭店排队太
长不愿意等怎么办？昨日，口碑、饿了么
在线平台发布的国庆大数据显示，十一长
假前三天，在郑州世纪欢乐园，有超过
5000 名用户下单点了餐饮外卖。长假期
间，在旅游景点点外卖已经成为假日消费
新时尚。

游客点外卖胡辣汤烩面受青睐
据用户日常下单城市和国庆期间下单

城市的饿了么大数据分析显示，在来郑州
旅游的外地游客中，当属北京、上海、武汉
来的游客最喜欢点外卖。

相关订单数据显示，在郑州众多繁华
街区中，德化街、福寿街、大石桥成为外卖
订单量最多地。而胡辣汤、烩面、蒸菜成为

郑州最受欢迎的外卖特色小吃，增幅分别
达51%、32%和 23%。

其中，在郑州景区下单吃胡辣汤的
游 客 超 过 2 万 人 次 。 为 了 避 免 景 区 排
队 过 于 拥 堵 ，超 过 5000 名 外 地 游 客 在
世纪欢乐园畅玩时，用点外卖的方式尝
到胡辣汤。

郑州酒店订单增幅达30%
今年国庆节，郑州酒店饿了么订单平

均客单价达 46 元，订单增幅达 30%。住
在酒店点外卖的新旅行生活方式逐渐被
越来越多人接受。在郑州酒店外卖餐饮
订单中，五星级酒店住户点得最多的外卖
是汉堡薯条，而三星级酒店住户更偏爱盒
饭。与往年不同，郑州酒店的外卖订单

中，非餐类订单增幅瞩目。其中，医药健
康类订单增长 179%，鲜花绿植类订单增
长 229%，商超类订单增幅达 21%。而随
着民宿、酒店式公寓等新式旅游住宿方式
发展，在外旅行自己动手做一日三餐的新
旅行习惯日渐流行。10 月 1 日至 3 日，饿
了么平台上郑州厨房生鲜订单同比增幅
达 263%，水果类订单增幅达 119%。可
见，外卖为游客提供了更便捷舒适的个性
旅游体验。

另据统计，10月 1日至 3日，郑州图书
馆外卖订单超过 800份。郑州送往附近交
警大队的订单达 1134单，送往环卫站点和
消防队的订单分别为近 320 单和 210 单。
郑州有近298单订单备注了“国庆快乐”“为
祖国庆生”。

郑州人假期最爱去开封许昌北京
饿了么数据显示，郑州人外出最喜欢在

北京、上海、武汉这三个城市点外卖。今年

国庆假期，郑州人旅游时最爱点的特色小吃

是郑州胡辣汤、山东黄焖鸡米饭和西安肉夹

馍。看来，在尝试各地美食的同时，郑州人

还是非常想念家乡酸辣可口的胡辣汤。

作为中原文化发祥地，郑州人偏爱以

酒会友。国庆期间，在家宅着的郑州人，也

通过外卖彰显了好客性格。十一长假前三

天，该平台最贵的一单外卖来自金水区，这

位用户花6000元买了12瓶高档白酒。

据口碑数据显示，假日期间，郑州人

最爱去的城市分别是：开封、许昌、北京。

在郑州市内，许多消费场所的订单量比节

前增长超过 100%。其中，洗浴汗蒸、温

泉、桌游成为今年郑州居民国庆休闲聚会

新热点，来自上述场所的外卖订单增速排

名靠前。王府井百货锦艺店、朗悦公园

茂、郑州中原万达广场成为郑州消费最热

门的三大商圈。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 李焱 图）十一长假期间，不少市民来
到郑州美术馆欣赏《匠心·传承——中原古代石刻传拓艺术展》，
感受高品质传拓审美体验。

据了解，传拓技术是中国一项伟大的发明，传承已有千年，
在华夏文明记忆传递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自然剥蚀
与人为破坏的不断威胁，甲骨、彝器、碑刻、砖瓦陶等历代金石器
物的铭文图像通过拓本忠实复制，保存下来。然而受技艺发展
的历史限制，早期传拓只能用于平面拓印，对浮雕、高浮雕、圆雕
等立体人文遗产的风采面貌难以着手。

勇于进取的当代传拓工匠，积极吸纳新的知识与技术，不
断进行高浮雕石刻文物立体拓印的实践探索。经过长期钻研
与不断实践，“大国工匠”李仁清开创出系列复杂的高浮雕传
拓技艺，突破千年之久的平面传拓限制。30余年来，李仁清和
他的团队“拓”遍大河南北，积累了丰富而珍贵的传拓艺术作
品，为石刻保护与开展学术研究、建立档案、弘扬传统文化艺
术作出了突出贡献。

此次，郑州美术馆联合“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李仁
清传习所”举行《匠心·传承——中原古代石刻传拓艺术展》，向
公众展出李仁清传拓专研与艺术实践的杰出成果。

观赏传拓艺术展
感受传承与创新

大数据透露假日出游消费新时尚

3天超两万游客在郑点胡辣汤外卖

10月5日，河南省公安厅高速
交警总队提前发布国庆假期返程
预警，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开假
期最后一天（10月7日）下午返程
高峰，再加上假期后半程省内大部
分地区有降雨，京港澳高速、连霍
高速等主干高速公路及在郑州等
周边高速收费站下站后市区道路
通行压力会非常大，切记提前做好
规划，错峰返程更顺畅。

【预警】
假期后半程阴雨连绵，雨天

与车流高峰叠加，返程更易堵

根据省气象台天气预报，10 月 5 日白
天，黄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
南阳、平顶山、驻马店、信阳四地区和三门
峡、洛阳两地区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
大雨；其他地区阴天间多云，局部有零星小
雨。全省偏北风 4到 5级，其中北部、中西
部阵风 7到 8级。10月 5日夜里到 6日，全
省阴天有小雨，西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
大雨。10月 7日，南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
区有中雨；其他地区阴天间多云。

综合研判，雨天与车流高峰叠加返程更
易堵。根据全省高速公路国庆假期前半程
车流量统计分析，一是前三天出行持续高位
运行，比去年同比增加 31.1 万辆。假期第
一天基本持平，主要是假期第二天、第三天
持续高位，而去年是假期第一天高位，第二
天第三天明显下降。二是受降雨和前三天
出行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的影响，假期第四
天（10月 4日）车流量明显下降，但接下来
假期出行与返程车流交织，预计假期后半程
车流量将持续上扬。三是再加上假期后半
程连续阴雨天气与车流高峰叠加，将进一步
加剧返程压力，切记提前返程，错峰返程。

【提醒】
假期最后一天下午返程高

峰，请提前规划错峰返程

要特别注意国庆假期最后一天 10月 7
日返程车流量会骤增，16时以后将迎来返
程高峰，特别是要避开 17时至 20时是返程
最高峰，同时假期后半程省内大部分地区连
续有降雨，京港澳高速、连霍高速等主干高
速公路及郑州周边高速收费站通行压力会

非常大，易出现排队慢行现象，请提前返程，
错峰返程。

【指路】
省会郑州周边站中，根据综

合分析，这样通行更顺畅

北边的连霍高速：柳林站、东三环北站、

文化站车流量会非常大，易拥堵排队，可提

前绕行西三环北站、惠济站或郑东新区站。

东边的京港澳高速：圃田站、航海东路站、南

三环站车流量会非常大，易拥堵排队，可提

前绕行郑东新区站。南边的西南绕城高速：

侯寨站、十八里河站和轩辕故里站车流量会

非常大，易拥堵排队，可提前绕行樱桃沟站

或大学南路站。西边的郑少高速和西南绕

城高速：郑少高速西南站车流量会非常大，

易拥堵排队，可提前绕行中原西路站、豫龙

站或科学大道站。

可选择相对“冷门”或上下车道较多的

高速收费站：郑东新区站、樱桃沟站、大学南

路站、中原西路站、豫龙站或科学大道站。

【避堵】
国庆假期返程时，尽量避开

九个易堵点

【易堵点一：京港澳高速郑州圃田、新
郑和许昌段】南北向车辆可以提前绕行安
罗高速（原机西高速）二期通行（商登高速
至连霍高速之间）通行更顺畅；东西向车
辆可以走商登高速继续向西转郑尧高速
从郑州西南绕城高速樱桃沟站或大学南
路站下高速。

【易堵点二：连霍高速郑州柳林段】可提
前绕行郑州北三环高架绕开连霍高速柳林
571公里施工辅道通行路段；洛阳、西安走连
霍高速向北京方向的车辆可提前绕行郑云
高速转郑焦晋高速公路到京港澳高速向北。

【易堵点三：兰南高速许昌平顶山方城
段】可绕行焦桐高速转连霍高速通行，也可
以提前绕行311国道。

【易堵点四：郑尧高速新郑始祖山隧道
段】建议提前绕行焦桐高速转连霍高速通
行，也可走107国道通行。

【易堵点五：京港澳高速刘江黄河大桥
至郑州东服务区段】可提前走连霍高速转郑
云高速，再转到郑焦晋高速或菏宝高速（原
长济高速）绕过此路段。

【易堵点六：连霍高速开封商丘施工路
段】东向西车辆请提前绕行商登高速转大广
高速再回到连霍高速向西，也可以绕行郑民
高速向西或绕行郑民高速转大广高速向北
再回到连霍高速向西。

【易堵点七：郑少高速新密段】可提前
绕行焦桐高速转连霍高速通行更顺畅。

【易堵点八：二广高速洛阳段】可提前
绕行走洛吉快速通道。

【易堵点九：菏宝高速（原长济高速）焦
作段234公里施工段】可提前绕行郑云高速
转连霍高速通行。

昨日，省内高速提前返程和错峰返程车流增加

关于推荐第二届河南省
文明家庭候选家庭的公示

根据河南省文明办《关于评选表彰第二届河南省文明
家庭的通知》（豫文明办[2019]30号）要求，郑州市文明办
会同郑州市妇联按照评选标准，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参与，通
过审阅材料、征求意见，择优推荐了7户候选家庭。为更好
地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特公示如下：

陈福安家庭 梅 丽家庭 赵玉珍家庭 刘 稚家庭
王春玉家庭 崔玉琴家庭 张升华家庭
从公示之日起 7日内，各单位或个人认为以上家庭有

不具备评选条件的，以书面形式向市文明委反映举报。来
函请寄：市委宣传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处，电子邮箱：
ncjswmjsc@126.com，联系电话：67186715、67186735。
来电、来函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应署真实姓名
和单位，以便核实。

郑州市文明办
2019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