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52021年1月26日 星期二 责编 高宏宇 校对 尹占清 电话 56568170 E－mail：zzrbbjzx＠163.com 都市新闻

忙碌的“夜行侠”
本报记者 郑磊

有这样一群“夜行侠”，他们是
默默坚守岗位的公交充电员：与车
辆为伍，与星辰为伴，不畏严寒、挑
灯夜战，守护着市民的平安出行。

晚上 6点半，在金水区文化路
杲村公交场站，张猛开始了他一天
的工作——给公交车充电。刷卡、
登记、充电……一系列的充电流程
张猛非常娴熟。

张猛是郑州公交第二运营公
司文化路杲村场站的一名公交充
电员，1.85 米的个子看上去威猛
高大。东北小伙张猛说，2016 年
郑州持续加大纯电动新能源公
交车的投放力度，于是，公交行
业里就衍生了一个新职业——公交
充电员。

从晚上6点半到第二天的早上
5点半，11个小时的漫漫长夜，张猛
要一直坚守在岗位上，他说：“一晚
上最多时候能充130多台车，场站
共有48个充电桩，充完一轮再来一
轮，充电庄不够用了还要来回挪车,
半个小时就得巡查一回。”

在极寒天气条件下，车辆需要
充电的时间更长，整整一夜张猛几
乎都在提车、摆车、充电、巡逻。每
天夜行上万步，他给自己起名叫

“夜行侠”。
张猛说，零度以下的寒风对他

来说已经习以为常。“我给每辆车
都充好电，确保第二天车辆的正常
运营，保证乘客坐上温暖的公交车
抵达目的地，我心里也暖暖的。”

公园广场张灯结彩年味浓

郑州汽车站春运准备就绪
确保客流高峰期旅客不滞留

本报讯（记者 张倩）2021 年春
运从 1月 28 日开始，3月 8日结束。
目前，郑州各长途汽车站已经提前做
好春运各项准备，高质量、高标准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全力满足旅客安全
出行需求。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各汽车站设

立巡查监督服务岗，由专人负责检
查，提醒场站内所有人员遵守口罩佩
戴等防控要求。中心站、东站将充分
利用与火车站相邻的地域优势，高度
关注铁路运行班次信息，科学组织班
次，合理调配运力，保证客流高峰期
旅客不滞留、不流失。

党员义务写春联
墨香送福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成燕）新春的脚步
越来越近，家家户户喜气洋洋。为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营造欢乐祥和的居
民生活氛围，满足居民春节贴春联的
民俗需求，近日，郑州文化馆党总支
多位党员志愿者来到二七区铭功路
办事处西后街社区，开展社区党建项
目“党员义务写春联、墨香送福暖人
心”新春义写春联送福活动。

活动现场，党员志愿者们泼墨挥
毫，尽抒情怀。“一帆风顺年年好，万
事如意步步高”“一年四季春常在，万
紫千红永开花”“五湖四海皆春色，万
水千山尽得辉”……一副副吉祥喜庆
的春联送到居民的手中。“抗击疫情

在庚子，斩断毒性于辛丑”“齐心协力
抗疫情，大智大勇保平安”等关于抗
击疫情的对联，寄托着广大党员及居
民们共同战胜疫情的信心与愿望。

居民们拿到春联连连道谢，满脸
洋溢着幸福。为了防控疫情，20多
位党员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提醒
村民戴好口罩、保持一米距离，排队
领春联。义写春联现场既红火喜庆，
又秩序井然。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为群众书写
200 余副春联和 100 多个“福”字。
一副副春联，一个个“福”字，带来了
春的讯息，传递着新春的美好愿景和
祝福。

785封寄给母校的“家书”
1 月 25 日，785 封由高一

年级学子书写的特别“家书”
从郑州九中出发，飞奔向孩子
们各自毕业的初中母校。一
封封情真意切的书信，给老师
们带去孩子们离别的惦念，向
老师们诉说孩子们收获的成长
和喜悦。

期末来临，对于刚刚升入
高中半年的高一学子来说，全
新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节奏带
给孩子们不同以往的收获。
如何看待半年来的收获和成
长？ 在校团委的倡导下，郑
州九中 2020 级高一年级学子
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自我
——给初中母校的老师们写
一封信，用纸笔记录下自己升
入高中后的学习生活经历和
真情实感，一方面，可以通过
思考替自己梳理学习过程中
的收获和反思，另一方面，可
以向初中母校老师表达感恩，
遥寄思念和祝福。

一开始，接过学校提供的
专用信纸、信封和新年贺卡，
这些早已习惯了用微信、电子
邮件等互联网方式“掌上”传
递信息的孩子们颇为踌躇。

可一旦真正拿起纸笔，把情感
变成实实在在的文字，孩子们
陷入深深的思考，一封“家书”
越写越长：在信中，孩子们向
母校汇报了自己半年来全新
的学习、生活状况以及见闻感
受，用文字向远方的老师们诉
说着成长和惦念……

虽然，疫情阻隔探望母校
的脚步，但是，距离从来不能阻
挡真情。当 785 封家书完成，
即将踏上“回家”的路。郑州九
中负责寄送信件的老师们发
现，每一封信都那么厚、那么
重，甚至，有的孩子在信封中
附上了甜甜的一块糖。郑州
九中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书
信代表了孩子们最真切的情
感，学校会用挂号邮寄的方式
发出，确保这份“真心”都能按
时抵达。

“这封信对于我们而言其
实更是一堂成长课。”写完书
信，这些高一年级的学子表
示：未来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都会心怀母校，不忘师恩，努
力成长，努力前进。

本报记者 王红
通讯员 杨舒彧

车长获赠一批口罩
爱心传递转送乘客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郜培丹）“出
门总有着急忘事的时候，忘记戴口罩了，司
机师傅，谢谢你的口罩。”1 月 25 日 7 时，一
位急着赶火车的女乘客向 101 路车长张向
群连声道谢。“不用谢，这是我们为忘戴口罩
的乘客准备的爱心口罩，您可以放心坐车
了。”张向群一边安慰她，一边拿出一个新的
口罩送给这位乘客。

说起这些“爱心口罩”，则要追溯到1月 21
日。当天上午，一家爱心企业来到郑州公交集
团第四运营公司一车队104路公交调度室赠送
防疫口罩，对公交车长们保障市民出行的辛苦

付出表示感谢。为了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冬日的
温暖，自1月24日起，一车队将这些爱心口罩全
部放在公交车上，转赠给忘戴口罩的乘客，为更
多的市民提供便利。

“这是爱心的传递，别看一枚小小的口
罩，却能解乘客的燃眉之急！”104 路车长
刘冰拿到爱心口罩高兴地说。郑州公交集
团第四运营公司一车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批爱心口罩将陆续投放到 27 路、42 路、
48 路、101 路、104 路、109 路、115 路、188
路等主干线路，忘记戴口罩的乘客可以免
费领取。

显示运动数据 运动后可测心率

智能健身驿站入驻南环公园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近日，具有显示运

动数据、运动后心率等功能的智能健身驿站入
驻南环公园，为前来健身的市民带来了惊喜。

为进一步提升智能服务水平，积极推进
智慧园林工作，郑州市南环公园引建了一批
智能健身器材，并于 2020 年底全部安装到
位。这些智能健身器材中，最大的亮点是新
建了一座智能健身驿站，驿站内配置有拉

伸、无氧、有氧、舒缓按摩 4 类器材，以及
LCD 显示屏、充电位、蓝牙音响等智能化设
备，全部采用太阳能供电，让户外健身更环
保、更智能、更科学、更有趣。此外，该驿站
还引进了健康大数据平台系统、人脸识别系
统，游客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在智能显示屏
上查看运动数据、运动排行；游客运动后，可
通过多功能健康柱测量心率。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邓睿 王霞 张文萍
文/图）福牛嬉春水，美景迎春节。我市 12个公园广场
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打造安定和谐、喜庆热烈、欢
乐祥和的春节园林景观，让就地过年的你感受到浓浓
的年味儿。

福牛贺岁园林景观添喜气

25日，记者在月季公园东广场看到，由郑州市城
市园林科学研究所精心打造的“喜牛迎春，福牛贺岁”
园林景观已经亮相，各种常绿植物、时令草花、小景石、
白色小石子经过艺术组合，营造出春光、春水、春花的
景观效果，喜庆的大红灯笼和福牛点缀其间，喜气祥和
的节日气氛扑面而来。

据了解，春节期间，市园林局下属 12个公园广场
的园区主入口及重要节点都将花团锦簇，或设置立体
花坛、冬日特色花镜，或组摆景观小品、吉祥物绿雕，共
计打造立体花坛 29处，花镜 63处，景观小品 30处，栽
植摆放草花 135万株（盆）。其中，省工人文化宫花坛
花境最多，达 16处，其次为碧沙岗公园 13处，植物园
12处，人民公园 10处。在氛围营造中广泛应用春联、
中国结、窗花、彩旗、风车、金牛卡通元素、牛年塑料立
体图形等春节元素，向市民传递出热烈、喜庆、祥和的
新春气息。

张灯结彩夜游公园别样美

各公园、广场还在园区主要出入口、重要节点、办
公区域悬挂了大红灯笼、串灯及各色彩灯、投射灯等，
并对景观小品、绿雕、花境等进行装饰性亮化，形成流
光溢彩、美轮美奂的“灯光雕塑”“灯光小品”，营造出

“夜里观花夜出虹”的景观效果。共悬挂各类灯笼
13000个，中国结2000个，LED灯、各色投射灯611盏
（个），灯带 5000余米，造型玫瑰、郁金香灯、投光灯等
特色灯饰1213套。

就地过年多场花展等你来

春节期间，各公园广场还有多场迎春花展。其中，
“绿满商都 花绘郑州”2021年郑州植物园迎春花展已
于 1月 1日在植物园热带植物展览温室拉开序幕。花
展展示蝴蝶兰、大花蕙兰、凤梨等等花卉品种30多种、
2000余株，将持续至春节。第八届“绿满商都 花绘郑
州”蜡梅文化展已于 1月 22日在绿荫公园开幕，花展
占地 4000 平方米，共展出 10 多个品种、500 余株蜡
梅，也将持续至春节。

此外，碧沙岗公园、紫荆山公园、绿城广场、文化公
园、雕塑公园将在春节期间举办蜡梅梅花盆景展，为就

地过年的你赏花游玩增添好去处。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 个 字 ，囊 括 从 国 家 、社
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了反映
现阶段全国人民“最大公约数”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深
厚的传统底蕴又有鲜明的时代
特征，符合历史、合乎实践，贴近
民情、顺乎民意，能够发挥出广
泛的感召力、强大的凝聚力和持
久的引导力。

国家层面：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
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
标，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发展目标上的规定，是立足国
家层面提出的要求。

在当代中国，实现国家昌盛、
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符合近代以
来中国人民寻求民族复兴的共同
愿景，是一个能够凝聚起亿万人民
群众智慧和力量的宏伟目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阐释（四十四）

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让文明风尚吹遍绿城

月季公园

郑州植物园人民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