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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通衢贯南北
四季青翠入画来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文/图

爱心人士踊跃无偿献血

发现郑州之美发现郑州之美··最美街道最美街道

初夏时节，桐柏路由南至北一路繁花似
锦，郁郁葱葱（如图）；人车分流，井然有序让人
心旷神怡。这条被纳入我市“一环十横十纵”
的道路整治工程，“三季有花、四季有绿”景观
特色，也是中原区在道路综合整治中最早交出
的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据中原区城乡建设局负责人介绍，桐柏路
道路改造中原区段（长江西路—五龙口南路），
全长8.1公里，道路红线宽度45米~60米，是一
条多种配套功能于一体的生活宜居性主干道。

6月 9日，记者穿行于桐柏路，看到沿途皆
风景，长江路与桐柏路口两侧的长江公园，呈
现“起伏地形、疏林岛式、多彩群落”特色，利用
造型黑松、丛生石榴、丛生朴树、丛生五角枫、
子弹头桂花等特型树种结合乡土树种进行五
层群落的搭配。同时利用灌木曲线的立体种
植，突出呈现艺术化、现代化的绿化景观，旨在
打造最美城市微更新，提升市民城市生活的幸
福感。与之配套的“郑品书舍”不仅为市民提
供了休憩、读书的好去处，这个静怡之地让读
者回归心灵的田园。

一路通衢贯南北。桐柏路作为西郊的一
条主干道，拉近了南北距离，畅通有序的交通
格局成为快有西三环、便捷有桐柏路，这两条
市民可以随意切换的出行选择。道路设计，突
出中原文化内涵，秉承从“道路”向“街道”转
变，通过道路有机更新建设带动街道有机更
新；利用景观、石碑、雕塑等不同的方式体现文
化元素。这次改造市政道路，以“两优先、两分
离、两贯通、一增加”为原则，主要以实现“ 有
活力，有特色，有效率”的街道为目标。景观绿
化以“因地制宜、重视彩化”为原则，实现“三季
有花、四季有绿”为目标。建筑立面以“留、改、
拆”为原则，保留原有建筑特色，恢复建筑原有
使用性质，整体建筑色彩以白色、红褐色为主
要色彩，浅黄色、灰色为辅助色，整体以现代简
约风格为主，打造生态宜居、品质出行、多元活
力，能够展现现代生活文化的街道。

老郑州人忘不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段

火红的岁月，行走在桐柏路随手拍的镜头显影
着那个火红岁月的特殊符号。在建设路与桐
柏路口西南角的“西郊记忆”游园，随处可见棉
纺元素。布置着特征明显的小品和景墙，特别
是由红砖砌成“1951西郊记忆”景观墙，向游
客讲述着1951年是郑州第一个国棉厂建成的
年份的历史，使过往和休憩游人，强烈感受到
脚下这方土地在时间长河中的变迁，回味郑州
西郊这片老国棉厂街区的生活余韵。

“西郊记忆”游园突破传统造园手法，运
用简洁的造景艺术，运用乌桕林营造一个疏
朗宜人的景观空间，将通透、舒适、色彩强烈
的景观特色体现出来，兼顾便民性及居住环
境整体提升。

陇海路与桐柏路口多年的“堵点”，随着桐
柏路下穿陇海路隧道工程通车，道路畅通是桐
柏路改造工程最大的亮点。为了打通这一堵
点，在市政道路改造中超前布局了桐柏路下穿
陇海路隧道工程，由颍河路至汝河路段开挖地
下隧道，穿越陇海路高架桥。该工程从 2009
年 5月开工，历经700多天的施工，于今年5月
20日正式通车。通车后，南北方向路过陇海
路的车辆沿隧道穿行，方便快捷，一脚油门过
隧道，让人感到特别得爽快。

“市花”月季沿着桐柏路中分带一路布景，
在川流不息的道路上形成花团锦簇的植物景
观效果。沿途道路两侧高大的梧桐等树木枝
繁叶茂遮天蔽日，让步行的市民在夏日也多了
一份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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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世界献血者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京儒 文 丁
友明 图）炎炎夏日，爱心涌动。 6月 10日，为
迎接第 18个“世界献血者日”的到来，郑州举
行第六届“大爱郑州 热血之城”12小时大型音
视频直播无偿献血宣传活动。现场，3辆献血
车 12小时不间断接待市民献血，不少爱心人
士纷纷撸起袖子，奉献爱心（如图）。

“跑步、器械练习是日常身体锻炼的必修
项，此外还要注意饮食。”今年59岁的杨泽予是
位退役军人，从 1998 年来，一共无偿献血了
310次。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献血者，他常年
来坚持锻炼身体，跑马拉松，保持良好的生活
习惯。

杨泽予的电子献血证显示，23 年来，他
全血献血总量达到 3200毫升，成分血献血总

量为 592治疗量，“这些血液已经累计帮助了
近 600人次。”杨泽予骄傲地说。尽管自己的
年龄已经进入到献血的“退休”倒计时，但他
乐观地表示，自己会继续感召更多的人参与
无偿献血。

据了解，目前郑州献血率已达到 23.7‰，
远远高于全国 12‰的平均水平，郑州市也连
续 12 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荣誉
称号。

“随着普通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全面开启，
天气日益炎热导致市民出行大幅减少，高校学
生也将进入假期，采供血工作依然面临严峻挑
战。”省血液中心副主任张淑琴表示，解决这些
问题，迫切需要全社会更加广泛地关注和支持
无偿献血事业，希望更多爱心市民积极参与。

地铁压缩行车间隔
保障市民顺畅出行
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日，记者从郑州地

铁运营分公司了解到，端午假期郑州地铁将
通过延长高峰时段、增加线网运力等方式，全
力满足广大市民乘客出行需求。

6月11日，1号线、2号线与城郊线晚高峰
时段将提前至12：00，假期期间（6月12日~14
日）1号线最小行车间隔压缩至约5分钟。郑
州地铁将密切关注客流变化，适时组织备用
列车上线运行，全力保障市民乘客端午假期
平安、顺畅出行。

6月 11日、12日、14日，郑州火车站、郑
州东站、刘庄站、新郑机场站将设置晶晶爱
心服务台，为乘客提供温水、医药箱等暖心
服务。线网车站均配备爱心手推车，提供推
送行李服务。有需要的乘客可通过郑州地
铁服务热线进行预约。

预计汽车站4天
送客25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汪军）昨日，

记者从郑州交运集团了解到，端午小长假将
至，我市各汽车站将于 11日中午以后，不同
程度迎来以学生为主的探亲返乡客流小高
峰，方向主要以省内各地（县）市为主，预计我
市各汽车站发送旅客25万人次左右。

今年郑州交运集团端午节小长假假日
运输从 6月 11日至 6月 14日，为期 4天。各
汽车站主要流向为：中心城市有周口、漯河、
信阳、洛阳等地；县市有嵩县、禹州、新密、登
封、鲁山、鹿邑、淮阳、光山、固始、林州、濮
阳、封丘、原阳、获嘉、焦作等。

省疾控中心发布重要提醒

尽量就地过节合理安排出行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邢进 通讯员

刘占峰）端午假期即将来临，针对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6月 10 日，省疾控中心发布重要提
醒：倡导公众就地过节，合理安排出行，注意
个人防护，过一个安全祥和的端午。

目前，境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国内
广州、佛山等地出现局部聚集性疫情，防控形
势依然不容乐观。端午节临近，人员流动加
大，疫情传播风险将进一步增高。广州市、佛
山市已通告要求广大市民群众非必要不出
省，确需出省的，需持有 48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为此，河南省疾控中心温馨提醒，
旅居广东的“河南老乡”们最好能就地过端
午。同时，大家要深刻认识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始终绷紧疫情常态
化防控这根弦，继续保持警惕，坚持个人日常
防护不松懈。

倡导就地过节合理安排出行

在广州、佛山等地尚有中高风险地区和
封闭、封控区域的情况下，请旅居广州、佛山
等地的“河南老乡”们就地过端午。确需来豫

返豫者，请在离开上述区域和抵达目的地的
第一时间主动向家乡所在的村（社区）及单位
报备出行情况和健康状况。

近期，在豫人员若非必要，不出境，不前
往中高风险地区和出现本土疫情的地区旅行
及出差。确需前往的，请务必提前向所在社
区（村）和工作单位报备，并做好个人防护；返
豫后，应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和工作单位报
备相关情况，配合当地疫情防控部门开展核
酸检测和健康监测等疫情防控措施。

端午节期间，倡导河南省居民省内旅游，
减少旅途感染风险。建议减少不必要的外
出、接触和流动，尽量不参加非必要的聚会等
活动，少去商场、剧院车站、码头等人员密集
或人员流动较大的场所，如确需前往，注意做
好个人防护。

增强防护意识严格隔离观察

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者、与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含无症状感染者）有轨迹交叉者、
有封闭封控区域旅居史者、健康码为红码的
返豫来豫人员，请配合落实当地有关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和核酸检测等措施。有境外旅居
史者，配合落实集中隔离和后续的居家健康
监测等措施。

请广大群众继续保持良好的个人防护意
识和卫生习惯，养成随身携带口罩、科学规范
佩戴口罩的习惯，尤其是在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或人员密集场所时做到佩带口罩，勤洗手，
常通风，保持 1 米以上安全社交距离，不扎
堆，不聚集，注意咳嗽礼仪，倡导公筷公勺等
健康生活方式。

关注健康状况积极接种疫苗

端午假期期间，自己和家人一旦出现发热、
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请
立即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主动、如实告知个
人旅居史、活动史和接触史，就医过程中请佩戴
医用口罩，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疫苗仍是目前预防新冠肺炎最经济、最
有效的手段，为了个人和社会的健康安全，请
符合接种条件的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国家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政策，按照当地安排，有序接种
疫苗，携手共筑全民免疫屏障。

河南高速公路假期禁止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通讯
员 杨军政）昨日，记者从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
队获悉，6月 12日零时至 6月 15日 6时，河南
高速公路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对违
反高速公路禁限行规定的危险货物运输车
辆，河南高速交警将依法对车辆及驾驶人给
予处罚，并将违法信息抄告运输车辆企业所
在地人民政府、交通安全委员会、安监部门、
交通运输部门，督促落实安全监管主体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河南高速交警提示：端午假期期间，省内
高速公路沿线各收费站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
辆驶入，已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危险货物运
输车辆，应当就近驶离高速公路，请危险货物
运输车辆驾驶人提前规划行车路线。

高速公路服务区燃油（气）配送企业，应
当主动到加油（气）站所属高速公路运营管
理单位报备车辆信息，经收费站核对信息
后，在每日 8时至 20时经由配送目的地与收
费站之间最近路线配送。

温情端午 只“粽”意你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蔡

洛霞）昨日，二七区淮河路街道各社区
纷纷行动，与居民携手开展“百年祝愿，
浓浓端午情”“社区邻里情，端午暖人
心”等庆祝活动，花样繁多，热闹非凡。

又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白
洁）6月10日下午，上街区新安路街道
昌盛街社区党总支携手新入驻的久义
物业，开展了“浓情端午，庆百年华诞”端

午节主题活动。参加此次活动的社区
党员、志愿者、物业代表等有50余人。

又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张骅）
昨日，金水区北林路街道金基社区举办

“浓情端午”主题活动。社区党员志愿者
和居民一起包粽子迎端午，整个活动现
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随后，大家在社
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将包好的粽子送给
辖区70岁以上离退休、空巢老人手中。

昨日，交警九大队联合京广路街道漓江社区、播美社工组织辖区老
人开展“浓浓粽香，情暖端午”包粽子、送粽子活动。

郑报全媒体记者 汪永森 摄

9 日，惠济区
刘寨街道新都汇社
区举办了“浓情端
午品粽香 饮水思
源忆党恩”主题党
日活动。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明起郑州迎来一拨儿凉快天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刚过了个阴凉

的周三，昨日天气放晴的郑州气温又冲上
了 37℃。不过，大家今天再忍受一天高温
天气，从明日起，郑州将暂别高温，迎来一
拨儿凉快天气。这个端午假期，咱郑州人
将在凉快的雨天中度过。

根据市气象部门的预报，今日郑州的
最高气温 36℃，又会是晴热的一天。不过，
从明日起到下周四，郑州多降雨天气，最高
气温不超过 31℃，甚至有两天最高气温只
有28℃，凉爽的天气正向我们走来。

今后7天，郑州的具体天气预报情况为：

6月 11日晴天到多云，23℃～36℃；6月 12
日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26℃～31℃；
6月13日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24℃～31℃；
6月14日阴天有阵雨、雷阵雨，24℃～31℃；6
月15日阴天有小到中阵雨，24℃～28℃；6月
16日阵雨转多云，23℃～31℃；6月 17日多
云有短时阵雨，23℃～28℃。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端午假期需关注
降雨带来的道路积水、湿滑等对交通的不
利影响，驾车出行注意安全；此次降水有利
于改善土壤墒情，目前我市麦收已完成，农
民朋友应尽快趁墒播种。

粽又是一年 飘香

端午旅游市场：短途游与拼假长线游相映生辉
本报讯（记者 成燕）端午假期越来越近，

你想去哪里游玩？昨日，记者从“去哪儿”平
台了解到，该平台端午出行火车票预订量同
比增长近一倍，除了寻觅短途度假胜地，部分
人士还热衷选择拼假长线游。

端午拼假长线游性价比较高

去哪儿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出行机票的平
均支付价格是今年上半年三个假期中最便宜
的，仅为712元，与清明假期基本持平。去哪儿
大数据研究院院长兰翔表示，自五一假期后，机
票价格出现一定程度回落，端午假期前后正逢
考试季和期末，家长和学生群体无法长线游。
如果暑期到来，机票均价将再度上涨。 显然，
如果你无需面对考试，又有几天年假，那么端午
假期就是全年最适合拼假出游的时机。

热门目的地酒店均价基本持平

无论拼假长线游还是周边短途游，酒店
都是旅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去哪儿数据显
示，端午假期的酒店预订量比清明增长两成，
每晚均价为 421元。虽然预订量增长两成，
但是每晚均价仅比清明小长假时贵了 30
元。而度假型酒店是端午假期最受欢迎的酒
店类型。

上海、北京和长沙成为端午假期酒店预
订热度最高的三个城市。此外，去哪儿数据
显示，与2019年端午假期相比，喀什、阿勒泰
和伊犁是酒店预订增幅最高的三个城市。可
见，端午假期，仍然有很多旅客选择长线出
游。数据显示，上述三地酒店均价涨价最多
的是阿勒泰，2021年端午假期的均价为 365
元，比2019年贵了60元。

95后、00后爱上文化古迹

出游时，旅客有什么偏好，一定程度上代
表了风潮吹向哪里。近两年，《国家宝藏》等
文博探索类节目大受欢迎，河南博物院考古
盲盒引发“挖土”热潮，故宫、清明上河图、三
星堆、兵马俑也不再是书里的符号，综艺节
目、文创产品和景区相互促进，文化古迹类景
区成为旅游热点。

去哪儿数据显示，目前，搜索文化类景区
的用户中近半数是95后和00后用户。故宫、
湖南博物馆和三星堆博物馆成为去哪儿平台
搜索热度最高的三个文化古迹类景区。值得
一提的是，今年端午假期，湖南博物馆在去哪儿
平台搜索热度首次跻身国内文化古迹类景区
前三名。业内人士提醒游客，端午假期出游，建
议大家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景区门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