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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我们的节节日日··春节春节

1月 19日，农历二十八。路过
中牟县姚家镇集市，浓浓的年味扑
面而来，令人应接不暇。

路两侧有序地停满了各类轿
车，一排排摊位旁、商铺前围满了采
购年货的村民，鲜艳的春联、喜庆的
灯笼、肉蛋禽鱼、瓜果蔬菜、糖果零
食、烟花爆竹……放眼望去，一派红
红火火、热闹祥和的景象。

姚家镇有着“中国十大草莓基
地”“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美
誉，伴随着一二三产有机融合，辖区
群众收入从 5年前的不足 20000元
增至 26000余元，群众的购买力也
随之上升。

不远处，一个烟花爆竹指定销
售点围着不少群众，大家不约而同
选购满满一袋烟花：“今年可以放鞭
炮放烟花了，给家里小孩儿买点小
烟花玩具，增加增加年味，噼里啪啦
一响，才像过年啊！”记者问起老板
生意怎么样时，老板乐开了花：“生
意好得很啊，俺们办理了烟花爆竹
经营零售许可证，是正规的销售点，
只卖正规渠道的合格产品，过年不
能光图个高兴，安全是第一啊！”

这边集市热热闹闹，那边草莓
大棚里也是一片繁忙。姚家镇草莓
种植面积 15000余亩，现在正是各
个品种草莓成熟上市季，如今草莓
也成了走亲访友的佳品，春节期间
供不应求。闫家村种植户闫玉民，
种草莓十几年了，今年种了 7亩，这
一段每天都是天刚亮就起床到大棚
采摘草莓。“现在的草莓都是抢手
货，村里有经纪人，每天摘多少都能
卖完。今年疫情稳定了，俺们管理
也上去了，质量比往年好，价格也稳
定。想想去年，很多种植户的草莓
都是村里干部还有亲戚帮着管理，
帮着采摘联系客户，真不容易，今年
可好了！”闫玉民说。

姚家镇春岗村村民赵军旺是一
名土生土长的经纪人，成立有种植
专业合作社，也有自己的分拣仓，近

段忙得不可开交。“到春节了，草莓
需求量极速提高，俺们根据市场订
单，每天组织社员采摘，现在每天
包装用工都得二三十人。”他一边
检查包装好的草莓，一边介绍目前
的状况。

听到记者问起工人待遇怎么
样，一位大姐高兴地说：“最多的时
候一天能挣200多元，就在家门口，
一年四季有活儿干。今天赶赶工，
一会儿回家收拾收拾，晚上打算去
看村里的‘村晚’！”

听说姚家镇今年每个村都组织
了“村晚”，记者索性留了下来。天
渐渐黑了下来，集市上依旧特别热
闹，到处灯火通明，叫卖声、嬉戏声
此起彼伏。大街上挂满了红灯笼和
彩灯，小区门口也装上了灯带，特别
是经过七里岗社区时，“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国泰民安、物阜民丰”这 16
个闪闪发亮的大字十分应景。

经过姚家镇罗宋村时，大量的汽
车、电动车正在进村，经了解得知，

“村晚”马上开始了，在县城居住的村
民陆续赶了回去，附近企业的人也被
音乐和灯光吸引了过去。

记者跟随车流驶入了罗宋村，
喜庆的暖场音乐正在播放，绚丽的
灯光点亮夜空，现场观众纷纷举着
手机拍摄照片、录制视频。在现场，
村党支部书记宋路林正忙着有序地
指挥准备工作，他高兴地说：“镇里
号召各村组织‘村晚’后，我们村非
常重视，几年来的疫情大家压力都
很大，能够借着这个特殊的春晚，让
大家回来过个团圆年、热闹年、幸福
年很有意义。”

村委委员宋秀峰是晚会主要组
织者，他举着手中的节目单告诉记
者：“一开始还没信心，在村微信群
里一发通知，大家都很积极，不但有
常年在家的群众，有放假在家的学
生，还有在外工作的乡亲，从主持到
演员，从摄像到音响，都是村里的，
真的是一家人一家亲啊！”

舞蹈盘鼓、相声小品（如图）、吹
拉弹唱，在灯光和音乐的映衬下，现
场热闹非凡，高潮跌宕，真是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熟悉的旋律《难忘今
宵》响起来，在全场人员同唱的悠扬
歌声里，晚会徐徐落幕……

本报记者 卢文军 文/图

过年回老家，放鞭炮、穿新衣，
是多少孩子心中期盼的幸福时刻。
在大家纷纷感叹年味儿越来越淡
时，父母们想尽办法为孩子保留新
年仪式感、帮孩子留住年味儿，比如
传统的新年穿新衣，这也让童装市
场在节前燃起了冬日的一把火。

昨日上午，丹尼斯五天地的三
楼刚一开门，就迎来了络绎不绝的
顾客。妈妈们带着孩子这家转转、
那家看看，询问价格、比对款式，时
不时让孩子试穿。某运动休闲品牌
童装店内，不影响走路的地方都堆
满了鞋盒，两个服务员忙得风风火
火，“这款鞋子有没有38的？”“这件
黑色羽绒服有160的号吗？”工作人
员嘴上应着“稍等”，手上麻利地帮

早到的顾客打开鞋盒取出鞋子，一
边快速转身去接待新顾客。“从元旦
开始，人流就起来了，周六周日的时
候最多，这几天也不见少，因为来不
及去仓库取货，我们把鞋和衣服的
号码都拿出来了，方便寻找。”店长
一边帮顾客结账，一边感叹这段时
间的繁忙。前来为 12岁孩子选购
鞋子的钟女士说：“老辈人都说过新
年穿新衣，大人穿不穿无所谓，得让
孩子有新年新气象的仪式感。”

另一家国产运动休闲童装店内
也是人流熙攘。“往年客流不像今年
这么集中，今年可能是前段时间大
家都不方便出门，购物都攒到年前
这几天了，这几天的走货量超过了
前俩月，好多衣服鞋子都没号了。”

一位服务员这样回答顾客“我们特
意挑了个不是周末的时间，人咋还
真多”的疑问。

下午 3时，360购物中心，某快
时尚品牌的童装区人流最旺，妈妈
们带着孩子在冬款前穿梭比对、找
号，摇粒绒卫衣、加绒裤子、打折的
轻薄羽绒服，成为大家的热门选
择。“老家冷，里面穿摇粒绒卫衣外
面再穿羽绒服应该就够暖和了。”

“我们衣服有了，买个帽子吧，红色
也喜庆，有年味儿。”另一位给女儿
选了红色针织帽子的妈妈附和着。

新年新气象，熙攘的人流、红火
的市场，为大家带来兔年新春最美
好的寓意。

本报记者 侯爱敏

本报讯（记者 李娜）过年期间，市民又有好去处了！
昨日，记者从河南省科协获悉，河南省科技馆新馆已部分
建成，初步具备面向公众试运行条件。河南省科技馆新
馆拟于 1月 25日(农历正月初四)开始面向公众进行试运
行压力测试(以下简称“试压”)，春节之后每周五至周日面
向公众开展常态化试压。

河南省科技馆新馆位于郑东新区白沙园区象湖湖
畔，建筑面积 13.04 万平方米，2019 年元旦开工建设，
2021年 6月建筑主体工程完工。新馆设计方案由主体场
馆、圭表塔、室外科学广场等组成，其中主体场馆建筑面
积 10.51万平方米，设计灵感源自河洛交汇文化意向，建
筑形态宛如黄河与洛河自然交汇形成的天然造型，又如
展翅雄鹰、飞机螺旋桨，寓意河南腾飞、中原崛起。

新馆紧紧围绕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坚持“智慧·创新·
梦想”的展教主题，设置“动物家园”“童梦乐园”“创享空
间”“探索发现”“宇宙天文”“交通天地”“人工智能”“智慧
人类”8个常设展厅、2个短期展厅、4个特效影院(球幕影
院、巨幕影院、4D影院、飞行影院)及青少年创新教育区、
学术交流区、天文观测台、室外科学广场等科普展教功能
区，建成后将成为兼具科学中心、自然博物馆、天文馆展
示内容和教育手段的复合型科技馆。

目前，建成并具备开放条件的区域包括位于一层的
“动物家园”展厅、位于二层的“童梦乐园”“创享空间”“探
索发现”展厅，以及位于二层的球幕影院。其他区域根据
建设进展情况，达到试运行条件后逐步开放。

春节期间连续试压 3天(正月初四至初六)，春节之后
每周试压 3天(周五至周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提前发布
公告)，试压期限暂定为两个月。试压期间，全天开放
（9：30～16:30，上午场开放时间为9：30～13：00，下午场
开放时间为13：00～16:30，提前半小时停止检票入馆）。

市民可提前两天登录“河南省科技馆微信公众
号—票务预约”“河南省科技馆票务预约”微信小程序或
河南省科技馆官网(www.hstm.org.cn)在线预约。试压
期间，每天发放免费参观门票 3000张，预售球幕电影门
票 880张(票价 30元，试压期间优惠票价 20元)。票务实
行限额预约，提前两天开始预约。

河南省科技馆有关负责人介绍，科技馆展厅和展品
创意设计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为体现与国内外其他科技
馆的差异性定位，很多展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展厅
或一件展品从创意到设计完善都需要一个反复试验、修
改完善的过程，展品生产也不是批量的工业化复制，而是
个性化定制，需要较长的制作周期。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张幸格）为营造热烈浓厚的
节日氛围，让广大读者度过一个书香年、文化年，郑州图书馆
在正常对外开放的基础上，整合优质资源，精心组织40余场
内容丰富的春节主题活动，通过线上线下与广大读者一起踏
上新征程，迎接新气象，共阅新篇章。

大年初一，郑州图书馆将为入馆读者发放精美的礼物，
同时送去新年祝福。少儿阅览室将为小读者推出“新年送红
包，分享心愿赢好礼”活动，小读者可现场领取幸运红包福
袋，开出惊喜厚礼。当天还将开展有“兔年说兔——文物中
的兔形象”、“春节线上游中原”线上讲座、“与图书对话——
借阅有礼”、“兔”发奇想过大年、“手写中国福、书香中国年”、
电影展播以及“我们的节日——春节”好书推荐活动等。

假日期间，郑州图书馆将围绕传统文化开展线上讲座、
民俗知识闯关、“阅读·新春·新时代”线上阅读，举行启源故
事会、妙趣手工坊、馆员讲故事等少儿系列活动，以及迎新春
书画展、“日出新卯春暖兆福”新春典籍文化展等线下展览。
此外，该馆还积极与国家图书馆联动，开展 2023年“书墨飘
香悦享新年”春节主题活动，读者可通过国家图书馆“网络书
香·阅见美好”小程序、郑州图书馆网站、视频号等途径，品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欣赏古籍里的春联和新春典籍文化展，
畅听国图公开课，了解昔日皇宫的过年习俗。通过系列活动
的举办，与广大读者一起迎新春、贺新年、品书香、话年味，细
细讲述中国人延续数千年的新春故事。

大家可关注郑州图书馆官网或微信订阅号了解活动内
容。这个春节假期，快走进郑州图书馆感受书香暖意，开启
新春的阅读之旅吧！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全民健身中
心获悉，从 1月 22日（正月初一）到 2月 3日（正月十三），
2023年河南省社区运动会迎新春冰雪主题活动将在中原
大地陆续展开。届时，人们可就近参与其中，在冰雪运动
中感受激情，喜迎新春。

本次主题活动由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体育总会主
办，河南省全民健身中心、河南省轮滑协会、各地体育部门
及相关单位承办。活动在 8个省辖市贴近居民区的轮滑
场地、冰场、模拟滑雪场所进行，共计包括体验互动、趣味
比赛、教学展演等项目在内的12场轮滑及冰上活动。

1月 22日（正月初一），本次河南省社区运动会迎新春
冰雪主题活动第一站将在周口万果园冰筑冰上乐园启幕，
也将拉开整个活动的序幕。本站活动将从 1月 22日（正
月初一）持续到 1 月 29 日（正月初八），其间每天上午
9：00～10：00举行公益冰上课堂。1月 22日（正月初一）
将举行该站主题活动，开展冰上迷宫闯关、冰车亲子接力
赛、冬奥知识抢答赛等系列趣味活动。

从 1月 23日（正月初二）到 2月 3日（正月十三），焦
作、三门峡、荥阳、驻马店、商丘、平顶山、郑州、新乡等地将
举行本次迎新春冰雪主题活动的第二至第十二站，其中焦
作和郑州将分别举行两站和三站活动。其间，每站活动当
天举行一个主题活动。想要就近参与活动的广大冰雪爱
好者，可关注“河南全民健身”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热爱冰雪运动的广大郑州市民福利来啦。第四站荥
阳站主题活动将于 1月 25日（正月初四）在荥阳吾悦广场
真冰场举行，当天将开展冰上拔河赛、冰车亲子接力赛、冬
奥知识抢答赛等系列趣味活动；第八站郑州站主题活动将
于 1月 29日（正月初八）亮相郑州中原万达广场，届时，冰
球射门大赛、冰上拔河赛、冰上趣味挑战赛将陆续登场；
1月 31日（正月初十）第十一站郑州站主题活动，将走进
郑州高新区莲花公园轮滑冰球场，轮滑球比赛将在那里激
情上演；2月 3日（正月十三）第十二站郑州站主题活动，将
在郑州经开区零动极限运动俱乐部举行，届时，室内滑雪比
赛、体验活动、跳台滑雪展示等系列趣味活动将一一呈现。

东西南北中，中原大地的这个春节将燃起澎湃的冰雪
激情，让每一个热爱冰雪运动的人，都能在追逐梦想中欢
度新春佳节。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记者从市文物局获悉，新春佳
节将至，郑州博物馆、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郑州城隍庙等多
家文博单位将为市民献上系列特色主题文化活动，展现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观众在祥和的气氛中欢度佳节。

据了解，1月 22日、23日下午，郑州博物馆文翰街馆将
开展“高居临风，凝望远方——瓦当的诉说”社教活动。1月
24日至 27日，该馆将推出癸卯年“‘雅风文会’第一季·迎春”
社教活动。1月 22日上午，郑州博物馆嵩山路馆将开启“玉
兔呈祥 巧手爆竹——吉祥物编织传习”社教活动。

假日期间，走进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馆，您可欣赏巍巍
亳都王都典范——郑州商代都城文明展，解码中国早期文明
的千年根脉。此外，作为 2022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的活
动之一，“石窟里的绝唱——中原黄河沿岸石窟造像高浮雕
拓片艺术展”更是异彩纷呈。该展览主要以巩义石窟寺、洛
阳水泉寺石窟、浚县千佛洞石窟、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博爱
县石佛滩、新乡香泉寺石窟、焦作窄涧谷石窟、鹤壁五岩山石
窟、林州洪谷寺等黄河沿岸具有代表性的9个石窟寺高浮雕
内容为主，集中展示了“大国工匠”李仁清先生 40年来在金
石传拓方面取得的艺术作品和成果，彰显了中原黄河沿岸的
石窟高浮雕的艺术魅力。

春节假期，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免费义务讲解时间为每
天 10：00、15：00。1 月 22 日至 27 日及 2 月 5 日 11：00 至
12：00、14：00至 15：00，该馆将在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文创
区开展“拓福——把福气带回家”拓印体验活动，大家可现场
体验拓片的印制过程。

文物是博物馆的宝藏，也是中华文明传承的根脉。1月
22日至 27日 9：00至 17：00，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还将开展

“寻商——开启您的寻宝之旅”盖章打卡活动，观众可在一楼
服务总台免费领取集章宣传页（每天限100份），参观基本陈
列后至相关展厅盖章处打卡集印，完成自己的寻宝之旅。

郑州城隍庙文化活动同样精彩纷呈，元宵节当天 9：00
至 11：30，“正月十五猜灯谜欢欢喜喜闹元宵”活动将在城隍
庙后院举办，市民猜对后可获赠《民俗文化胜地——郑州城
隍庙》一书。

为喜迎兔年来临，1月 21日上午，城隍庙举行春联赠送
活动，郑州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则推出“兔年说兔话吉
祥”社教活动。1月 22日至 27日，城隍庙将推出“领祈福丝
带开启福气年”活动（每日限10条）。届时，游客在城隍庙可
免费领取祈福丝带一条，并写下新春祝愿。郑州古荥汉代冶
铁遗址博物馆将推出“兔发奇想，玩转新年”新春剪窗花等体
验活动。

1月 22日至 24日每天15：00，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将开设
绘彩陶研学体验课程，活动开始前10分钟报名截止，每场活
动限前 20名参与，参与活动的青少年还可参加小兔灯笼抽
奖活动。1月 22日至 27日，到该馆参观的中小学生可到服
务台报名领取研学资料包一份，每天发放100份，领完为止。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文/图）今
晚，登封塔沟少林小子将全力“冲刺”
央视春晚。而就在昨天，央视春晚正
式节目单出炉，塔沟少林小子将在第
10个节目中，与功夫明星赵文卓闪亮
登场，时间大约在21：00。

为了全力以赴备战春晚最后“决
赛”，全体队员昨天在驻地进行最后的
精心准备，教练对个别细节进行精雕
细琢，力争确保万无一失。“队员目前
信心十足，经过 5次彩排之后，对该节
目的成功更加自信。相信在大年三十
的晚上，一定能够为全国观众献上来
自武术之乡的精彩表现。”教练张虎告
诉记者说。

据了解，兔年春晚以“欣欣向荣的
新时代中国，日新月异的更美好生活”
为主题。晚会荟萃歌舞、戏曲、相声、
小品、武术、杂技、少儿等多种类型节
目，旋律悦耳动人、感情真切自然，整
台晚会风格清新，节奏明快。这份兼
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欣赏性的文化大
餐，将在开心信心、奋进拼搏的氛围
中，陪伴全球华人开开心心过大年。

本次春晚使用了多种新技术，包
括智能伴随、VR 三维绘制、8K 超高
清、三维菁彩声、竖屏多画面等。除夕
夜，春晚将伴随全球华人一起，为癸卯
兔年播下希望的种子，迎接春暖花开
的崭新一年。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王羿）1月 22日零时，郑州
二七纪念塔将奏响悠扬的《东方红》乐曲。伴随跨年钟声
准时敲响，兔年新春也将灿烂开启。

据了解，春节假期，郑州二七纪念馆基本陈列展览
《千秋二七》、专题展《百年郑州》、临展《玉兔呈祥》免费对
公众开放，并为 1月 22日至 24日前来参观的观众准备了
相关书籍作为新春礼物。《千秋二七》基本陈列展览在每
天 9：30、15：00为公众提供义务讲解服务，15：00义务讲
解结束后，现场组织有奖知识问答活动。《百年郑州》专题
展每天10：30、16：00为公众提供义务讲解服务。

除了丰富的展览和活动，春节期间，郑州二七纪念馆
将每天开放时间延长一小时，以满足春节期间民众的文化
需求，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职能。该馆春节期间开放时
间为1月 21日至27日 9：00～18：00（17：30停止入馆）。

二七纪念塔今夜
将响起跨年钟声

河南省科技馆新馆
1月25日试压运行

开启阅读之旅
感受书香暖意

10余场主题活动
燃动新春冰雪激情

逛集市 摘草莓 看“村晚”

最是乡村年味浓

过大年 穿新衣

童装节前销售旺

多家文博单位
活动丰富多彩

与功夫明星赵文卓“联袂”登场

塔沟少林小子今晚
正式亮相央视春晚

塔沟武校学员在精雕细琢地进行备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