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做好当班预想、落实网格化巡
视和乘降组织、维护站内秩序、安排重点旅
客服务、解决各种突发状况⋯⋯1月 26日上
午，浙江湖州高铁站客运值班员郑芸手中的
对讲机一刻也没有“消停”过。

“有一名旅客因腿部残疾行动不便，需
要工作人员协助下车。”对讲机里传来呼
叫。郑芸二话不说，组织人手迅速将轮椅推
到站台，并一路护送他出站，“我们就是残疾
人的腿、盲人的眼”。

早上 6∶20 到岗接班，郑芸就开始在候
车厅例行巡视，这是她每天当班必须要做
的。春运开始后，湖州站的客流比平时上升

50%，作为客运现场服务的第一负责人，郑
芸每一趟车都要提前了解数据做好预安排，
特别是大客流的乘降组织；不仅如此，她还
要随时解答旅客的各种问题；见到携带孩
子、大件物品的旅客过来，她及时上前搭把
手⋯⋯尽管看上去都是“零碎事”，却一刻不
得闲。

44 岁的郑芸在铁路上工作 22 年。“平
安、有序、温馨地将旅客送上车是我们的本
职。看到那么多旅客能平安、开心地回家过
年，嗓子喊哑了也值。”临近中午，郑芸的身
影仍不断出现在站台、候车厅或售票厅，继
续着她的春运坚守。 （杨 晨 毛志伟）

1月25日上午一上班，我就接到了一个任

务：要为一名患有成骨不全症的重点旅客提供

帮助。为此我与同事一道反复演练送站方案。

这位旅客叫文豪，今年12岁，由他母亲梁女

士陪同来济南接受治疗，他们要乘坐18∶01开往

武汉的G257次列车，回湖北黄石过春节。

小文豪双腿、脊椎 3 处骨折，无法使用轮

椅，只能躺在担架上。G257 次列车 17∶59 到

站，停靠时间只有 2分钟，时间非常紧。

下午3点多钟，我将文豪安排在候车室一

个用座椅圈起来的“爱心岛”候车。安顿好

后，我们早早来到站台上与站台客运员会合，

还想方设法联系了 G257 次列车长，寻求她的

帮助。

17∶59，列车在站台刚停稳，我就立马联

系大厅值班员，把进站口中间的通道留出来，

然后我们一路小跑将小文豪连人带担架抬上

列车，小心翼翼将他抱在座椅上、盖上被子

⋯⋯列车的开车铃响了起来，我们赶紧下车

隔着车窗跟梁女士挥手道别。寒风中，每个

人的额头鼻头上都沁出汗珠。为了这短短的

2分钟，我们准备了 10多个小时，但是值！

（本报记者 王金虎整理）

为了短短的两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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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站客服中心值班站长 王孜慧

“为了旅客平安，喊哑嗓子也值”

西安灯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赴太
乙宫燃灯敬太乙真人、汉平诸吕之乱开放长安
城宵禁、天火烧长安元宵姑娘救万民的传说，
以及后来的燃灯礼佛等。

而如今的西安城墙灯会始于 1984 年。在
城墙周边，特别是大南门区域，粉巷、南大街、南
稍门、围墙巷、东西木头市、竹笆市等地是西北
地区规模最大的灯市，每到正月初六以后，各种
手工花灯琳琅满目，每种灯都有多种寓意。西
安市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民俗专家王智拿着
一个比巴掌还小的灯笼向记者介绍：“总体而
言，我国灯文化非常丰富，每一种灯都有寓意。
比如，这个灯也叫星星灯，在凤翔、白鹿原、陇县，
这个星星灯还象征着金贵。”

登城墙、逛灯会，已逐渐成为西安新春期间
市民首选的文化娱乐活动，更是庆祝团圆佳节

的一种新年俗。城墙新春灯会同时也成为当地
历史最悠久的灯会文化品牌，极大地丰富了西
安城墙作为“文化国门”的历史内涵。城墙上不
仅有各种各样的现代大型灯组，还保留了许多
传统手工灯的元素，承载着在老城根下生活的
人们的记忆，凝结着人们的情感，成为古城灯文
化、灯习俗的传承基地和重要载体。

今年西安城墙新春灯会融合了丝绸之路
的多元文化特色，为期 44 天，由“万邦贺岁”

“河灯映彩”“中华祈福”和“盛世丝路”多个主
题展示区组成，造型各异的彩灯绵延于古城墙
之上近 2 公里，让市民游客赏灯时仿佛置身于
千年前上元之夜的华丽光景。今年灯会还和
时下最流行的 AR 科技相结合，游客只要带上
手机，就能边走边玩，看 3D 花灯、猜灯谜，线上
线下互动，体验传统与科技结合的新春灯会。

彩面塑在山西省阳泉市民间婚丧嫁娶、岁
时节令、祭神祀祖、寿辰满月等活动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1月 24日，记者来到阳泉市郊区大
阳泉村一位闻名附近十村八里的彩面塑艺术
家兰风林家中，一探究竟。

只见兰风林拿着一团面在手中搓揉片刻，
时而用擀面杖擀平，然后用小竹签、剪刀灵巧
而细致地刻画鱼鳞、鱼眼和尾巴。3 分钟后，
一条“鱼”就在桌面上活灵活现了；兰风林又示
范了捏杨家将彩面塑的要领：“首先是和面，手
法一定要仔细，用力要匀实，把面整齐了，这样
蒸出来才是饱满的，不走形。然后是做到‘四
到’：想到、心到、眼到、手到，要把对杨家将忠
勇报国的精神融合在对他们的装饰、造型制作
上，最后蒸制上色，采用由内向外，即由骨骼到
肌肉再到表面皮肤 3 道工序，细细打磨人物的
头发、五官、四肢、服饰，做成精神抖擞的杨家
将彩面塑。”兰风林顾不得擦去额头上的汗珠，

端起彩面塑准备去蒸制。
“您从事彩面塑手艺多少年啦？”兰风林微

笑着回答：“今年我本命年，72 岁啦，我从记事
起就跟着母亲学手艺，至少有 60 年了。我母
亲告诉我，要把咱们阳泉当地的古老传承和现
代精神结合起来，我就努力尝试创新。你看，
这个是‘抓住机遇’（鸡鱼的谐音），这个是金蝉
送金钱，这个是‘福寿’（佛手的谐音），这个是
蛇盘兔必定富，这个大雁寓意是远走高飞有志
向。”记者顺着兰风林的指尖看去，一个个寓意
吉祥、栩栩如生的彩面塑整齐排列在案板旁。

兰风林说，很高兴自己热爱的彩面塑正逐
步成为阳泉市乃至山西省的文化名片之一。

兰风林认为，艺术的灵感源于对当地历史文
化的热爱和不断深入学习。“有时间我就看书，
深入了解咱们的风土人情。相信咱们的彩面塑
有更新的内涵和不断创新的工艺，相信下一代
传人会更强！”兰风林满怀信心地说。

1 月 25 日，江西
省景德镇市珠山区的
张玉清奶奶一家正忙
活着给家中的桌椅墙
砖做最后一遍擦拭。

“从农历腊月廿四起，
家家户户就要开始打
扫 卫 生 ，俗 称‘ 掸 扬
尘’。正好孙女放假
回家了，带着她一起

‘除旧迎新’。”张奶
奶说。

作为一个有着上
千年制瓷历史的工业
城镇，景德镇的老年
俗也和当地的瓷业手
艺一般，传承有序、生
生不息。

“家家户户贴春
联，大年三十庆团圆，
爆竹声声辞旧岁，高
高兴兴去拜年”，短短
四句话恰是每家每户
欢 度 春 节 的 生 动 写
照。景德镇上的“牌
坊春联”可谓独具特
色。过去，人们在窑
屋和坯房大门口用松
柏 树 枝 搭 起 牌 坊 春
联，牌坊门楣上方的

“欢度新春”四字和上
下联就是用瓷器汤瓢
或小瓷碟组成的。

再说起即将到来
的除夕夜团圆饭，张
奶奶已做好准备。“以

前过年，家家都忙着捣年糕、晒腊肉、酿米酒，
摆好瓜子零食招待亲朋好友。”张奶奶告诉记
者，为图吉利，讨个好口彩，古人取年糕的

“糕”字与高升的“高”谐音，寓意人们的工作
和生活一年比一年提高。待到正月初一一
早，张奶奶一家人还将围坐在一起，蘸着白糖
吃年糕，感受浓浓的年味。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现代
生活方式的更新换代，传统节俗在一定程度
上“遇冷”，但老年俗少不了传承，更少不了与
时俱进的创新。今后，年节礼俗的重心有待
调整，以找到平衡传统文化内涵和人际交往
间的良性互动。“过一个家人都齐整的团圆年
最重要，这些老年俗我还要一点一点讲给孩
子们听。”张奶奶说。

江西景德镇

：

千年瓷都年味浓

本报记

者

郭静原

我家共有 8 亩地，原来都是种马铃薯和玉
米，一年下来每亩地也就挣几百元。农闲时我
会去县城打打零工，总体来说日子过得紧巴巴
的。家里的房子是 20 多年前建的，很破旧了，
一直没有能力盖新房。

3年前，县里倡导特色种植养殖，村干部经
过仔细调研后认为中药材草乌适合我们村种
植，市场价格也比较高。我把家里的 8 亩地拿
出了 6亩来种草乌，剩下的 2亩还是种玉米。

种草乌一亩地的投入在 3500 元左右，亩
产能达到 600 至 800 公斤。县里组织的技术
人员到村里给我们讲解技术，并随时提供指
导。2016 年鲜草乌的地头收购价为每公斤 20

元，我家 6 亩草乌卖了差不多 9 万元，扣除各种
成本，大概净赚了不到 7万元。

这 3年我大概攒了 20万元，盖一幢两层半
的新楼房大概需要30万元，我原本是想等到今
年年底收完草乌卖了后再盖的。但去年县里扶
贫力度非常大，出台了农村危房改造和宜居农
房建设的政策。政府补贴5.2万元，同时还联合
金融机构提供 6 万元的贴息贷款。我算了算，
刚好够盖新楼房了，一咬牙就盖了，提早圆了我
家的安居梦。

6 万元的贴息贷款，还款期限 25 年，我每
年仅需还款 3000 多元，压力不算大。另外，以
往我们都是分散种植经营，有时会因为市场收

购价格的波动而遭受损失。现在村里成立了
专业合作社与市场对接，帮助我们规避价格波
动带来的风险，让我心里踏实多了。进村的公
路去年也修好了，收购方可以直接把车开到田
间地头来收购，方便了许多。

目前新房已经基本建好，等开春以后我们
全家就可以搬进去了。草乌我还要种，今年打
算利用政府提供的产业扶贫基金再养几只黑
山羊，不喂饲料，自然放养，纯天然绿色生态
的，应该能卖出好价钱。我们村现在有 90 多
户都在种草乌、当归、附子等中草药，我估计再
过几年全村都能盖上新楼房。

（本报记者 秦海波整理）

云南省禄劝县撒营盘镇干海子村村民田洪银：

种草乌让我盖起新楼房

陕西西安：

赏 灯 看 景 人 欢 乐
本报记者 雷 婷

山西阳泉：

巧 手 匠 心 彩 面 塑
本报记者 崔国强

近年来，江西

省高安市大力推进

“一村一品”，发展

特色农业，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该市

筠阳街道牛溪杨村

是“红烛村”，全村

50 多 户 农 民 家 家

做红烛。随着新春

佳节的到来，红烛

进入产销两旺的季

节。图为村民敖金

龙在制作红烛。

梁剑锋摄

点 旺 新 年 红 火 生 活

本报讯 1月 2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将再次推出春节特别节目《中国声音中
国年》，用全媒体双视频平台为亿万听众
奉献一道有声有色的“视听盛宴”。

节目从大年三十中午 12 时开始，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音
乐之声、都市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
文艺之声、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乡村之声
等九套频率将以一小时为一单元，并机持
续直播春节连线、乡音乡情、名人明星话
新年等 6 小时的精彩节目。节目将以新
闻+文艺+专题结合的形式，以温暖、欢
乐、轻松为主基调，以过年的声音、过年的
味道、过年的期待和过年的责任为主线，
传递中国人的亲情、温情、豪情和恩情，展

现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取得的巨
大成就和百姓生活的长足进步。

届时，近 20 位央广著名播音艺术家
和主持人将参与主持，其中包括当年现场
直播过许多重大新闻声音，影响了一代人
的老主持人方明、于芳等。一批听众喜爱
的艺术家和文体明星将集体亮相。

节目还将首次用 PC 和手机直播双
视频平台给听众全新的视听享受。新媒
体互动也将贯穿节目生产与播出全过程，
主持人将在直播互动中为听众派发近百
万元现金红包，让听众在收听的过程中有
的听、有的看、有的说、有的玩，热热闹闹
过大年。 （张 蔚）

央广打造春节特别节目《中国声音中国年》

“这次不设宴，一人喝碗羊肉汤，方便
还暖和！”1月 18日，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
一个小区内正操办着结婚喜事，前来道贺
的宾客几人围成一桌，边聊天边喝着热腾
腾的羊肉汤。新娘的舅舅说：“男方宴请
也不超过 20桌，这样就挺好！”

近年来，部分地区大办红白事，铺
张浪费、炫富攀比风盛行。对此，河南
省持续开展“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
乡风”活动，树制度讲文明，广泛开展
集中示范和专项整治，推动当地农村遍
吹文明新风。

“过去，群众主要是因病致贫、因残
致贫。而现在，却有不少群众因红白事
大操大办致贫，这与我们全力推进的脱
贫攻坚背道而驰，必须采取措施，从源
头刹住歪风邪气。”宁陵县委书记、县脱
贫攻坚指挥部政委李振兴表示。去年以
来，商丘市宁陵县以“移风易俗新时
尚、文明宁陵正能量”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系列主题活动为载体，把移风易俗
作为撬动群众脱贫的杠杆，激发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内生动能。
对此，宁陵县强化制度促文明：每个

村子成立红白理事会，将文明从简落实到
章程制度上，对红白事操办作出硬性规
定，倡导婚事彩礼不高于 3 万元、红事每
桌不超 350 元、白事不超过 200 元标准，
并对违反规定大操大办的群众取消村内
一切评优评先资格。

四菜一汤、一包 5 元的烟、一瓶 15 元
的酒⋯⋯这是近日在宁陵县赵村乡张庄
村村民孔祥玉为爱人操办丧事的全部。

“以前互相攀比，越比越穷。现在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最后还不是我们老百姓得
了实惠？”孔祥玉说道。原本一场丧事最
高能花四五万元，如今在红白理事会的操
办下，1万多元就能办圆满。

刹得住歪风，更要正民风。宁陵县树
先进典型，广泛开展“好家风、好家训”“道
德模范”“星级文明户”等 10 项评选活动，
坚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宁陵县柳河
镇张庄村委会主任张家顺说：“举办这样
的活动，就是要形成人人讲文明、户户争
荣誉、村村比先进的浓厚氛围。”全国最美
家庭白智超、中国好人王军章、河南乡村
好媳妇郑文梅⋯⋯如今，向上向善的民风
已吹遍宁陵。

河南推广移风易俗活动——

刹歪风 正民风 树新风
本报记者 夏先清

为让回家的旅客感受到浓浓春节氛围，1 月 25 日，重庆客运段在 T238 次列车上开展“情

暖回家路”主题活动。图为列车员刁礼维为旅客书写春联。 本报记者 冉瑞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