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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信息

本报记者 赵改玲

2月9日 （农历正月初五） 下午，市
民郭松涛继续到市图书馆“打卡”，这已
是今年春节长假期间他第四天到市图书馆
看书了。春节期间，到市图书馆，氤氲在
书香里，让我市不少书迷过了一个有文化
味儿的春节。

今年春节期间，市图书馆不“打
烊”。2 月 4 日 （农历除夕） 这天上午开
门，2月5日 （农历正月初一） 至2月10
日（农历正月初六）均为下午开门。

和公园、商场、大街的喧嚣不同，市
图书馆非常安静。2月9日15时许，记者
来到市图书馆，看到市图书馆门禁显示，
进馆人数已达754人。在一楼大厅的朗读
亭，一对母女正在安静地朗读王安石的

《游褒禅山记》和散文《重阳节，母亲的

礼物》。这对母女告诉记者，她们均是朗
读爱好者，朗读亭内有专业的朗读设备，
有丰富的朗读题材、封闭的环境，就像走
进录音棚一样，特有仪式感，特容易让人
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很享受。

走进春节期间市图书馆开放的阅读区
域，真是一座难求。有的沉浸在 《平凡
的世界》《我们仨》的文学世界中；有的
阅读自带的 《古文观止》，和古人“对
话”；有的则是母子共读，在绘本中得到
快乐。市民王炎说，春节假期非常珍
贵，她和家人都觉得到市图书馆看书比
较有意义，这里有读书的氛围、安静的
环境，让人在读书中养神、养气，达到充
电的效果。

据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
月10日 （农历正月初六） 16时，春节期
间，来市图书馆看书的读者平均每天近
2000人次，总人数有上万人次。

氤氲书香里
过个文化年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记者昨日从
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截至 2 月 10 日
（农历正月初六） 16 时，我市未发生事
故灾害类、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截至
2月10日18时，我市共查出一般安全隐
患388处。

春节期间，市应急管理局的许多工
作人员都没有休息，而是忙着暗访，重点
对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旅
游、人员密集场所、大型综合体、庙会等重
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防控措施落实情
况和应急值守情况进行检查。

2月4日（农历除夕）上午，记者跟随
暗访组先后到市消防指挥中心、解放区一
网吧、中站区一化工企业进行检查。每到
一处，暗访组都详细了解相关安全措施落
实情况和应急值守情况，并叮嘱这些单位
要做好春节期间的安全工作。

春节期间，市应急管理局成立 7 个
暗查暗访工作组，于2月4日至10日对
各县 （市） 区、市政府安委会主要成员
单位和重点生产经营单位节日期间的安
全防范工作和应急值守情况进行暗查暗

访。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要求相
关单位现场进行整改，对不能现场整改
的，各级政府安委会办公室督促整改，
并将整改结果反馈给暗查暗访工作组。

各县 （市） 区政府安委会办公室也
相应成立暗查暗访组，对本辖区内的车
站、加油站、危险化学品企业、景区、
商场、森林防火、娱乐场所、庙会等重
点行业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节日期间的
安全生产和应急值守情况进行暗查暗
访。截至2月10日18时，全市共检查生
产经营单位1158家，查出一般安全隐患
388 处，当场整改 384 处，限期整改 4
处，未查出重大安全隐患。

节日期间，全市应急管理系统按照
省应急管理厅的要求，每天动用30%以
上人员在基层一线督导检查，保证了国
家和省、市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得到落
实，确保了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另外，春节期间，全市共成立消防
检查组152个，检查单位655家，查处火
灾隐患1307处，出动抢险救援91次，出
动救援人员1069人次，营救3人。

市应急管理局春节暗访忙
查出一般安全隐患388处

本报讯 （记者高小豹） 2 月 10 日
（农历正月初六）凌晨起，我市下起了小
雪，让这个春节假期出行路上多了一些
泥泞。对此，市公安交警部门迅速启动
恶劣天气应急处置预案，增派警力，全
力疏导，保障安全，确保市民出行平安。

当天，因降雪加上气温偏低，我市
一些道路出现结冰现象，使人们的出行
受到很大影响。为保道路安全畅通，记
者在采访中看到，在解放路与山阳路十
字交叉口，有的交警在路面上撒融雪
剂，有的交警在风雪中疏导车辆。由于
降雪，原焦高速公路 （焦作至晋城段）
封闭，高速交警在高速公路进行巡查，
查看道路状况。10时30分许，高速交警
在原焦高速公路 （晋城至焦作方向） 巡

逻时，发现有两辆挂山西牌照的小型汽
车发生追尾事故。高速交警立即上前询
问情况。看到交警，其中一辆车上的男
子向交警求助，称事故造成车上怀孕 8
个月的妻子腹部出现阵痛。担心发生意
外，高速交警马上让孕妇和家属坐上警
车，送他们到附近的中站区人民医院。
据了解，孕妇目前情况稳定，母子平
安，正在医院作进一步观察治疗。

市公安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表示，
昨日全市公安交警按照恶劣天气应急处
置预案工作要求，迅速组织多组警力，
加大道路巡查力度，在全市各个桥梁、
陡坡处撒融雪剂，同时积极与相关部门
联系尽快除冰除雪，消除道路交通安全
隐患。

市公安交警部门：

雪天多策应对保畅通

本报记者 赵改玲

春节期间，记者走进焦作火
车站，感受今年春运新变化时发
现，“反向春运”“行囊中的礼
物”成为热词。

“反向春运”成时尚

1 月 31 日 21 时许，记者来到
焦作火车站，看到这里灯火通
明，一楼候车厅内坐满了人，这
些旅客几乎都是去北京过年的。
看来，“反向春运”比往年更火
了。

19 岁的姑娘木木，独自乘火
车去北京过年。木木的家是焦作
的，父母已在北京打工 6 年。过
去，过年都是父母回焦作，人
多、票难买。今年，他们家决定

“反向”过春节——木木到北京过
年。2 月 10 日晚，木木通过微信
告诉记者，她在北京过春节很开
心，父母春节期间可以加班，也
可以陪她，她觉得“反向春运”
特别适合他们这个家。

像木木一样，去北京和家人
团圆的焦作人大有人在。昨日，
一对 15 岁的双胞胎姐妹告诉记
者，过去，家住北京的爷爷、奶
奶总是回焦作过年。今年，他们
和父母一起去爷爷、奶奶身边过
年，一样团圆。

据焦作火车站客运值班站长
张丽霞介绍，今年春节期间，去
北京、上海、广州方向的旅客比
去年增加 2 倍。她说，“反向春
运”不仅能实现全家一起过团圆

年，而且缓解了春运压力，节约
了资源。

是啊，“反向春运”，不变的
是亲情。

旅游照片再刷屏

“我在安徽宏村。”“去西安，
来一场想走就走的旅行。”2 月 8
日至 9 日，记者的微信朋友圈里
不断跳出这样的信息。

从 1 月 31 日起，春节旅游就
开始热起来。

1 月 31 日，记者在焦作火车
站看到，春节去旅游的市民格外
多。今年71岁的司真珠老人在旅
客中格外引人注目，家里的 6 口
人都围着她，有点众星捧月的意
思。一打听才知道，他们一家人
是去北京旅游。司真珠的大儿子
说：“去北京的票特别好买。晚上
的火车，当天早上买都有票，还
是卧铺。过年去北京旅游，北京
的地铁不挤了，旅店不愁订了。
所以，我们选择春节去北京。”

春节期间，还有不少人选择
自驾游，边游边拍，留下美好的
记忆。

爱心装在行囊中

2月10日是返程高峰，“行囊
中的礼物”再度成了热搜词。有
人说，行囊里没有父母装不下的
爱。从春运开始至今，“行囊中的
礼物”一直引人关注。从春运行
囊里，我们看到了家人之间的爱
和思念。那么，我市旅客的行囊
里都装了什么？答案是家乡味道。

“铁棍山药都带疯了。”昨

日，焦作火车站的一名安检员告
诉记者，从焦作火车站出发的旅
客，带焦作特产的人特别多，铁
棍山药最多，其次是清化姜、武
陟油茶、怀菊花、芝麻糖等。

携带的是礼物，流淌的是亲
情。昨日记者看到，在返程的旅
客中，除了焦作特产外，旅客的
行囊里还装有父母自制的腊肉、
蒸的手工馍、炸的丸子等。

春运路上留点心

3件没撕标签的新年衣服、里
面装有4000元现金的包……这些
都是今年春运期间焦作火车站工
作人员拾到的旅客丢失的财物。
春运路上，旅客普遍心急，“马大
哈”增加了很多。

张丽霞介绍，今年春运期
间，她值班时看到，有一名旅客
就把包落在候车厅。在铁路民警
的监督下，焦作火车站的工作人
员打开包，发现里面有4000元现
金，还有很多证件。经过多方打
听，工作人员联系到了该乘客，
发现其已到郑州，只好让他的家
人将包领走。

2月3日，一名乘客将旅行包
遗落在焦作火车站候车厅座位
上。工作人员打开一看，里面有3
件没撕标签的新衣服。经联系，
该乘客已到深圳。

张丽霞说，春运期间，他们
平均每年捡到 600 多件物品，最
大的是旅行箱，最小的是手机。
焦作火车站工作人员提醒，春运
路上，别光急着赶路，还要带好
随身物品。

“反向春运”成热词 爱心装在行囊中

昨 日 ，
记者从市气
象 局 了 解

到，2月12日至13日、15日
至16日分别有冷空气影响我
市，其中13日傍晚到14日上
午有一次降雪过程。

我市今日至后天具体天

气预报如下：11 日，多云 间
晴 天 ，偏 东 风 2～3 级 ，气
温-6℃～7℃；12 日，多云间
晴 天 ，偏 东 风 2～3 级 ，气
温-5℃～7℃；13 日至 14 日，
阴天，有小雪，偏东风3级，气
温-4℃～2℃。

许明霞

冷空气活动频繁
我市后天有小雪

据新华社天津2月10日
电（记者周润健）天文专家
介绍，11 日，夜空将上演

“火星合月”美丽天象。届
时，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公
众用肉眼即可看到红色的火
星与皎洁的月亮相互辉映、
齐放光芒的景象。

今年 2 月火星由双鱼座
顺行至白羊座，日落时位于
西南方天空，约于23时12分
落下，亮度1.0等，前半夜可
见。”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
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
11日日落后，一弯正月初七

的“上弦月”挂在西南方天
空，在月亮右边不远处，有
一颗红色星星，这就是火
星。“红色的火星与皎洁的月
亮，在苍穹中深情相对，上
演‘星月童话’，为早春的夜
空平添几分情趣。”

赵之珩提示，火星是唯
一能用望远镜看得很清楚
的类地行星。感兴趣的公
众用小型天文望远镜观测

“ 火 星 合 月 ”， 效 果 更 佳 。
“透过望远镜，火星看起来
呈现出橙红色的球面，非常
美丽。”

“火星合月”11日上演
“星月童话”扮靓天宇

生活贴士

本报记者 张闻评

2 月 8 日，农历正月初四，
10时。在焦作市中心血站体采
科采血室内，今年35岁的张海
燕正在完成她有生以来的第41
次无偿献血。

从18年前第一次无偿献血
开始，张海燕将自己浓浓的爱
心倾注于滴滴热血的奉献之
中。从最初的全血采集，到如
今专门为白血病人临床使用的
成分血收集；从当初的 200 毫
升、400 毫升，到今天两个治
疗量的献血，张海燕不仅完成
了她献血历程中由量到质的变
化，更完成了她内心“血同
脉，爱同行”的升华。

从2006年至今，张海燕先
后八年四次荣获国家级义务献
血的金银大奖。获奖证书由国
家卫生计生委 （卫生部）、中
国红十字总会、解放军总后勤
部联合颁发，每两年评选一
次，主要表彰全国范围内为义
务献血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
人。从2001年开始，张海燕已
经连续 18 年参加无偿献血，献
血次数达 41 次，献血总量近两
万多毫升，相当于四个体重 50
公斤成年人的全身血量。有人
问张海燕，你参加无偿献血图
个啥？不善言辞的张海燕总是
说：“啥也不图，我一个普通人
能帮助别人图个心安。”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心
地善良的张海燕怎么也不会想
到，厄运正扑向她原本平静的

家庭。今年年初，张海燕的丈
夫被查出患肝癌晚期并合并腹
水，不到一个月的治疗就花光
了家里的积蓄。张海燕本人是
某银行的一名派遣员工，丈夫
从部队退伍后一直没有稳定工
作，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大的
正在上技校，小的才两岁，家
里全靠张海燕每月不到2000元
的工资生活。从丈夫入院起，
张海燕没日没夜地在医院照料
爱人，同时还要负责两个孩子
的学习和起居。病人和生活的
双重压力使得张海燕骤然憔悴
了许多。

即便是这样，正在医院照
料病重丈夫的张海燕得知有其
他病人需要成分血时，毅然按
照预约的时间到市中心血站无
偿献血，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
头的一幕。

2 月 9 日，农历正月初五，
记者在解放军第 988 医院焦作
院区（原第91中心医院）重症
病房采访时，遇到了浑身疲惫
的张海燕，她告诉记者：“尽管
孩子的父亲需要照顾，但还是
要给小女儿小年糕过个两岁生
日。因为孩子出生在农历大年
初五，因此取名‘小年糕’。”
虽说是给女儿过生日，但张海
燕只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蛋糕，
蛋糕上也只简单地点缀了几颗
草莓，算是给女儿的生日礼物。

当记者问及张海燕对参加
无偿献血这件事的感触时，她
轻轻抚摸着手里的获奖证书深
情地说：“希望好人有好报，愿
我的爱人能得到命运的眷顾！”

血同脉 爱同行

昨日，降雪后，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滑雪橇、打雪仗，玩得不亦乐乎。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雪 趣

本报讯（记者杜玲）我市
2019 年“春风行动”将于 2 月
12日 （农历正月初八） 拉开帷
幕。记者昨日从市人社局获
悉，从 2 月 12 日至 2 月 21 日
（农历正月十七），我市采取
市、县联动的方式，连续10天
为广大求职者举行 130 场招聘
会。届时，将有1000余家企业
携4.8万余个岗位参会，助力更
多百姓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为进一步促进全市农村劳
动者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转移
就业，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满足企业及其他单位用人需
求，2 月 12 日至 3 月 15 日，市
人社局联合市扶贫办、市总工
会、市妇联开展“春风行动”
系列活动。今年“春风行动”
的主题是“促进转移就业，助
力脱贫攻坚”；服务对象包括
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农村劳动
力、农民工，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有用工需求的用人
单位。

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
我市人社部门多渠道征集岗位
信息，层层筛选招聘单位，为
今年的“春风行动”专场招聘

会征集到 1000 余家企事业单
位、4.8万余个就业岗位。

据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从征集到的岗位信息看，
今年的工资待遇较去年有所提
高，每月工资待遇普遍在2000
元至5000元之间，甚至有些岗
位还开出了年薪10万元、月薪
2万元的丰厚待遇。

据悉，今年的“春风行
动”专场招聘会，我市采取
市、县联动的方式，在市人才
交流中心、市人力资源市场与
各县 （市） 区的人才交流服务
机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同步
举行。为让更多人找到工作或
成功创业，在每场专场招聘会
上，我市人社部门还将设立专
门服务台，安排专业人员为求
职者提供职业指导、技能培
训、创业服务、劳动争议等

“面对面”的咨询和服务。另
外，我市人社部门还将通过微
信公众号、天纵英才网、焦作
就业创业网、村级人社站电子
屏等远程途径广泛发布岗位信
息，帮助劳动者与用工单位实
现有效对接，让更多的求职者
都能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

4.8万多个岗位任您选
2019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明日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