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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2月9日电 （记者
王君宝）每个春运，都有一群默默奉献
的人，用坚守成就他人的团聚，诠释着
最美“敬业福”。

老民航于国芳：站好春运最后一班岗
“这是我经历的最后一个春运了。”

老民航于国芳有些留恋。从机场一名
普通的货运保管员到货运营业部经理，
再到现在的站坪部货邮车队队长，于国
芳在哈尔滨机场已经工作了41年。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确保行李、货物
正常装卸和运输。”于国芳说。春运期间，
行李、货物多，他每天要对80多个航班进
行全程监督并进行不定时随机抽查。谈
及坚守，于国芳欣慰与愧疚并存。

孩子生病，把药片放在桌上，转身

就去上班了；家里老人住院，在身边照
顾的时候还得看着表，一到时间就要往
单位赶；家里的事都是妻子一个人操
心，自己帮不上太多的忙。

“等退休了，我得好好给家里人还
‘感情债’，陪陪老伴儿、给孩子做饭。”
于国芳憧憬着退休以后的生活，“不过，
一想到要离开，心里也不是滋味。春运
最后一班岗，我得站好了，为自己的民
航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知心班组长范吉祥：失约的承诺
今年，是范吉祥进入民航系统的第

十个年头，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
心。十年前，他是初出茅庐的新手；如
今，他是业务熟练的班组“头羊”——哈
尔滨机场旅客服务部运输服务室知心

班组的组长。
除夕一大早，范吉祥就乘通勤车到

达单位。他的“辖区”共24个近机位登
机口，64个远机位。当天，范吉祥带领
的知心班组保障了 312 架次航班、
43771名旅客顺利出行。

凌晨，最后一班出港航班登机了，
范吉祥终于顺利完成了今天的航班保
障任务。他拨通了新婚妻子的电话。
去年，他们结束了爱情长跑，步入婚姻
殿堂。他承诺婚后第一个春节带她回
家看看，可是他没有做到。他告诉她：

“我的新春也是好多人的新春。”
民航班车司机张玉奎：城市夜里最

长的旅程
44岁的张玉奎，是哈尔滨机场空

港服务公司客车保障部的司机，家里有
父母、妻子和可爱的儿女。他心里一直
期盼着除夕夜三世同堂、其乐融融的团
聚，但因工作需要，他不得不一路奔波。

作为哈尔滨机场空港巴士的中坚
力量，张玉奎的春节与平时几乎一样。
从早7点第一班车始发，到初一凌晨1
点下班回家，张玉奎说：“这个工作节奏
早已经习惯了，三班倒，初一、初二我可
以好好休息，陪陪家人。”家人的理解，
乘客的认可，让张玉奎脸上洋溢着幸
福。“春节是个特殊的日子，我帮助那么
多人圆了团聚的梦，这份付出很值。”

万家灯火，辉映着喜庆，绽放着美
满。张玉奎驾驶民航班车，穿行着这座
城市最长的旅程。

小遗憾成全大归途 用坚守诠释“敬业福”

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电 （记者
刘扬涛 蒋成）新年来临，全国多地的
古镇名街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充满
传统“年味”的各色文化活动吸引了众
多游客，人气兴旺的古街老巷正焕发着
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

“在千年古城过传统中国年，这样
的春节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大年初一
晚上，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的平遥
古城内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来自太原
的游客马培超漫步在古色古香的街道
上，观赏着满城灯火、游行庆典，感受到
了传统年俗的魅力。

平遥古城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有
近2800年的历史，1997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平遥中
国年”活动从2006年开始，至今已举办

13届，如今已成为平遥古城一张靓丽的
文化名片。

据介绍，今年的“平遥中国年”以
“开放的平遥欢迎您”为主题，推出了书
法、彩灯、社火、民俗、戏曲等多项表演
活动。

在位于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的黎
城古城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古城迎春庙
会正在进行。看演出、品小吃、赏花灯、
点旺火……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为百
姓送上了一道道精美的文化大餐，为新
春佳节增添了传统文化年味。

黎城县古称黎侯国，拥有2700多
年的历史。黎城地区的民间传统年俗
丰富多样、流传甚广，八音会、游河灯、
逛庙会、点旺火等活动一直都是当地百
姓过年的“必备节目”。

“每年的迎春庙会就是我们老百姓
的一次狂欢。”长治市民史旭凯说，今年
的黎城古城迎春庙会上不仅有各类年
俗表演，而且每天安排了不同的文体比
赛活动，从扭秧歌到打陀螺、跳大绳，群
众广泛参与、乐在其中。

农历正月初五，贵州省龙里县湾滩
河镇果里村上千名苗族同胞，身着盛装
举行一年一度的“跳洞”祈福活动。

“跳洞”是果里村苗族同胞在洞穴
里跳舞闹新春祈福的一种独特的习
俗。是当地人表达对祖宗的祭祀、对文
化的追溯、对来年风调雨顺的期盼，也
是青年男女展现服饰、表演舞姿、赛笙
比美和相互表达爱慕之情的交际活
动。“跳洞”祭祀闹新春活动，2015年已
被列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跳洞”活动开始之前，全村老幼来
到村里一棵百年古树下进行祭拜。祭
拜仪式结束，村民来到村口的一个自然
形成的山洞内进行“跳洞”。活动中，苗
族同胞在山洞中围着篝火，男的吹芦
笙，女的跳舞，排列成圆弧形，首尾相
接，形成一个个大圆圈。

据当地苗族群众介绍，苗族先祖们
在迁徙途中，曾居住山洞，随着苗族的
繁衍发展，山洞内空间有限，苗族同胞
逐渐迁出洞穴。“跳洞是为了纪念我们
的祖先，也是为了让我们这个文化继续
传承下去。”村民吴倍松说。

如今，“跳洞”活动除了有祭祀含义
以外，也成为苗族同胞展示自我和与外
界联络感情的重要活动，每年都会吸引
众多外来游客到此观看体验。

传统年俗显魅力 古镇名街焕新生

新华社北京 2月 9日电 （记者
樊曦 叶昊鸣）春节假期接近尾声，各
地出行客流持续攀升。为应对返程客
流高峰，各部门加强运输组织，积极创
新服务举措，努力为旅客返程创造良
好出行环境。

9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100
万人次，同比增长2.9%，预计加开旅客
列车869列。春节假期，广大铁路干部
职工坚守岗位，舍小家、顾大家，奋战在
运输生产一线。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
司沈阳高铁维修段钢轨打磨专修队冒着
极寒天气，在夜间对哈大高铁钢轨进行
打磨作业，确保高铁钢轨、道岔的平顺度
和精度；武汉局集团公司武汉动车段地
勤机械师加强动车组保温作业，确保动
车组各个“器官”不因受冻而失灵，始终

处于良好状态。
春节期间，国网陕西渭南市供电公

司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抢修值班制度，
成立20余支抢修小分队，对线路和设备
展开深入检查，及时发现和处理电网设
备异常问题。国网江苏句容市供电公司
组织工作人员对当地电动汽车充电桩进
行全面巡视检查，密切排查电力设施附
近大型机械施工作业情况，落实应急值
班抢修力量，方便群众绿色出行。

随着人们纷纷踏上节后返程之
旅，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也迎来了旅客
集中返程的高峰。9日，双流机场计划
安排航班起降 1034 架次，其中国际
（地区）航班 109架次，加班 20架次。
预计9日出港旅客人数将达到8.6万人
次，是近期客流量较大的一天。

各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

新华社长春 2月 9日电 （记者
赵丹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过年时
一家人团圆的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
在外打拼的游子返乡过年是传统，父
母从老家到孩子们所在大城市的“反
向团圆”是近年潮流，而父母与子女相
约到目的地“团圆旅行”更成为一种新
的过年方式。

“看天池、玩冰雪、泡温泉，今年过
年我们小两口既不回公婆家，也不回
爸妈家，而是全家六口人在长白山过
年，特别开心。”来自上海的李晔宇说。

李晔宇告诉记者，她和爱人在上海工
作，双方父母分别家住山东和安徽，每年过
年都会因为“回哪边”而犯愁。也曾想过让
双方老人都来上海过年，但由于他们在上
海的房子只有一居室，所以放弃。今年他
们利用过年假期带着父母一起去东北，一
边团圆一边旅行，一举两得。“看着父母玩
得那么开心，我们做儿女的也觉得特别欣

慰。”李晔宇说。
家在长春的王德友和爱人在大年三

十下午乘飞机去了三亚。几个小时后，
他们在三亚与常年在英国工作的儿子团
圆了。王德友告诉记者，英国不过春节，
儿子、儿媳都是请了年假回国探亲，他们
不忍心让孩子们加入春运大潮往家赶，
于是一家人决定约到三亚边玩边过年。

“现在东北人都流行去三亚当‘候鸟’，我
好几个老同学早早就去了。边过年边旅
游，咱也享受享受。”王德友说。

据吉林市北大壶滑雪度假区市场部
经理闫帅介绍，春节期间，度假区500多间
客房早就预订一空。从订单来看大多是以
家庭出游为主，不少远距离的客人都是“三
代同游”，而且特意选择在大年三十入住。
此外，滑雪场每天的进场人数在4000到
5000人之间，比往年翻了一倍。“我们度假
区也营造了浓厚的新年氛围，让游客体验
到家一般的舒适和温暖。”闫帅说。

过年新潮流：边团聚边旅行

新华社马德里2月8日电 （记者
郭求达）美国非营利性教育机构艺术
复兴中心（ARC）8日在西班牙巴塞罗
那的欧洲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第 13
届ARC国际沙龙大奖赛颁奖仪式，中
国艺术家于明的油画作品《在布拉格》
荣获本届大赛最佳作品奖。

这幅画作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居住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俄罗斯画家，人
物与窗外的风景有一墙之隔，阳光透
过窗户照在人物脸上。

于明1977年生于黑龙江，1998年考
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目前担任中央美

术学院讲师，同时是北京油画协会会员。
艺术复兴中心由美国艺术收藏家弗

雷德·罗斯创办，致力于推动现实主义艺
术发展。其主办的年度大奖赛是当代具
象写实艺术领域规模最大的竞赛之一，涵
盖油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

本届大奖赛收到来自 69个国家
和地区的3750多件作品，最终选取约
1050件作品参加第13届ARC国际沙
龙巡展。巴塞罗那是巡展的第三站，8
日当天巡展在欧洲现代艺术博物馆开
幕。此前这些作品已经在纽约和洛杉
矶两站展出。

中国艺术家于明油画作品获
国际大赛最佳作品奖

□新华社记者 刘向

春节假期，不少前往欧洲自由行
的中国游客或徜徉在各大博物馆、美
术馆，或驰骋在阿尔卑斯山的各大滑
雪胜地……特色鲜明的出境自由行正
成为中国人新春旅游的一大特点。

来自北京某高校的白老师是一名
博物馆爱好者，她曾前往纽约、华盛
顿、伦敦、布拉格等地参观各大博物
馆。她告诉记者，今年寒假她再赴欧
洲，进行一次为期 15 天的博物馆之
旅。

维也纳是白老师的最后一站，此
前她去了巴黎、鹿特丹、海牙、阿姆斯
特丹，沿途参观了卢浮宫、奥赛博物
馆、蓬皮杜中心、海牙莫瑞泰斯美术
馆、荷兰国家博物馆等10家综合性博
物馆，还有10多个美术馆。

白老师说，参观博物馆是一种立
体了解地区乃至世界历史和艺术的方
式。通过这次参观，她更深入地了解
了荷兰黄金时代、法国大革命到20世
纪初，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的
艺术和历史。

冬季的欧洲，宜静也宜动。在白
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一流的雪场正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自北

京的朱女士告诉新华社记者，他们一
家非常向往阿尔卑斯山的雪，这次直
奔奥地利滑雪胜地，满足对雪的渴望。

朱女士介绍说，他们一家三口在
山里住了六天，每天进行雪地徒步或
者滑雪。她表示，如今不喜欢走马观
花，而愿意在一个地方多待几天，慢慢
体会和感受。她认为，这种旅游方式
更加惬意，是真正意义的度假。

春节期间，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像
白老师、朱女士一样，选择个性特色鲜明
的深度游。“求新”“求深”成为中国人出
境游的新特点。而奥地利因历史文化底
蕴厚重，自然风光秀美宜人，成为不少中
国游客新年旅游的目的地。

据奥方统计，中国公民赴奥地利
旅游人数连年攀升，2018 年 1 至 10
月，中国公民抵奥人次达86.5万，同比
增加近9%。预计2019年中国游客访
奥人数还会继续增长。

星球支付公司最近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8年赴奥地利旅游的非欧盟游
客在奥人均消费额为508欧元，而中
国游客人均消费达616欧元。该公司
分析说，中国游客的旅游行为正在发
生变化，例如自由行人数增加、年轻消
费者出境频次和消费支出不断增加，
以及更多人追求高品质旅游体验等。

（据新华社维也纳2月9日电）

春节出国自由行凸显“求新”“求深”

新华社广州 2月 9日电 （记者
田建川）白云机场9日迎来节后春运返
程客流高峰。白云机场有关负责人介
绍，全天计划出港航班687班、进港航班
690班，单日客流量将超过22万人次。

春节假期即将结束，探亲返向流、
旅游回程流高度叠加，国际旅客增幅
明显。记者从白云机场了解到，春运
以来截至2月8日，白云机场运送国际
旅客超过100万人次，日平均5.3万人

次，同比去年春运增长8.06%。
针对返程客流高峰，白云机场通

过挖潜机位资源、加强指挥联动协调、
增强地面交通疏导等多项措施，保障
旅客便捷出行。

航班保障方面，白云机场加强指
挥联动协调机制，制定“缓压机位应急
方案”，确保航班顺畅、高效运行。旅
客方面，增加问询、安保等岗位服务人
手，空港快线机场大巴安排充足的加

班运力和人员待命，确保旅客走得了、
走得好。

据了解，空港快线长途线每天双
向发车686班，市区线路每天双向发车
超过224班，并根据客流高峰适时增加
发车班次。

白云机场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回程旅客多以商务人士及返乡家庭为
主，务工人员及学生群体的返程高峰
可能会在元宵节前后出现。

白云机场迎来春运返程客流高峰 单日将超22万人次

“一带一路”上的铁路“网红”：要与时代同步脉动
新华社乌鲁木齐2月9日电（记者高晗）春节前的新疆伊犁河谷又一次迎来寒潮，霍尔果斯火车站的温度已

经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傍晚的天空渐渐飘起了雪。
19时许，袁亮准时到达集合区。在班前会上，他将接到的当晚需完成的任务清单，熟练地塞进胸前的夹子

里。雪越下越大，袁亮抖了抖落在帽子上的雪，坐上班车，前往几公里外的作业区。
袁亮是一名铁路连接员，服务于中国西部霍尔果斯火车站，这里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关口，不远处就是中

哈边境线。
“铁路连接员”是做什么的？
作为铁路一线员工，袁亮从事的工作，是整个铁路系统里最辛苦的工种之一，就是摘解车辆的风管，提开车

钩，然后利用驼峰（在地面上修筑的犹如骆驼峰形状的小山丘）的坡度和车辆的重力，将列车顺坡自动溜放到预
定线路上。

寒风凛冽，记者穿着厚厚的冲锋衣站在户外不到十分钟，就打起了冷颤，而他们要时而跪在满是白雪的钢
轨上提开车钩，时而用手扒着冰冷的列车疾驰前行。虽然天气寒冷，但高强度的工作让袁亮头上的热气透过厚
厚的帽子飘了出来。

每天5次扒火车，20多公里的距离，每个月超过300公里，一年下来就是3600公里，用“脏、苦、累、险”形容
他的工作绝不为过，但他乐此不疲，并以这份职业为荣，就像他朋友圈里所言“你尽管努力，剩下的交给天意”。

休息时，袁亮对记者说：“你们看到的铁道线路上一列列呼啸而过的火车，全是我们连接员一节一节车厢编
组起来的。”

工作时不苟言笑的袁亮，在互联网上却是一个诙谐幽默、拥有5万多粉丝的“网红”。
3年前，喜爱唱歌、绘画的他开始做网络主播。一支缠着胶带的话筒、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一部智能手机，

构成了袁亮的“80后~亮”直播台。直播前，换上一件崭新皮衣的他，“要做直播界最靓的仔”。
直播过程中，袁亮将平常收集的一些铁路小知识做成“笑料包袱”，在互动中让“粉丝”们了解铁路。他说：

“通过网络直播，普及铁路知识，能给‘粉丝’们送去一些有用的‘干货’，这种尝试特别有意义，我觉得今后还能
做更多。”

和袁亮一样，工作在霍尔果斯火车站的年轻铁路员工们，既踏实又时尚，始终与这个时代的潮流同步脉动，
展现着新一代铁路人的风采。

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电 （记者
倪元锦）每逢春节，烟花爆竹有些让人
纠结。放，会导致空气和噪声污染；不
放，感觉少了点年味儿。9日是猪年的
正月初五，记忆里，绵延不绝的噼啪爆
竹声，才是“破五”的样子，而今天的北
京，安静得很，却是清爽宜人。

猪年春节是《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规定》修订实施的第二个春节。爆
竹声已遥远，虽然春节少了些喧闹，却
没了呛人的味道。烟花爆竹燃烧时产
生的大量有害气体及粉尘，可使环境中
的PM2.5浓度大幅上升。监测数据显
示，除夕、正月初一、初五、元宵节期间，
燃放烟花爆竹可使空气中的主要污染
物PM2.5、PM10等浓度远高于平日。

刚刚过去的除夕夜，北京市生态环
境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空气
质量为近5年最优，PM2.5峰值浓度为
177微克每立方米，远低于其他年份峰
值。

除影响空气质量，燃放烟花爆竹还
产生噪声污染。生态环境部门的相关
监测显示，春节期间，燃放鞭炮地区的
噪声可高达135分贝，大于健康所能承
受的85分贝，远超人的听觉耐受限度。

没有了鞭炮声，但年味儿一点也不
少。在北京琉璃厂，一年一度的厂甸庙
会吸引了大量市民和各地游客。街头
上空悬挂的花灯、商铺门口张贴的大红
福字、树枝上一串串红灯笼、游人们脸
上洋溢的笑容，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
把节日的洋洋喜气展露无遗。

随着对环境污染与公众健康认知
的提升，国内禁放限放烟花爆竹的城市
越来越多。为增加年味儿来搞些声音、
造些氛围，烟花爆竹的替代品电子炮，
正成为春节新宠。

禁放限放的春节：
年味儿不见少
清爽更宜人

2月 9日，在安徽省亳州南京巷钱庄景区，“财神”向游客发红包、送祝福。当日是农历正月初五，我国民间有“迎财神”的
习俗。 新华社发

这 是 2 月 9
日拍摄的地坛春
节 文 化 庙 会 一
景。春节期间，
大批市民和游客
来到北京市东城
区地坛公园参加
地坛春节文化庙
会，感受传统文
化，体验浓浓年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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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庙会
品年味

2月9日，摄影爱好者在江苏泰州桃园拍摄雪后腊梅。近日，我国江苏、安徽、
山东等地出现降雪，雪后人们游兴更浓。 新华社发

雪后游兴浓

大年初五迎财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