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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装产业疏解商户刘赵燕

我在沧州过大年
河北日报记者 张岚山 戴绍志

2月1日，农历大年初一。
当第一缕阳光洒满大地，古城正

定披上了金装。
穿南城门而入，街巷上、屋檐下大

红灯笼高高挂，一派红火喜庆的景象。
来自石家庄的秦京源一家三口陶

醉其中，“虽然经常来，但每次都是来
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正定拥有“九
朝不断代”的古建筑群落，秦京源喜欢
这里的古韵沧桑，触摸古城里的一砖
一瓦仿佛都能听到历史的回音。

近年来，正定县秉承正确的古城
保护理念，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起点、大手笔完
成了原址复建“镇府巨观”阳和楼、建
设正定博物馆等 24 项古城风貌恢复
提升工程，千年古郡、北方雄镇的历史
风貌逐步恢复。

如今的正定，文化遗产和文物古
迹正在以鲜活生动的姿态走进人们生
活，“登得上城楼，望得见古塔，记得住
乡愁”已经成为现实。

上午 9 点半，在荣国府门前广场
上，装扮一新、满脸喜气的“刘姥姥”早
早地就开门迎宾，为每一位游客送上
新春的祝福。

互动式的实景演出，让游客身心
俱融，笑声不断。

据了解，“刘姥姥迎宾”只是正定
春节期间民俗文化活动的序幕。除了
在荣国府里举办“刘姥姥迎宾”“宝黛
初相会”等常态化演出活动外，隆兴寺
景区设置有非遗手工坊，由非遗传承
人现场展示绳结编织、捏面人、画脸谱
等手工技艺，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上还
有户外光影艺术沉浸式体验展……

“通过异彩纷呈传统民俗文化活
动，我们把文化、时尚、美的元素植入
古城的每一个角落，让古城的古韵更

足、年味更浓。”正定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
游局副局长刘卫娜说。

正定古城

古韵逢春年味浓
河北日报记者 董 昌

印有冬奥元素的景观道旗扮靓小
区，红色的灯笼挂上树梢。2 月 1 日，
记者走进张家口市桥东区东方苑社
区，这里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冬奥氛围
和喜庆的年味儿。

幸福的歌声唱起来，欢快的舞步
跳起来。位于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
楼的宣传文化活动室内格外热闹，居
民自发组织起文化活动，载歌载舞喜
迎新春。

“冬奥‘遇上’春节，这个春节，多
了浓浓的冬奥味儿。”73 岁的春雨合
唱队队长闫淑华，身着新衣、精神抖
擞，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她告诉
记者，冬奥会即将在家门口举办，队员

们翘首期盼盛会的到来，都想用
歌声展示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为冬奥会加油喝彩。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
歌……”活动现场，春雨合唱队的队员
们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大家用最嘹
亮的歌声唱出对伟大祖国的祝福，流
露着昂扬向上的生活热情，将节庆氛
围推向高潮。

一阵阵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
伏。在隔壁冬奥活动室，居民正在体
验桌面冰壶、旱地冰壶、模拟滑雪器等
冰雪体育活动，沉浸在冰雪运动带来
的乐趣之中。

手握球把，轻轻一推，13 岁的李
牧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投壶。他对记者
说：“冰壶打起来真的挺有意思，它要
求你对物体碰撞后的轨迹有个判断，

得能把别人的壶碰到营垒外。以前我
只是在电视上看过，体验后觉得更有
意思了。”

“以体验冰壶运动开启农历虎年
的第一天，加深了对冬奥运动项目的
理解，特别有意义。”居民刘柱微笑着
说，投壶前周围的加油声让他觉得特
别振奋，在需要集中精神的时候，大家
又会自觉安静下来。

东方苑社区正在创建冬奥示范
社区，在该社区随处可见关于冬奥体
育项目的彩色雕塑、冬奥知识的展示
牌等冬奥元素。东方苑社区党委书
记何玮恺介绍说，社区定期组织奥运
英语角、奥运知识大讲堂、全民健康
义诊等活动，并组建了由在职党员、
大学生志愿者、退役军人、退休居民
等群体组成的6支小红帽志愿者服务
队开展便民服务，将冬奥文化融入居
民生活。

“我们还将邀请居民一起收看冬
奥会开幕式及比赛，在电视机前为冬
奥健儿加油，共同过个冬奥年。”何玮
恺兴奋地说。

2月1日上午，易县太行水镇。易
水河从镇中穿行而过，青砖灰瓦黄土
墙的建筑充满太行风情。古色古香的
小吃街上，太行干菜、榆面饸饹、缸炉
烧饼等一家家各有经营特色的店铺陆
续开门迎客。

清 洗 厨 具 、切 菜 备 料 、擦 拭 桌
椅……9时许，拜完年后，安格庄村脱
贫户崔艳辉匆匆赶到了水镇内的商
铺。店铺主营朝鲜冷面，里边明厨亮
灶，干净卫生，可同时容纳 20 多人就
餐。一开门，崔艳辉就忙活起来，她
说：“每年大年初一下午就上游客了，

得提早做好准备。”
“过去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到头儿

攒不下几个钱，还顶着贫困户的帽
子。现在在家门口当老板，收入好，有
保障。”崔艳辉说，安格庄村人均耕地
0.25 亩，全村 365 户有 59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她家就是其中之一。2016
年，婆婆和她先后患病住院，家里生活
更是雪上加霜。

2016 年 9 月，作为河北省旅游扶
贫重点项目，在安格庄村东河滩荒地
上建起的太行水镇投用，优先向周边
贫困户招商，免费提供技术培训，租金

减半。在村干部的动员下，崔艳辉动
了心，决定经营朝鲜冷面。“没想到，除
去租金和各项成本，头一个月就纯挣
了 2 万多元！”从此，崔艳辉感觉生活
真正有了着落。

“几年下来，每年平均纯赚十来
万。”2020年，崔艳辉拆掉低矮破旧的
老房，盖起了新房。四大间新屋里，
一水儿的新家 具 和 新 电 器 。 据 统
计，太行水镇目前已累计带动周边
476 名农民创业，7400 多名脱贫人口
增收。其中，安格庄村 90%的村民
吃上了旅游饭，经营商铺、开农家
院、销售土特产……户均收入 10 万
元以上。

“去年正月，尽管受到疫情影响，
但还纯收入2万多元。今年保准儿也
差不了。”崔艳辉在门楣贴上了写有

“新年发财”的红纸，对于今年的收入
充满信心。

2 月 1 日，大年初一，位于沧州高
新区、承接北京服装产业疏解的重要
平台——沧州明珠商贸城正处于春
节闭市期间。但许多外地商户并未
离开沧州而是选择了在这里过年，他
们把沧州当作“新故乡”，商户刘赵燕
便是其中之一。当日上午，记者来到
位于沧州高新区紫御华府小区的刘
赵燕家中，感受她在“新故乡”的红火
春节。

和紫御华府小区仅一路之隔的
沧州明珠商贸城今天一改往日的熙
熙攘攘、车水马龙，安静了许多。它
于腊月廿八闭市，并将在正月初八开
市。2014年以来，沧州市积极打造北
京服装产业疏解整体承接平台——
沧州明珠商贸城和沧州明珠国际服
装生态新城。目前，已建成商贸承接
平台 140 多万平方米、生产加工平台

200多万平方米，累计有10000多服装
批发商户、4000 多家大、中、小、微服
装服饰生产加工企业落地。近 3 年
来，沧州明珠商贸城年销售额均超过
百亿元。

“ 记 者 朋 友 们 快 请 进 ，看 看 我
在沧州的新家。”感受着主人的热
情走进刘赵燕家，一股节日的温馨
气 息 扑 面 而 来 。 墙 面 上 的 投 影 正
回放着 2022 年央视春晚节目，两处
墙壁上贴着大红的虎年剪纸，一家
人其乐融融。

“我的老家在山西，父母也都从
老家过来和我们一起过年，今年是我
们家在沧州过的第二个年了。”刘赵
燕说，“除夕夜我们精心准备了十道
菜，还一起包饺子，看央视春晚。家
人团团圆圆在沧州过年，我感觉挺踏
实、幸福！”

2018年北京大红门市场疏解中，
刘赵燕选择来到沧州明珠商贸城，主
要经营快时尚服装。从北京来到沧
州，刘赵燕觉得，他们走进了事业发展
的新天地。

“以前在大红门，我们租的是 4
平方米的门市，场地所限，经营规模
没法扩大；而到了沧州明珠商贸城，
我们租了 40 平方米的门市，是之前
的十倍，去年营业额 1200 多万元，
比 在 北 京 多 不 少 呢 ！”她 开 心 地
说道。

沧州的营商环境也让刘赵燕感
到欣慰。凡北京服装商户来沧州，均
可享受商铺两年免租金、20年优先承
租、物业费第一年全免政策，并免费
提供客运物流和快递服务。沧州高
新区也从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着
手，努力为商户提供全方位的公共配
套服务……

“在沧州从事服装商贸，环境好、
人气足，住得也舒适。”刘赵燕说，“新
的一年，我们从北京来的商户有信心
把门市经营好。我还要把孩子从山西
接到沧州上初中，我们一起扎根沧州，
做新沧州人！”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截至今
天上午9时，全市空气质量为良，综合
指数 2.88，当天在全国 168 个重点城
市中，正数排位第49……”2月1日，农
历大年初一，邢台市空气质量保障指
挥中心一如往常忙而有序，值班科长
韩洋和 5 位同事坚守岗位，盯紧各监
测站污染物参数等数据，会同专家组
技术人员研判，为全市大气治理提供
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邢台市空气质量保障指挥中心
设在市生态环境局。这里是全市大
气污染防治的核心要地，全年 365 天
无休，每天安排至少两名监测科工作
人员、两名专家团队技术人员和两名
监测科负责人组成一班，实施 24 小
时轮班值守，一早一晚，两次上报空
气质量状况，明确管控重点和要求。
倘若遭遇空气质量污染过程，指挥中

心将进一步加强值班力量，协同气象
部门加密会商频次，提前预报，主动
出击，有针对性地开展原因分析研
判，密集发布相关调度指令，明确要
求 30 分钟到达现场，2 个小时内解决
反馈。

“我们的岗位虽然非常平凡，但重
要性不言而喻。”韩洋自豪地说，全面
打赢蓝天保卫战就必须时刻保持主
动，而高效运行的指挥调度机制，是保
障各项治理措施精准精细落实的前提
之一。2021年，邢台市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 4.73，在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里
倒排第 23，一举摘掉了曾经末位徘徊
的黑帽子，PM2.5 下降率和优良天数
增加幅度全省第一，大气治理实现历
史性突破。

记者注意到，整个指挥中心大厅
配备了两个电子大屏幕，一个是指挥

系统，另一个是露天禁烧天眼系统。
其中，指挥系统电子大屏幕上，全市
247家重点企业、336个企业废气排口
监测点的实时排放数据，一目了然。4
个国控、37 个省控、23 个市控及 91 个
小型自动空气监测站各项污染物参数
实时更新。另外，实时风向、风速、温
度、湿度等气象数据和4760家工业企
业工况用电监控系统等一系列在线监
控系统数据，工作人员轻点鼠标，数据
即时显现。

“我们实施 24 小时监控、无人机
高空排查、大气走航监测体系等技术
监测手段，生成了海量数据，通过每日
分析、诊断成因、跟踪预判，推进大气
环境治理精准溯源，形成针对性的管
控措施，使大气治理指挥调度更加精
准管用。”邢台市生态环境局专家组成
员张晓璞介绍，邢台 20 个县（市、区）
的空气质量指挥调度中心也同时在线
值守，随时接受指令，通过精准指挥调
度，能够提前决策、提前安排、提前应
对，实时保持区域污染指数低位运行，
确 保 全 市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得 到 持 续
改善。

“9C6256 航班执行完检修任务，
准备拖行到213机位出港。”2月1日，
农历正月初一。清晨 5 时许，大多数
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石家庄机场的
指挥员和婷婷仍坚守在岗位上，接听
电话，输入指令，和同事一起协调指挥
飞机起降。

今年春节期间，恰逢北京冬奥会
开幕，石家庄机场是北京冬奥会国际
客运航班备降机场之一。和婷婷主动
请缨，春节期间留守岗位，保障冬奥航
空运输需求。而部门里的 30 多名指
挥员，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地的，没有一
人选择离岗过年。

在石家庄机场运行指挥室内，墙上
挂着北京冬奥会“一起向未来”的主题
口号，桌面上摆放着冰墩墩、雪容融吉

祥物。在浓浓的冬奥氛围里，这些飞机
指挥员度过了一个特别的“冬奥年”。

1 月 31 日 15 时 许 ，春 秋 航 空
9C6256航班抵达石家庄机场上空，请
求降落。和婷婷立即通过A-CDM系
统下达指令，将飞机停到预先分配好
的机位上。

9C6267航班落地后，和婷婷又通
过甚高频电台与机组人员对话，了解
他们的需求，协调处理飞机加水、加
油、清污等事宜，解决机组人员和旅客
餐食需求。

在飞机准备就绪后，和婷婷向地
服人员发出“上客”指令。1月31日15
时 55 分，这架飞机准时起飞，53 分钟
后抵达张家口机场。

“在冬奥的带动下，人们前往‘冬

奥之城’张家口的热情持续高涨。”和
婷婷说，2 月 1 日晚上，石家庄飞往张
家口的航班有 1 个，之后的春节假日
最高航班达到了6班。

一架飞机的起降，需要空管、机
务、地服、配餐、清洁、场务等十多个部
门协调配合才能完成。“各个航班信
息、航班运行是否正常，登机口、停机
位是否适宜，都是我们统筹考虑的重
点。”在和婷婷的值班席位上，有多部
电话机和对讲机，用来随时处理各类
情况。

航班准点率是旅客非常关注的问
题。和婷婷说，为保障旅客准点安全
出行，他们会提前跟气象部门做好沟
通，一旦遇到大雾以及雨雪天气，机场
能见度达不到起降标准，他们会尽早
做好航班调时工作。

和婷婷的家在石家庄市区，儿子
3岁了，正是好奇心特别重的年龄，经
常向妈妈问个不停。“回到家后，我会
将春节期间的飞机趣事、冬奥知识和
冰雪故事讲给宝宝听，为孩子打开认
识世界的第一扇门。”和婷婷说。

张家口市桥东区东方苑社区

红红火火冬奥年
河北日报记者 刘雅静 郭晓通

易县安格庄村脱贫户崔艳辉

太行水镇迎客忙
河北日报记者 李连成

邢台市空气质量保障指挥中心

岗位坚守护蓝天

石家庄机场飞机指挥员和婷婷

保障空运迎冬奥
河北日报记者 贡宪云

▲2 月 1 日，张家口市桥东区东方苑社区居民
体验桌面冰壶运动。 河北日报记者 刘雅静摄

▲2月1日，秦皇岛海事局工作人员登船检查消防设备。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 师 源摄

▲承德市双滦区偏桥子镇大贵口村注重发挥城市近郊优
势，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同步发展休闲采摘、观光体验、农业研学
等产业。图为市民正在采摘草莓。河北日报记者 尉迟国利摄

◀2月1日，唐山市开
滦中浩化工有限公司聚甲
醛产品包装车间，工作人员
正在巡视设备运行情况。
河北日报记者
王育民摄

龙腾虎跃庆新春 欢乐祥和过大年
——河北日报新春走基层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