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4 日，夏邑
县妇联、夏邑县爱心
义工协会联合在该县
博物馆举行爱心送考
启动仪式。180 多名
爱心义工协会青年志
愿者一致表示要当好
义工，免费接送考
生，献一份爱心。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6 月 3 日，夏邑
县老年体协在该县栗
城广场举行乡镇老年
人太极拳辅导员培训
班汇报表演。从 5月
26日开始，该县每个
乡 镇 选 派 2 名 身 体
好、有组织能力、热心
为老年人服务的同志
进行太极拳集中培
训，他们学成后回去
后任乡镇太极拳辅导
员，推动老年体育健
身运动开展。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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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 岩） 6月2日，素有世界纪录长袖第
一人“水袖王”之称的商丘豫剧院国家二级演员吴青峰携儿
子吴允韶应邀参加央视三套《幸福帐单》栏目的录制。

据了解，《幸福账单》是一档集合情感故事、才艺秀、
大型游戏、现场互动等多类元素为一体的综艺大型互动游
戏类节目。选手要准备一份幸福账单和这份账单背后的一
个小故事，然后用 60秒的才艺展示争取现场大众评审团
的通过之后，参与节目的大型游戏。作为世界纪录长袖第
一人，吴青峰已经多次登上各大电视台的舞台，2018年
应邀参加央视三套《黄金 100秒》栏目挑战成功获得冠
军，前不久又在东方卫视《喝彩中华》节目展示绝活。

这次和儿子一起登上舞台，向全国的观众展示戏曲艺
术，父子俩都特别高兴。吴青峰在节目中讲述了他从艺的
经历，互动环节他以十米水袖震惊全场。在 60秒才艺表
演环节，吴青峰将豫剧《风流才子》演绎得恰到好处，令
现场观众感受到豫剧的魅力。吴允韶先展示了《火烧裴元
庆》中的一段双锤表演，接着是基本功小翻和旋子的展示。
吴允韶今年 15岁，从 11岁开始学习戏曲，目前在北京戏曲
艺术职业学院学习京剧专业武生行当。

据悉，本次录播的《幸福账单》将于今年7月下旬在
央视三套播出。

世界纪录长袖第一人吴青峰
参加央视《幸福账单》栏目录制

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商丘日报社会周刊”参与
“社会热点大家谈”。

本栏主持 蔡明慧

（河南新闻奖新闻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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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社会正气
●关注社会热点
●引领社会风尚
●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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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刘传海）今年端午小长假的
放假时间为 6月 7日至 9日，高速公路不免费通行。近日，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大队结合端午假期出行特点，综合研判，
发布端午假期高速公路安全出行提示，并准备多措并举，全力
确保端午假期辖区高速公路安全、有序、畅通。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和三夏农忙时节，端午假期道路客
流以中短途自驾出行、返乡探亲访友出行为主，市内日月湖、
近郊风景区、永城芒山旅游区等重点景点周围道路交通压力将
增加，我市辖区连霍、济广、永登、商登高速公路车流量将会
明显增加。据分析，预计端午假期期间连霍、济广、永登等高
速公路车流量都会比较大：特别是6月6日16时以后和端午假
期第一天6月7日上午是端午假期出行高峰时段；端午假期最
后一天6月9日下午返程车流量会骤增，特别是16时以后是返
程高峰。

连霍高速公路上跨京九铁路立交桥路段处仍在封锁施工，
采用施工区域南半幅封锁施工、北半幅双向通行方案，双向通
行路段长4.3公里。此外，连霍高速公路兰考境内跨陇海桥北半
幅在进行改扩建，在民权境内提前进行封闭。往郑州、霍尔果斯
方向的车辆，请在连霍高速与郑民高速互通立交处，绕行郑民高
速或提前在连霍高速与商登高速互通立交处，绕行商登高速。

端午假期，商丘高速交警将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执法装备
投入路面，实行路面巡逻与视频巡查相结合的勤务模式，开展
周末夜查行动，严查严控“两客一危”车辆，对“三超一疲
劳”、客车违规载货、停车上下人、凌晨2时至5时违规运行、酒
驾醉驾、涉牌涉证、违法占用应急车道、非法运输及伪装运输危
险化学品等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消除隐患保平安。

商丘高速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和节日出行群众，虽然端午
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但部分高速收费站出入口仍会出现车辆
排队、通行缓慢等情况，请出行朋友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夏季
易发生爆胎，一旦爆胎，切勿紧急制动，避免猛打方向。应紧握
方向盘，缓收油门，努力控制好方向，尽量将车停靠在安全地带，
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端午假期期间，部分地区可能有雷电、
大风天气，夏季团雾天气也可能出现，请时刻关注气象信息。

商丘高速交警发布安全出行提示

端午高速不免费
如何畅行看这里

本报讯（记者 李 岩）5月31日下午，市帮扶商丘好人
协会会长李东亮将爱心企业家沈彬提供的爱心善款 4000
块钱送到家庭有困难的 4个小学生手中，希望他们在大家
的帮助和鼓励下，好好学习，将来能更好地回报社会。

据了解，通过市帮扶商丘好人协会联系，爱心企业家
沈彬与睢阳区毛堌堆镇后张楼村和柘城县老王集乡陈楼村
的4个小学生建立了长期结对帮扶，沈彬每月资助他们每
人200元，帮助他们完成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

沈彬成功不忘家乡，多年来坚持在家乡永城市马桥镇
沈楼小学捐资助学，从
2012年起连续 8年每年
为村小学捐资 3 万元；
今年 3月 12日，他在英
雄李学生的母校睢阳区
包公庙乡中华楼小学出
资 2 万元设立“李学生
奖学金”，以实际行动向
英雄致敬，赢得了社会
各界的一致好评。

爱心企业家沈彬结对帮扶贫困学生

▲6 月 5 日，梁园区前进街
道办事处团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举行党建联谊会包粽子活动，并
将包好的粽子送到社区的孤寡老
人和环卫工人手里。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6 月 5 日，在端午节即将
到来之际，梁园区台办为在梁园
区创业、定居的台胞送去了粽
子，给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

许卫东 摄

关键词：【垃圾分类不是小事】

事件回放：垃圾分类，看似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
其实关系大家生活环境的改善。近日一份调查报告显
示，近七成受访者认为自己垃圾分类做得较差。

网友热议：
垃圾分类关键是形成长效机制，推进习惯养成。像

刷牙洗脸那样习惯成自然，垃圾分类就能蔚然成风。
——人民微评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应该从小事做起，身体
力行，人人争当环保卫士！ Axe816

关键词：【微信回复老板“嗯”被批评】

事件回放：近日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微信回复了老
板一个“嗯”，结果被老板批评：“和领导和客户都不要
回复‘嗯’，这是微信的基本礼仪。”姑娘表示不能理
解，准备辞职，但不少网友觉得老板说得没毛病。

网友热议：
我觉得本来隔着屏幕交流就感受不到对方的情感，

所以我喜欢不管回复谁都尽量热情一些，起码我觉得这
是对人家的一种尊重。 ——鲸鱼

不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在网上，大家都应该要做到
互相尊重，要懂得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知足

关键词：【诚实守信个人拟享15项激励】

事件回放：6月 3日，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对模
范践行诚实守信个人实施联合激励 加快推进个人诚信
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拟对模范践行
诚实守信个人联合激励，包括享受免费查询个人征信报
告便利，城市落户优先或加分便利，同等优先录（聘）
用为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优惠等15项激励。

网友热议：
诚信是社会运行的基础，没有诚信人人自危。但长

期以来诚实似乎意味着吃亏，偷奸耍滑则占足便宜。不
能让老实人吃亏不能只是一句口号，让诚信成为诚信者
的通行证，让缺乏诚信者寸步难行。

——你好明天
这项政策挺好的，推进诚信建设不能光靠处罚也要

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小田子

广大市民朋友们：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人们纪念伟

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日
子。在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为了进一步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倡树文明新风，激发市民爱国之情和报
国之志，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市文明办向广大
市民发出如下倡议：

一、弘扬传统文化。积极开展节日民俗展示、
好家风好家训传承、诵经典、包粽子等群众喜闻乐
见、便于参与的节日文化活动，营造祥和的节日氛
围；家庭成员应当自觉承担家庭责任，弘扬良好家
风，孝老爱亲，家庭和睦，“小手拉大手”，共创文
明家庭；要积极开展红色经典诵读等活动，将纪念
屈原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相结合，使人们感受端午
节深厚的文化底蕴。

二、增强爱国情怀。围绕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周年，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广
泛开展学习体验、主题宣讲、共和国故事汇、先进
模范学习宣传等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文明旅游主
题实践活动，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自觉接
受红色精神洗礼。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
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不断激
发干部群众爱国之情，砥砺爱国之志。

三、倡树文明新风。在公共场所着装整洁得
体，言行举止文明，遵守公共秩序，践行《商丘市
民文明公约》，积极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倡
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坚持垃圾分类投
放；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积极参与健康文体活
动，不赌博、不酗酒、不搞封建迷信，文明过节。

四、开展志愿服务。广大志愿者及各志愿服务
组织要积极开展各级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慰问
帮扶活动，开展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

困难群体献爱心、送温暖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向他
们传递节日温情。同时，积极参与文明引导行动，
维护安全有序、文明祥和的节日秩序。

五、强化安全意识。端午节小长假期间，要注
重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注意防
火、防触电、饮食卫生安全等。三夏农忙，尤其要
注重农村少年儿童安全预防工作；提倡乘公交车、
骑自行车等绿色方式出行，自觉遵守交通秩序,服从
交警指挥，共同维护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广大市民朋友们，让我们携起手来，积极弘扬
时代新风，全身心投入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火热
实践中，为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不断推动商丘高质
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原更加出彩商丘新篇章做出积
极贡献！

商丘市文明办
2019年6月5日

“倡树文明新风·喜迎祥和端午”倡议书

2019年全国高考将于 6月 7日—8日进
行，为确保高考期间商丘市城区道路交通
安全、畅通、有序，为考生出行创造良好
的道路交通环境，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合
理选择出行时间、出行路线、出行方式，
避开出行高峰易堵路段，平安出行。

一、高考出行引导
（一） 高考时间：6 月 7 日 （星期五）

和6月8日（星期六）两天。
（二） 市区高考考点：市第一高级中

学、市第二高级中学、市第三高级中学、
市第四高级中学、市回高、实验中学初中
部、商丘中学、商丘工学院、市第十六中
学、商丘应天高中、商丘商贸学校。

（三）考点周边路口实行交通管制。7
时至 12时和 14时至 19时，除考试考务车
辆外，禁止其他车辆驶入限行区内。

二、高考出行提示
今年高考恰逢端午假期，商丘市城区高

考考点周边道路、城区道路车流较为集中，6
月7日—8日的7时至8时30分和17时至19
时，我市城区神火大道、凯旋路、归德路、长
江路、南京路、红旗路等主要街道车流量较
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
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经过考点路段时禁止
鸣笛，服从交警指挥和管理。

（一） 如遇送考护考车队，请主动避
让，避免延误考生时间，造成迟到和误考。

（二）由于考点周边停车位有限，请广

大家长和考生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
往，确需驾车接送的应服从交通民警指
挥，做到即停即走或有序停放。

（三）请接送考生的车辆驾驶人员服从
交警管理，考生下车后立即驶离，文明停
车，禁止在考点门前道路上停放车辆。

（四）高考期间城区交通流量大，道路
易堵，请考生提前出行，防止道路拥堵或
遇到其他特殊情况而延误考试。

（五）与考试无关的交通参与者要主动
避开考点线路，为考生让路，禁止鸣笛，
确需经过考点的车辆要减速慢行。

（六）望出行人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遇送考车辆时，请主动避让，优先送考车
辆通行，为考生出行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
秩序环境。

（七）在赶考、送考路上的考生、家长
及爱心助考司机，如遇突发情况需要帮
助，可向最近路口的执勤交警求助，或拨
打交警指挥中心电话 122，交警将为考生
开辟“绿色通道”，提供“爱心助考直通
车”，为考生提供出行帮助。

（八）高考期间，建议广大市民减少驾
车出行或与开考时间错峰出行，可以选择
乘坐公交、骑车、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
共同为考生和接送学生车辆提供安全畅通
的交通环境。
商丘市高（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委员会

2019年6月5日

商丘市城区高考期间交通引导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