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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苗苗 见习记者 刘倩倩

实习生 刘宏娇 文 / 图）今日，京广高铁全

线开通。昨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鹤壁东站，探

班准备情况。

走进候车厅，记者看到，几位工作人员正

在进站口两侧摆放鲜花。 为了装点候车厅，工

作人员共准备了 400 余盆植物。 一品红、红掌

等植物给候车厅带来了喜庆的气氛。

候车厅内，不少保洁人员正在忙活着。 负

责人表示，26 日之前一切都会打扫干净的。

“之前我们进行了多次保洁，今天我们派了 30

名保洁员在这儿工作。 ”

候车厅的东北角，一个 170 多平方米的小

商场也已准备就绪。“我们除了为旅客准备了

食品、饮料、书籍外，还专门准备了缠丝蛋、无

核枣等鹤壁本地特产。 ”为了保证能在 26 日正

常营业，商场的工作人员已经连续几天加班加

点到凌晨 2 点。

热水房的热水器已经开始使用，洗手间的

感应水龙头等设备也能使用了。

走出候车厅，来到进站通道，工作人员正

在将原本覆盖在电梯、 步梯上的遮盖物去掉，

同时对电梯做最后的检查。各个通道口都有工

作人员站岗执勤，防止有人误入站台。

与之前相比，这几天工作人员已经在站前

广场上安装了指示牌， 以引导旅客前往停车

场、候车厅等地。需要提醒的是，社会车辆是不

允许开到站房前的，有专门的社会车辆停车场

方便市民停车。

站前广场的西南角，汽车站已经建好了简

易车站，车站内有候车室、售票厅、安检设施、

司乘人员休息室。市远通公司一王姓负责人告

诉记者，车站 25 日开始投入使用，除了开往鹤

壁集的线路外，其他到浚县、淇县、内黄、道口

等地的车次已经可以正常发车。公交车站牌和

长途车站牌也已经安装完毕。

目前， 鹤壁东站已经卖出 200 多张车

票 ， 如有市民想了解更多高铁车次或信息 ，

今天可以到鹤壁东站免费领取京广高铁鹤

壁东站时刻表。

鹤壁东站候车厅的座椅已安装完毕。

晨报讯 （记者 杨阳 见习记者

马龙歌）12 月 25 日上午， 记者从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 我市公安

局列支 50 万元，成立交通违法犯罪举

报奖励基金。 电话举报统一使用 110、

122 报警电话。

对于群众举报属实的要在 5 个工

作日内及时兑现奖励；对于不属实的，

要在 3 个工作日内反馈给当事人。

（线索提供：汪春）

晨报讯 （见习记者 陈艳艳 王

涛）24 日， 寓意平安的苹果成为最应景

的水果，鹤城大街上也出现了许多销售

平安果的摊位。 在广场西路上，朵朵向

善爱心工作站的义卖活动引起了市民

的关注。

“准备买个平安果送给女朋友，路

过这儿看到了义卖活动，我就买了一个。

能为福利院的孩子们献份爱心， 挺有意

义的。”一位热心市民告诉记者。此外，还

有一些市民了解情况后， 没有购买平安

果就向募捐箱里投了钱。

据朵朵向善爱心工作站负责人张

女士介绍， 此次他们利用下班后的休

息时间义卖平安果， 希望筹集善款捐

给福利院，为孩子们购买棉衣棉裤。

为确保市民平安出行，24 日晚淇滨区各

个路口都有民警执勤， 以维持晚高峰及其他

时间段的交通秩序。

另外，在公共场所、超市和娱乐场所也都

有民警在巡逻， 以疏导交通和确保市民人身

安全。

12 月 24 日，鹤壁科达国际学校

举办了“七彩圣诞节，狂欢平安夜”

的活动，全体师生载歌载舞、欢声笑

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平安夜。

当日晚 7 时， 圣诞狂欢活动在

风雨操场举行。当晚，流光溢彩的圣

诞树、五彩缤纷的灯光、绚丽华美的

舞台、孩子们天真可爱的装扮，把节

日的气氛烘托得淋漓尽致。

首先是入场式。 各小队新颖的

装扮和奇特的入场仪式， 一下子就

让狂欢活动进入到快乐的氛围中。

狂欢活动分为歌舞表演、游戏互动、

知识竞答等几个环节。 活动中，8 位

“圣诞老人”突然降临，并向全场的

师生们赠送平安果， 把美好祝福带

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优美的歌声、欢快的舞蹈、开心

的游戏……整个狂欢活动有序进

行，大家分享着关爱与幸福，共享着

平安。 （科达）

孩子们秀出自己的圣诞装扮。

“圣诞老人” 向孩子们赠送

平安果。 （科达供图）

晨报讯（记者 王帅 实习生 孙乃琦）这几

日， 市民在超市买盐时会发现， 两款新的食盐品

种———精纯盐和海藻碘盐加入我市食盐市场。 新品

种为中高档食盐，每袋（盒）零售价从 2 元到十几元

不等，有需求的市民不妨购买一袋品尝食用。

目前， 我市食盐市场主要销售的食盐为绿色

盐。 为丰富我市食盐市场，满足百姓多样化需求，市

盐业局近日相继推出了食盐新品种：精纯盐和海藻

碘盐。

据市盐业局工作人员介绍，精纯盐所用原盐采

自远古地下 3000 米深层矿井，为古代海洋、盐湖长

期水分蒸发及沉淀或地壳变动形成，常见于干涸盐

湖或地下盐矿床。 晶体规整剔透、纯度高，富含多种

天然矿物元素， 无现代海洋常受到的原油外泄、工

业废水、重金属等污染，易溶解。

海藻碘是从海藻中提取的， 含有有机酪氨酸

碘，可以被人体直接吸收，是一种理想的天然补碘

新产品。 而海藻碘盐是新一代碘盐产品，含有海藻

碘浓缩液，具有热稳定性好、安全性好、易吸收的优

点。 这次市盐业局推出的海藻碘盐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品种：海藻碘湖盐 、精选高级湖盐 、海藻碘海晶

盐、海藻碘臻纯盐。 这些盐产品采用精纯盐、海晶

盐、天然湖盐为原料，添加海藻碘制成。

目前，精纯盐市场上普遍都有销售，海藻碘盐

在我市裕隆超市销售。 按照市物价部门统一定价，

精纯盐零售价为 2 元 / 袋， 是我市的普通食盐品

种；作为中高档食盐品种，海藻碘盐每袋（盒）零售

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

京广高铁今日全线开通

鹤壁东站已售出 200 多张车票，今日可到该站免费领取时刻表

两款食盐新品种登陆我市食盐市场

鹤壁科达国际学校

举行平安夜狂欢活动

平安夜温馨过

□

晨报见习记者 刘春香

商场中欢快的圣诞歌曲、挂满了小礼物的圣诞树、热闹的广场

步行街……24 日夜最低温度虽已达 -8

℃

，但淇滨区的平安夜仍然

充满着祥和快乐的气息，空气中也弥漫着浪漫温馨的味道。

爱在平安夜：嫁给我吧

兴鹤大街、 新世纪广场和广场步行街上，

时不时可以见到有情侣手捧着彩纸包装的平

安果走过，经过精心折叠的五彩缤纷的彩纸如

鲜花般绽放，每个手捧花朵的年轻人脸上都洋

溢着快乐甜蜜的笑容。“祝愿最爱的人平平安

安，快乐永远”，是此时最美好最真挚的话语。

晚 8 时的新世纪广场，灯光朦胧，健美操

音乐的节奏跳跃而欢快。 小周的女友一手捧

着大束的鲜花，一手挽着小周的胳膊，两人在

漫步。 小周深情地对女友说：“平安夜，我最想

对你说的话是：嫁给我吧。 ”他说，为了给女友

惊喜，他几天前就想好了要送给女友的礼物。

下午，他们先是逛街，然后一起去吃香辣虾 ，

他还为女友买了一个可爱时尚的挎包。

8 时 30 分的兴鹤大街某商场附近， 小马

对女友说：“平安夜我最想对你说的是： 愿你

平平安安，快乐永远！ ”他说，他俩是鹤壁汽车

工程学院大二学生， 两人是在学校组织的聚

会上认识的。 他和女友刚吃完饭， 准备散散

步，感受一下平安夜的氛围。

餐厅比平日火爆许多

晚 9 时许，兴鹤大街旁一家西餐厅内爆满，

许多顾客在排队点餐。该店值班经理吕先生说，

平时店内营业到晚 9 时 30 分左右，今天他们要

营业到晚 10 时 30 分左右。“圣诞节是西方的节

日，所以今天来吃西餐的顾客比平日要多。 ”

此时， 该西餐厅附近的一家大型商场门前

摆放着高大的圣诞树， 圣诞歌曲在不停地播放

着，商场内许多顾客在挑选着自己喜欢的物品。

一名保安人员说， 商场在平安夜要营业到第二

天凌晨两点。

平安夜，民警加强巡逻

爱心义卖平安果

善款捐给福利院

市公安局 50 万元

奖励举报交通违法犯罪者

可打 110、122 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