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河北经济日报社会·民生
2018.2.11责任编辑：王翔 视觉编辑：任飞宇

本报讯（记者刘澜澜）2月10日，由文化部艺术发展中

心主办，中关村数字文化产业联盟承办的“2018当代中国

数字艺术展”在河北省博物院开幕。本次展览以“艺术与科

学的对话”为主题，分为“科技与智造”、“生态与人居”、“信

息与智能”、“自然与生命”四大板块，共展出50余件作品。

据悉，本次展览活动通过邀请艺术家和作品征集，在

中华世纪坛首展98件展品的基础上，挑选了50余件精

品，构成本次展览的展品。展品种类和展示形式丰富多

样，包括体现文化内涵的当代艺术作品如油画、雕塑、纸

面绘画、综合材料绘画等，以及数字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

的新型装置作品及数字媒体艺术互动作品。

“本次展览我们将科技的进步和艺术的传承有机结

合在一起，希望能让观众感到这两者并生融合的一种理

念。”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刘亮说。

我省举办“艺术与科学的
对话”跨界展览

本报讯（记者刘澜澜）由陈思诚编剧、执导，王宝强、

刘昊然、肖央等主演的喜剧探案电影《唐人街探案2》，将

于2月16日（大年初一）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2月10日

下午，电影主演王宝强携新作到石家庄路演，为观众送上

新年祝福。

电影《唐人街探案2》讲述了唐仁（王宝强饰）为巨额

奖金欺骗秦风（刘昊然饰）到纽约参加世界名侦探大赛的

故事。唐人街第一神探组合再次披挂上阵，抽丝剥茧，冒

着生命危险闹翻纽约。

王宝强携电影《唐人街
探案2》在石家庄路演

（上接第一版）
塔元庄村重点打造的据称

是亚洲最大水上娱乐项目的水

上嘉年华已基本完工，计划今年

“五一”开门迎客。村里看中这

个项目，不仅因为它无污染、收

益高，更重要的是它将给村里带

来巨大的“人气”。“预计水上乐

园开业后，日接待游客将近万

人，还可以带动美食街、梦乡小

镇、农业生态园、慧聪电子商务

园等其他旅游项目，构成吃、住、

行、游、购、娱于一体的旅游全产

业链。”尹计平说。

一鞭晓色渡滹沱，芳草茸茸

漫碧波。记者了解到，未来的塔

元庄，将以阳光、大草坪和春花

植物为主要特色，以滨水栈道、

主题花园、自然林地、阳光球场、

自然骑行道、精品民宿、生态木

屋等为主要景观的塔院春晓景

区，唤起人们心中久违的乡愁，

让久居城市的人们看得见绿水，

听得见鸟语，闻得出花香，赏得

到明月，吃得到农家菜，住得了

木楼……

（上接第一版）一家老少围坐在一起，吃着年夜饭，其乐融融。

民俗展中，保定当地庙会和婚嫁等复原场景栩栩如

生，令人赞叹不已的是24节气按照各个时令进行了情景

再现。立春里吃春饼“咬春”、鞭春牛、互相馈赠春牛图等

趣味习俗，充满了对“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美好祝福。在七

十二行非遗一条街里，易水砚制作、曲阳石雕制作、保定驴

肉火烧制作等将保定当地传统技艺进行了集中展示。

狼牙山文化博物馆馆长李晓辉表示，他们将力争把

博物馆的静态展览与体验活动结合到一起，让来到狼牙

山的游客不但能看到各种民俗，还能真正体验到参与其

中的乐趣。

过年期间快递会停吗？答案是否定的。多家快递表示今年春节“不打烊”，但快递时效较平日
或有所延长，同时普遍需要加收服务费。

本报讯（记者刘延丽 通讯员成
珊珊）日前，记者从石家庄机场获

悉，2月6日起，该机场日客流量均

超3万人次，增幅明显。为给旅客留

出更充裕的过检和候机时间，使旅

客出行更加从容、便捷，该机场提醒

旅客春运乘机出行要注意“三早”。

早出门

春运期间，选择高峰时期出行

的旅客务必要提前到达机场，预留

出充裕的办理值机手续和通过安检

的时间。团

队旅客出行

尽量提前会

合，分散

过检。

此外，石家庄机场在航站楼出

入口设置爆炸物检测岗位，开展旅

客行李爆炸物痕量检测，防止危爆

品流入候机楼，旅客还要预留出通

过爆炸物检测的时间。如遇到雾雪

等不正常天气，也要合理安排出行

时间以及出行方式。

早值机

石家庄机场2号航站楼办理国

内航班，1号航站楼办理地区（港、

澳、台）和国际航班。旅客抵达机场

出港大厅后，到各航空公司相应的

值机柜台办理乘机和行李交运手

续，领取登机牌。

2月22日起，石家庄机场为使

旅客出行更加便捷，留有充裕的过

检、候机时间，将出港航班截止办理

乘机手续时间由原来的“航班离港

前30分钟”提前至“航班离港前40

分钟”。但是，部分航空公司有自己

截止办理乘机手续的相关规定，特

别是国际航班，各航空公司相关政

策不一样，机场提示旅客在购买机

票的同时，仔细查看或询问承运的

航空公司相关规定。

早过检候机

办理完值机手续后旅客还需要

通过安检前往登机口候机，由于高

峰时段乘机旅客较多，石家庄机场

提示各位乘机出行的旅客，尽快进

行安检候机。

旅客在出行前需要确认托运行

李中是否携带了禁止托运的锂电

池、充电宝、火种等物品，如有相关

物品，请及时妥善处置，以免影响旅

行行程。石家庄机场在待检区隔离

带为旅客提供“便民桌”，开展违禁

品及时告知和早提醒服务。在安检

通道为旅客提供100ML分装瓶，方

便旅客对超量化妆品分装携带。

正定塔元庄：人勤春来早 春来人更勤

春节快递会停吗？
多数快递公司不打烊

春节快递不打烊，离不开一线快递

员的坚守。今年在保障员工待遇方面，

一些快递公司也出了“新招”。申通快递

今年将会组织13台大巴车护送快递员返

乡，快递员还可以自己组团，直接借出公

司面包车开回家，所有快递员也会得到

100元“聚餐金”。

而顺丰快递今年更豪气地首次包下

3条航线送一线派送员回家。顺丰相关

负责人表示，考虑到很多一线城市员工

返乡购票不容易，今年确定包下北京-哈

尔滨、上海-成都、深圳-郑州三条航线，

送480名员工回家，在下飞机后还会有

机场大巴接力送到家。此外，对于留守

员工，会有3倍工资和年后优先调休等

待遇。

而从2014年开始就全年无休的“京

东物流”，逢年过节不能回家和子女团聚

的一线员工每人可获3000元“子女团聚

补贴”，一个孩子3000元，两个6000元，

用来支持京东员工把子女接到身边。

（韩建强 整理）

多数快递公司表示会在春

节期间加收服务费，正常不超重

的包裹每单会贵上10元左右。

圆通、申通均表示春节期间

不涨价；中通总部对全网不发涨

价通知，各网点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来执行节日期间的快递服务

价格；韵达则对每票快递加收10

元左右的费用。

针对主要流向和部分重点

城市的寄件，顺丰将根据不同的

计费重量收取附加服务费。顺

丰直接在官网上列明了春节期

间的收费明细：在2月5日至14

日期间收寄重量大于50公斤的

快件每票将会加收50元的“高峰

期附加费”；而在2月15至21日

期间，不超过50公斤重量快件至

少收取10元每票的“节假日服务

费”。不过，顺丰忠诚月结客户、

钻石会员寄件都可享受服务费

减免。

受春节期间运流压力影响，

多家快递物流均表示不接承诺

时效的快件，EMS、申通等均暂

停了时限服务承诺，对于春节期

间收寄的邮件，时限较平日将有

所延长。

顺丰快递相关负责人表

示，2月5日至2月21日（腊月

二十至正月初六）期间，大陆地

区主要流向城市互寄将不加时，

但边远地区需加时0.5至2天，而

大陆至港澳的快递

会在正常时效基础

上加时2至5天。EMS春节期

间也对时效进行调整，2月5日

至25日收寄的邮件，时限较平日

将有所延长，对发往62个城市核

心区范围的标准特快邮件将暂

停时限承诺。

EMS则对部分区域的EMS

标准快递每件加收不超过10元

的服务费。

与往年只有顺丰、中国邮政“坚持运转”不

同，今年主要品牌快递企业均加入“春节不打

烊”行列。

顺丰春节期间执行24小时值班轮休制度，

主要流向和重点城市的快件均保持正常时效。

为了满足过年期间用户对生鲜年货的寄递需

求，春节期间还将对生鲜速配、大闸蟹专递等服

务实行正常收寄。

EMS快递早前也发布《服务公告》称，今年

会为全国客户提供无缝隙、全覆盖、不停休的服

务，各类业务实行正常收寄。

“三通一达”均表示将贯彻“全年无休”理

念，网络保持运营状态，但具体加盟网点春节是

否停运，取决于网点负责人。圆通春节期间将

提供不间断的快件收派服务，保障春节期间“不

休网、不拒收、不积压”。春节期间，圆通快递将

全部通过航空货运渠道发出，以保障快递时

效。中通表示将对全网各地在春节期间揽派业

务量的具体情况进行预估，结合网点常态化数

据，合理安排员工春节值班。韵达总部将成立

“春节期间快递服务运营小组”，以保证安全生

产，同时，对相关地区的汽运、航空线路进行调

整、优化，但部分地区快件时效将有一定的调

整。申通则暂停了特殊偏远地区的服务，其他

地区正常运营。

电商物流方面，天猫与菜鸟联合宣布“春节

不打烊”，天猫超市在春节期间将保持正常物流

配送服务；京东物流和苏宁物流作为电商自建

物流，也宣布春节期间正常服务，保障顾客在春

节期间从京东、苏宁易购上下单的商品能正常

送达。

但一些淘宝小卖家、微商，一方面“受制于”

快递服务可能跟不上，另一方面也因为卖家自

己也要过年，在自家

的店铺贴出告示，

表示春节期间

将暂停服务或

发货。

本栏目制图本栏目制图：：张玉灿张玉灿 夜佳夜佳

石家庄机场提醒旅客：乘机出行注意“三早”
近日，在宁晋县医院手术室里传出了“动听”的歌

声……

唱歌的马老太太今年91岁，当天下午，宁晋县医院骨

二科和麻醉二科医护人员联合为她进行了“右股骨粗隆

间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术”。手术前，这两个科室的医护

人员为老人做了充分术前评估，制定了详尽的麻醉、手术

方案。在手术过程中，老人生命体征一直保持平稳，在两

个科室医护人员紧密配合下，手术顺利完成。

近年来，宁晋县医院大力实施“人才筑基”战略，针对

老年患者脏器功能减退、合并疾病多、手术麻醉风险高等

情况，专门派出医护人员到省级以上三甲医院进修学习

老年患者围术期麻醉与管理，进一步降低了老年患者围

术期并发症和死亡风险。2017年，该院共为237名85岁

（年龄最大的 97 岁）以上老年患者成功实施了麻醉和手

术，术后均恢复良好。 何震 摄影报道

91岁老人术后
用歌声感谢医护人员

（上接第一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积极吸纳聚集创新要素资源，建

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以租为主的住房

保障制度，探索长期租赁、租购同权的住房保障体系，构建

公共租赁房、机构租赁房、共有产权房和商品房等多元化

住房供应体系，保持房价稳定可支付，实现住有所居。

雄安新区的住房体系设计是为了准确有效地服务于

雄安的公众群体，真正让那些为雄安当前发展作出努力

的人有房住、租得起，让那些为雄安长远发展作出贡献的

人有房产、买得起。为此，雄安新区积极探索建立住房租

赁积分制度，从住房租赁市场主体属性、政策激励、租赁

行为三方面，运用区块链、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建立科学、

有效的住房租赁积分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营造活力、健

康、有序、可持续的住房租赁生态。

雄安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新区住房租赁制

度管理的总体思路将坚持政府主导、企业运营、依法监

管、积分激励、租购同权的原则，通过实施住房租赁积分，

将政府的管理目的和要求与个人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

相结合，以内在驱动替代外部强制，改变传统的管理模

式，以引导激励的手段形成积极向上、公平正义、诚实守

信、健康绿色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妈妈！妈妈！”2月8日，在

省女子戒毒所特别开辟的亲情

探访区，7岁的小军军一见到朝

思暮想的妈妈，便跑过去和妈妈

紧紧抱在一起。而此时的小曼

（化名）双眼浸满了泪水，喃喃地

说：“儿子，我可见到你了，妈妈

对不起你……”

一年前，因为吸毒，小曼来

到了女子戒毒所。她最割舍不

下的就是自己的儿子，做梦都想

见到他并请求他的原谅。2018

年元旦期间，她把自己的心愿郑

重地挂在了“许愿树”上。

像小曼这样想和亲人见面交

流的戒毒人员还有很多。春节前

夕，戒毒所从全面落实“治本安全

观”出发，创新管理理念和方法，

采取多种措施，搭建多种平台，让

亲情点燃戒毒人员的戒毒激情。

其中，跨越高墙，穿过探访室的厚

厚玻璃，“面对面”探访便是戒毒

所搭建的一个“亲情舞台”。

2月6日至9日，陆续有70

多名家属走进戒毒所，与亲人

“面对面”沟通交流。

小军军说：“我现在放假了，过

来看妈妈，希望妈妈早日戒除毒

瘾，回家以后陪着我一起读书。”

除了和自己的亲人唠家常，

戒毒所还安排戒毒人员家属实

地参观戒毒人员学习、生活和医

疗的环境，观看她们在戒毒所许

下的一个又一个愿望和她们亲

手制作的一件又一件手工制品。

戒毒人员晓丽（化名）的妈

妈是一位心理老师，她说：“通过

女儿制作的五谷画，我能感受到

她心灵的变化，她现在内心开始

平静了。希望她能延续这种状

态，把毒瘾彻底戒掉。”

康琳（化名）多次来所探望

自己的女儿，但是这次她显得非

常兴奋,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和女

儿零距离、面对面促膝谈心。当

看到优美的环境、温馨的管理

时，她说：“原来还担心女儿在这

里会受苦，但今天，我看到的一

切让我改变了认知，感谢戒毒所

的干警们。作为家属，我也要负

起责任，教育自己的女儿服从管

理、安心戒毒。”

除了“面对面”探访送爱，戒

毒所还为路途遥远、经济困难、行

动不便的戒毒人员家属搭建了一

条网络亲情热线，目前累计安排

60余名戒毒人员通过“网络探访”

传递春节问候、感受家庭关爱。

省女子戒毒所所长汪国斌表

示，激发戒毒人员“我要戒毒”的内

动力，需要场所、家庭、社会共同发

力，让戒毒人员在爱的环境中增强

戒毒的主动性、自觉性和有效

性。据了解，戒毒所将采取多种

管理教育措施，不断规范亲情探

访、探视工作，进一步整合社会资

源，积极打造社会一体化教育矫

治新格局，努力提高教育矫治质

量，为社会输出更多“合格产品”。

——省女子戒毒所多平台送爱助力安心戒毒
□记者 李默 通讯员 白哲

“面对面”探访让爱流淌

雄安新区以积分为切入
探索住房租赁管理新模式

时限较平日或有所延长

普遍加收10元服务费

多数快递春节不打烊

保障员工待遇出新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