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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龙抬头”，一年一度的周口
太昊陵景区旅游旺季拉开帷幕，太昊陵
景区吸引了众多游客。 然而近期全国
疫情多点散发， 景区疫情防控压力巨
大。那么太昊陵景区是如何做好疫情防
控，确保风险可控的呢？ 3 月 4 日，本报
记者驱车来到太昊陵一探究竟。

景区：落实落细防控措施
5时 40分，天还未亮，太昊陵景区开

门迎接八方来客， 很多游客在排队等待
入园。 记者在太昊陵前的广场上看到，游
客自觉佩戴口罩，有序排队，通过闸机前
须出示身份证， 并要配合工作人员测量
体温、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 对于少数未
佩戴口罩者，工作人员会及时提醒，游客
佩戴好口罩后，方被允许进入安检通道。

记者现场出示了采访证，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有序进入景区。 值班人员对记
者说：“每个人都要测量体温、 出示健康
码和行程码，谢谢记者同志配合工作。 ”
他还告诉记者， 为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
的各项措施，最大限度保障游客安全，游
客进入景区前严格实行网上实名制分时

段预约购票，预约成功后方可前往景区，

预约范围包括 6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等
免票群体。 14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
县（市、区）旅居史人员则不被允许进入
景区。

据太昊陵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由
于午朝门进行了入园门禁外扩，为了缓
解入园压力，同时开通了东、西、南三个
入口。 8 时后，开始出现客流高峰，场面
火爆异常。 此时公安干警、保安人员齐
出动，疏导人流，同时督促游客做好疫
情防控措施。 进入景区后，“请勿在景
区内同一区域长时间逗留，游览期间需
全程佩戴口罩” 的提示录音循环播放
着。 景区配备了多名医护人员，便于及
时处理突发情况。

记者注意到，为了避免在客流高峰
时期游客过于集中，太昊陵同时打开了
东西天门、西华门、独秀园南门等出口，
每个出口和入口均有值班人员值守 。
而在客流量最大的西天门，要采取硬隔
离的办法，引导游客有序走出景区，确
保不出现游客回流现象。

“景区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规定限
流，每天接待游客量不超过 5 万人。 根
据疫情防控形势的需要，此次朝祖会没

有安排大型活动，一切官方活动停止举
办，景区按预约人数正常开放。 ”景区
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在统天殿、显
仁殿，由于暂停关闭了殿内游览，避免
了殿内拥挤现象发生。 我们还暂停了
‘子孙窑’祈愿活动及‘岳飞观五佞人’
区域的开放。 伏羲陵一向是游客集聚
的重点区域、风险高发地，我们及时开
通了东西出口，工作人员在现场及时劝
退逗留人员，未形成人潮现象。 ‘二月
二’全天无游客投诉案件，无安全事故
发生，防疫秩序良好。 ”

记者注意到，独秀园景点戏曲大舞
台举办了“喜迎二十大，欢乐进万家”文
艺演出活动，戏曲名家相继登台献唱，
吸引了很多游客围观，避免了主景区游
客过于集中。 此外，为避开“二月二”白
天人流高峰， 万众瞩目的传统祭拜盛
会———壬寅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太昊

伏羲氏大典在 3 月 4 日凌晨举行。

游客：自觉主动文明出游
“我一大早就开车从漯河过来了，

每年都会过来，今年是带着我的女儿还
愿的。 ”来自漯河市源汇区的田女士告

诉记者，“之前我女儿嫌有疫情风险不
想来，来后发现大家戴着口罩，自觉遵
守防疫措施，况且安检这么严格，我觉
得这个活动组织得很好。 ”

来自安徽阜阳的马女士同样觉得

出游体验良好。 “景区广场没有小摊小
贩，特产价格公道。 这不，我还买了淮
阳的特产压缩馍。 进入景区时指示标
语清晰，拉好了警戒线，还免费给我们
发了几根香，便于祭祀，杜绝了那种‘高
香’，健康又环保。 ”马女士说，明年还
带着她的母亲过来。

“这么多人，还能保持着干净整洁。
你看，地面连个丢弃的口罩都没有。 现
在大家素质都高了， 防疫意识也很强。
大家都是带着诚心来太昊陵的，格外注
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地上一有垃圾，大
家会自发捡起。 ”来自湖北武汉的高大
爷对记者说， 安全问题就更不用说了，
三五步就能看到工作人员。

据了解，朝祖会期间，太昊陵文物
保护中心全面启动安全生产“网格化”
管理，安全生产工作详尽分解到岗位、
个人，做到网格区块内定人 、定岗 、定
责，确保庙会安全。 ②13

□见习记者 田亚楠

本报讯 “救命啊，谁能救救我的孩子！ ”一声哭喊打
破了公园的平静。

3 月 3 日下午 4 时 20 分，正在周口市淮阳区龙湖风
景区内陪孩子游玩的方岩， 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了求救
声。循声望去，只见一名女子在桥边大喊大叫，周围群众
乱成一片，2 名男子爬上围栏，准备往湖里跳……

没有丝毫犹豫， 从小会游泳的方岩立刻冲向湖边。
看到一个孩子身穿羽绒服，漂浮在湖面上，此刻孩子昏
迷不醒，情况十分危急。

而距离孩子不远处，先前跳下湖救人的两人，因为
没有脱衣服，此刻在水中正游向孩子。由于水温较低，衣
服吸水后加重，两人始终无法靠近孩子。

见此情景，方岩立刻脱下衣裤，跳入湖中，迅速游向
孩子，将孩子搭在肩上，反身游向桥边。因为桥边没有抓
手支撑，先前跳入湖中的两人，一人抱着柱子、一人抓着
群众投下的绳子浮在水里。 见方岩抱着孩子游了过来，
其中一人立刻伸出一只手接应，示意方岩抓着自己。 有
了支撑，方岩腾出手来给孩子做心脏复苏，经过多次按
压，孩子吐出一口水，缓缓睁开双眼，“哇”的一声哭了出
来。此刻，3 位英雄和桥上群众悬着的心都落了下来。群
众找来绳子，方岩一手托着孩子，另外两人分别伸出一
只手，将绳子捆在孩子身上，由群众将孩子拉到桥上。而
3 位英雄也在群众的帮助下上了岸。

孩子上岸后，经赶来的医护人员检查，暂无大碍。考
虑到天气寒冷，担心孩子有其他症状，随即送往医院做
进一步的观察和治疗。

“这是我们公民应尽的义务，我也为人父，不可能不
伸手帮忙。 而且当时我的孩子就在现场，我也给孩子树
立了一个榜样。 ”方岩告诉记者。

据了解，方岩是一名自由职业者，目前经营一家网
店。 另外两位英雄分别是刘源和周阳。 刘源是一名退
伍军人 ，周阳是一名企业职工 ，从事电教设备售后维
修工作。 ③8

□记者高洪驰 文/图

本报讯 “今天集中销毁了很多电鱼器等物品，
这是对使用这些物品的不法分子一个震慑， 向河里
放的很多鱼苗，对沙颍河生态恢复有很大帮助。 ”市
民胡俊玲说道。 3 月 4 日，沈丘县销毁禁用渔具暨补
偿性增殖放流活动在沈丘沙颍河畔举行 （如图），活
动现场吸引了很多市民围观。

当日上午 11 时许 ， 位于沈丘县城附近的沙
颍河畔 ，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为现场市民讲解
了各类违禁渔具的作用和危害 ，普及了保护水域
生态环境的相关知识 。 活动现场 ，还对查获的电
子捕鱼器 406 个 、可视锚鱼器 294 套 、鱼叉 9 把 、
弓镖射鱼器 17 个 、地笼网 、迷魂阵 、电网等进行

集中销毁 ，处理有毒有害电瓶 398 个 ，并在市民
的帮助下 ，并向沙颍河放流鲢 、草 、鲤鱼鱼苗 40
余万尾 。

据了解，今年是进入“中国渔政亮剑”系列行动
实施第六年。 沈丘县渔政始终保持严厉打击各类违
法捕鱼行为的高压态势，2017 年至今， 共查办非法
捕鱼案件 506 起，没收电捕鱼设备 700 余套，移交司
法处理 48 人，取得了较好的打击效果。

沈丘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立杰表示： 把电鱼
工具、 可视锚鱼器及其他禁用渔具进行集中公开销
毁，震慑那些心存侥幸的不法人员，向社会传递打击
非法违规渔具和违法捕鱼的坚定决心， 提高群众护
渔意识，坚决维护沈丘县水域生态平衡，切实呵护好
全县渔业资源。 ②6

太昊陵人潮涌动，疫情防控如何？
□见习记者 邱一帆

暖心，3名淮阳人
勇救落水儿童

沈丘县：40万尾鱼苗放入沙颍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