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站
交通枢纽 线路 周边地铁口
郑州长途客运西站 1号线 秦岭路站C口

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 1号线 二七广场站F口

郑州长途汽车高铁站 1号线 郑州东站K口

郑州客运北站 2号线 刘庄站D2口

郑州陇海汽车站 2号线 陇海东路站D口

郑州汽车客运总站 5号线 京广南路B口

火车站
交通枢纽 线路 周边地铁口
郑州火车站（西广场） 1号线 郑州火车站C口

郑州火车站（东广场） 1号线 二七广场站F口

高铁郑州东站 1、5号线 郑州东站D/E/G/J口

城际铁路新郑机场站 城郊线 新郑机场站C/D口

机场
交通枢纽 线路 周边地铁口
新郑机场 城郊线 新郑机场站B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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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5号线试乘首日，市民争相“尝鲜”
提醒：试乘期间不能换乘，体验券单程使用

地铁绿城广场站
“智慧工地系统”启用

当工人戴上施工安全帽那一
刻开始，位置信号就出现在了“智
慧工地系统”监视屏中。在实时
监控下，施工工人的安全得到了
有效保障；自动喷淋系统随时待
命，一旦实时监测系统侦测到大
气颗粒超标，环布整个工地围墙
的喷头立刻启动。

近日，中铁四局市政控制性
节点 10标绿城广场站“智慧工地
系统”正式启用。该系统可以有
效利用信息化大数据对地铁工地
的劳务管理、安全质量、环保测评
和控制。 记者 白韬 文/图

5号线各个站正式面向市民开放试乘
5月15日，地铁5号线试乘首日，在地铁5号线郑州东站举办了“绿城启5 载梦中原”试乘活动启动仪式，市民争相“尝

鲜”，5号线不仅仅给沿途居民带来了出行的便利，还扩展了活动圈。 记者 张华/文 周甬/图伴随着欢快的乐曲，一群青
春洋溢的地铁乘客从画面中演
绎到现场，展现了 5号线的开通
给城市生活带来的缤纷多彩，欢
快的舞蹈为仪式拉开了帷幕。

现场通过视频播放了热心
市民和行业代表对 5号线即将
初期运营的期待和祝福，并通过
启动灯签名的方式表达了对郑

州地铁的关注和支持。
启动仪式上，由 5号线沿线

产权单位代表、行业劳动模范代
表，以及 5号线周边所在区的居
民、优秀教师、学生和商户代表
组成的特色嘉宾群体也格外引
人注目。

郑州地铁相关负责人表示：
“郑州地铁的快速发展与成长，

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
奉献和不懈努力。在试乘当天
邀请他们中的代表共同见证这
一历史时刻，就是为了表达对他
们最衷心的感谢！”

现场的近百名市民成为地
铁 5 号线首批试乘者，同时 5
号线各个站正式面向市民开放
试乘。

5号线已具备正式运营条件
启动仪式后，郑州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李江涛介绍，试
乘期间，市民凭试乘券在 32个
站除经北二路站外，所有的站
都可以试乘，在专用的出入口
通道内，经过工作人员验票
后，在 5号线进行体验。本次

试乘也是在前期建设、机电安
装、装饰装修到运营筹备，再
到试运行阶段之后，进入了另
一个转换阶段。

李江涛说，前期工作经过了
第三方专家评审，顺利通过，目
前，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各项设备运转正常，指标良好，

全部达到国家要求，运营筹备
扎实进行，从运营的文本制度
验证到演练，再到应急处置，员
工操作技能都具备了开通具有
的能力。本次试乘是让市民提
前“尝鲜”，感受 5号线，让市民
体验 5号线这条“金腰带”带来
的魅力。

“尝鲜”5号线，退休老同事相伴出行
当天上午10点，5号线开始正

式试乘，在郑州东站，虽是上班时
间，一进车厢，每个座位上都坐了
人，“尝鲜”市民笑逐颜开，坐上了敞
亮的5号线，手机拍照闪不停。

一对“老姐妹”看到记者采

访，非常热情。王银芝老人介
绍，自己家住航海路，离 1号线
和 2号线都远，以前坐地铁总共
也没有超过 10次，现在家附近
就有冯庄站，走路几分钟就到
了。一听说能试乘，就拉着同样

退休的老同事胡定辉早早领了
票来体验了。

胡定辉家住郑州航院附近，
以前出门都是靠公交，现在市第
二人民医院站离得近，以后出门
也更便捷了。

为了2岁小宝贝，老人带孙儿地铁游
高大的爷爷抱着小孙子，俩

人双双手拉着车厢内的拉手，每
到一站，两岁的小朋友都兴奋地
叫着，伸出头向站外望去。孩子

的爷爷申先生说：“小孩儿两岁，
这是第一次乘地铁，兴奋坏了，
有位也不让坐。”

当到达儿童医院站时，孩子

更是兴奋，与其他站白绿为主
的色调不同，该站台的天花板
非常绚丽多彩，很吸引小朋友的
注意力。

以后出差再也不用来回换乘了
由于是上班期间，体验的群

体多为老人和孩子，年轻的胡先
生一上车，便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我去东站坐高铁，再也不
用来回换乘了。”胡先生说，他在
城东路附近住，出差的频率比较

高，以前去郑州东站坐高铁，都
是需要先坐公交到 2号线二里
岗站，然后在紫荆山站换乘 1号
线，最后到达郑州东站，时间比
较久，过程也比较麻烦。5号线
试乘首日，正赶上去外地出差，

胡先生通过手机提前拿到了试
乘券，这次出差比往常节约了不
少时间和精力。

更重要的是，以后都可以在
家门口坐 5号线直接到郑州东
站，无需换乘。

没去过月季公园，靠5号线圆了梦

上午 11点30分，七里河站，宋女士
扛着犯困的外孙，带着女儿，领着朋友和
朋友的孙子，一行人浩浩荡荡地等车。头
一次试乘5号线，宋女士有点担心，询问
郑报全媒体记者去月季公园去哪边乘车。

“我就是在郑州人，长这么大从来
没去过月季公园，这次 5号线开通，就
想去看看。”宋女士的女儿介绍，她们
家就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家住七里

河的王庄，自己长这么大，孩子都有
了，就因为远，从来没去过月季公园。

看着地铁上的指示，宋女士的女
儿又有了新发现，兴奋地拉着宋女士
说：“以后去俺姥家，直接坐5号线就到
了，只有几站路。”宋女士仔细一看，果
然是，宋女士的娘家在祭城，老爹老娘
的楼下就是地铁口，以后不但逛公园
方便，走娘家也更方便了。

“男主外，女主内”，听声音就能辨别内外环
在试乘时，不时有市民四处张望，

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坐哪个方向的车。
简单判断，可以通过查看站台的

导向、站台门上的线路图、站台门提示
标语、地铁电视查看自己所要乘坐的
方向。列车即将到站时，站台还会广
播提示，男声是外环方向，女声是内环
方向；如果在列车上，也可以通过列车
上的广播、地铁电视、车门上的LCD线
路图进行判断。

举例，如果在月季公园站，要去
中原福塔站应该乘坐内环方向，还是
外环线方向？

根据图例显示，如果在月季公园
站，建议乘坐外环方向，外环方向月
季公园站至中原福塔站，需要乘坐 14
个站。也可以乘坐内环方向，内环方
向月季公园站至中原福塔站，需要乘
坐 18个站，相较外环方向需要多乘坐
4个站。

切记切记，试乘期间不能换乘
5月 15日至 19日，5号线进

行市民试乘活动，值得注意的
是，试乘期间不能换乘，在正式

开通后，将开通在五一公园站
和郑州东站与 1 号线换乘，在
南五里堡站和黄河路站与 2号

线换乘。
在试乘时，车票是单程票，出

站后需要再次持试乘券试乘。

非付费区有公厕的，站台下没有公厕
与1号线和2号线不同，5号

线在部分站台的站厅区设置了
公厕。在航海广场站一楼 A站
口，就设置了公共区域的公厕，
也叫非付费区公厕，试乘期间尚

未开放。
“在站台设置的有公厕，站厅

就没有公厕；站厅设置有的话，站
台就没有。”乘车时内急的朋友，
可看仔细了，站厅和站台分别在

地上和地下，需要刷卡出站，错过
了比较麻烦。

另外，在航海广场站还设置
了母婴室，里面设置有操作台和
镜子，目前还尚未开放。

想带孩子体验南阳文化，别错过七里河站

32个站中，有多个特色站，
其中七里河站别具一格。站台内
是清新的绿色，头顶的天花板和
灯带造型别致。

在站厅内，一面充满了历史
文化名人的文化墙，乍看让人摸
着不头脑。

“范仲淹、诸葛亮、李白、韩
愈、光武帝……这些历史文化名
人彼此之间有联系吗？”在乘车体
验时，市民陆女士和朋友一边看，
一边讨论。

俩人看了两遍，最后仔细辨
认画的中央是一个“宛”字，原来，

画上所有的历史文化名人，都与
南阳有关。想带孩子体验的话，
家长可要做好功课，带孩子体验
文化中的七里河站。

在其他站点，都设有文化墙，
喜欢文化的家长，可带孩子体验
一场不同的文化地铁之旅。

交通枢纽站怎么乘坐地铁，信息都在这儿

汽车站、火车站、飞机场，1号线、2号线，5号线，怎么乘坐更便
捷？记者进行了打探。

儿童医院站内的壁画 儿童医院站站台

这几位阿姨在车内十分开心地告诉记者，今后出门方便多了

站务员打手势示意车门即将关闭

一名乘客拿着手机在车厢内自拍 地铁5号线建设者坐在车厢内一脸的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