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孟一 
    本报通讯员 张艳 刘梦得

  “妈妈快看，那是一条龙！啊！又
变成大老虎了……”2 月1 日大年初一
刚入夜，跟着父母来到曲阜过文化年
的小游客王一诺早早地等候在尼山圣
境至圣广场。当 500 架无人机急速升
空，一会列队“孔子周游列国图”，
一会排成“文化自信”字样时，虎啸
龙吟般的壮景引得小姑娘又蹦又跳、
兴奋不已。
  中国人过中国节，圣人之地年味
浓。精心装扮过的尼山圣境，满满的中
国红和虎年元素。在这场名为“明礼中
国年”的主题游园会上，景区内处处张
灯结彩，既有舞龙舞狮、杂技杂耍等传
统年俗表演，又有“写福纳祥”“国乐
祝春”“非遗市集”等明礼体验，互动
感十足的活动设计、琳琅满目的新春文
创产品，吊足了游客的胃口。有的游客
还穿起汉服、打起灯笼逛园。
  “现在过年，经常有人说‘年味淡
了’，究其原因，其实是很多春节礼仪
在流失，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好东
西’重新捡起来。”尼山圣境景区副总
经理徐彤说，要让春节礼仪火起来，只
是照本宣科的景区讲解很难起到作用。
因此，他们选择把拱手礼、书写家风春
联、春节敬长礼仪、国潮着装等融入到
了游园活动中，让游客们被浓浓的年味
吸引。
  弘扬春节礼仪，是在传承传统年
俗，更是在传播时代礼仪。在孔子博物
馆，“孔府过大年”新春特展以“福禄

康宁”为主题展示了孔府过年的习俗，
也体现了孔府春联中的家风内涵和家
国情怀；孔府景区门口，春节期间每
天都有“圣府迎春·拓春送福”活
动，游客们可以亲手体验门神拓印技
艺，在收获了一份手作伴手礼的同
时，加深对“非遗”技艺的理解；乡
村农家院把很多城里娃没体验过的祭
灶、扫尘、过油等年俗变成了乡村游
项目……当传统的春节内涵获得了可
感、可知、可体验的活态化呈现，“年
味”便被激活了。
  “曲阜是孔子故里、文化之都，我
们觉得这里的年味可能更足，来到一看

果然不虚此行。”谈到这两天在曲阜过
年的经历，王一诺的父亲王林被“传统
文化与年”碰撞出的“火花”所触动，
而印象最深刻的，正是随处都可以感受
到的浓浓春节礼仪。
  圣城新春遍开礼仪之花，除得益于
景区的精心设计外，也与政府的推动有
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为更好地传承年俗
文化、倡导文明有礼过年，今年春
节，曲阜市印发了图文并茂的《文明
礼仪指导手册（春节篇）》。与此同
时，还开展了文明礼仪培训、民俗展
示体验和“知礼明德幸福年”原创春联
征集、“我家的春节礼”网络互动等活

动，倡导市民和文旅从业者传承传统年
俗、践行文明礼仪，让年更有味、让节更
有礼。
  “你看这套‘仁义礼智信’卫衣，
单体艺术字简洁、前卫，很符合当代年
轻人的个性需求。”在孔子博物馆的文
创产品商店，曲阜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
长张宏说，从以推广活字印刷为目的设
计的“扫码寻字印章”，到手拿虎年春
联的Q 版孔子手办，再到成套展示新
春礼仪的盲盒……不断推陈出新的文创
产品，作为春节礼仪和传统文化的新载
体，正吸引着青年一代加深对传统文化
的认知。

孔子故里过大年，传统民俗文化与“年”碰撞出火花

明明礼礼中中国国年年  礼礼到到年年味味浓浓

  □ 本报记者 杨学莹

　　1月31日腊月二十九，位于潍坊滨
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东新和成药业有
限公司还在正常生产。远远看去，冷却
塔蒸汽氤氲，一组组四五层楼高的反应
装置明光铮亮。走进厂内，中控室人员
满座，装置区罐釜林立、电机低鸣，不
时看到头戴蓝色安全帽的工人巡检。
　　“我们公司有 160 0 人，除了研
发、行政、后勤人员春节放假， 1200
名生产人员全部坚守岗位，四班三倒，
这会儿厂里有300 多人在岗。”公司总
经理吕国锋告诉记者。
　　新和成药业是山东省瞪羚企业，生

产芳樟醇、叶醇、覆盆子酮等香精香
料，产品用于制造食品添加剂、日用香
精、维生素等。这些产品的全球市场占
有率都在50% 以上，奇华顿、 IFF 等国
际知名公司，是他们的客户。
　　领先靠的是研发实力。吕国锋说，
公司有技术人员200 多人、博士5 人，
每年研发投入超5%。公司十几年来一
直坚持“科技奖”制度，员工研发了新
产品、做出了新改进，第一年产生效益
的 3%-5% ，拿出来奖励课题团队。
“昨天，我们公司刚刚发了近 300 万
‘科技奖’。”他说。
　　新和成药业某分厂厂长带领的7人
创新团队，这次获奖数十万元。
　　什么课题获了奖？该厂长指着两个
反应釜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一种产
品，以前满负荷生产仍供不应求。去年
9月，趁着设备检修，吕国锋提出，能
否把原来一釜一釜的间歇式反应改造成

连续生产，以扩大产能。
　　在吕国锋指导下，该厂长带着团
队，仅用一周时间，改换了反应釜进原
料管道上的阀门，加装了流量计，编制
了一个自动进料控制程序，实现了连续
进料。他们进一步调试设备、调整参
数，实现了稳态生产。一个阀门、一块
表、一个程序，这样的小改进，就把月
产能提高了35 . 7% ，将原料收率提高了
3 个百分点，废料率减少了2/3 ，年可
增效 100 0 多万元，还减少了人工备
料、倒釜的麻烦，实现减员4人。
　　这次获奖，让这个团队的创新热情
大涨。他们谋划着，过了春节，将这个
装置再改进，把废料外排工序也改成连
续式的，实现全流程自动生产。另外，
他们准备把另一种产品也从间歇式反应
改造成连续式生产。
　　新和成药业食堂进门处，有两块醒
目的大展板，公布的是 2021 年上半年

合理化建议的获奖名单。展板显示，
2021 年上半年，收到合理化建议 3818
个，有224 个被推荐表彰。记者细看这
224 个建议，大到添置设备、控制异
味、合理使用伴热介质，小到给货梯急
停按钮更换一个防护罩、让员工上下班
穿戴好荧光马甲、在车间里增加一个手
套存放柜，每一条都看得出，职工对企
业用了心。
　　小改进、微创新，带来的是大效益。
吕国锋说，近5年，公司的产值每年保持
在20% 左右的增长速度。2021 年预计完
成产值约 30 亿元，万元产值能耗降低
6 . 8%，万元产值COD降低7%左右。
  下午 1 ： 30 ，记者告辞时，吕国
锋说，他将和管理人员到车间走访看
望一线员工，把慰问品发放到岗位
上。晚上，公司食堂准备了年夜饭。
大家将在灯火辉煌中，开启充满希望
的新一年。

春节假期生产人员全部坚守岗位，潍坊一瞪羚企业———

春春节节不不停停产产  科科研研不不停停步步

  □ 刘兰慧

　　年味是一种视觉。相传年兽怕红色，所以人们便贴春联。在沂蒙
老家，春联和过门笺可谓是“天作之合”。过门笺有着上千年的历
史，粘贴过门笺需要讲究“仪式感”，六种颜色的排序不能乱。小时
候总想着长大，便能爬上梯子贴这些花花绿绿的“纸”。年味，于是
变成了一种长高和长大的盼望。
　　年味是一种听觉，原来的“爆竹声中一岁除”如今变成了电子烟
火，但关于年味的声音记忆从来都不是静悄悄的。关于过年，有一种
情怀叫赶集。熙来攘往、琳琅满目、乱而有序的集市让人怀念；人头
攒动、鼎沸嘈杂的田园气息依然撩拨着心弦。形形色色的叫卖声、称
斤论价的争吵声仍围绕耳畔，渐行渐远的乡村集市成为离乡者的
眷恋。
　　年味是一种味觉，一进入腊月，人们便开始了忙年。所谓生活有
滋有味，年味与味蕾的结合之密切已无需多言。关于食物的记忆或许
是每个人关于年味最活色生香的部分。年味是酸的，那晶亮诱人、酸
甜可口的糖葫芦想来便满口生津。年味是甜的，集市上花花绿绿糖纸
下的糖果成为幼小心灵中最大的诱惑。除糖果外，集市上香甜的爆米
花想来便垂涎欲滴，母亲蒸的红枣馒头富有弹性、劲道、香甜。还有
母亲炸的红薯麻花，伴随油滋滋作响中诞生的酥脆成为内心深处的
甜。年味又是苦的，在一物降一物的卤水点豆腐过程中，苦涩的卤水
将豆汁点化成清香的豆腐。年味是辣的，色泽鲜红辣椒点缀下的年夜
饭成为日子越过越红火的生动证明。年味自然也是咸的，劈柴炖鸡、
炖鱼、炖狮子头和猪头肉成为团圆饭上的不可或缺。
　　年味是一种感觉，关乎思念与牵挂。远方的弟弟打来电话：“今
年，我站新年的第一班岗。”遥远的地方，一位年轻战士亦在光阴变
换中，在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刻，拥有了关乎家国情怀的年味。
　　年味里是故乡，是童年。年味定格在衡量时光的尺度中，承载着
记忆和成长烙印。这味道经岁月浸染，跨越时空，延续着千年习俗。
所谓年味，变的是方式和氛围，不变的是延续、发展和传承。

年味通感

中俄元首“冬奥之约”

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进入2月，北京的喜庆气氛愈发浓厚。虎年春节与

冬奥盛会接踵而至，“双奥之城”吸引全球目光。

　　一起庆冬奥、过大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将来华

访问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熟悉的地方，亲切的朋友。这将是普京总统近三

年再次访华，也将是他同习近平主席自2013 年以来第

38次会晤。

　　一个多月前，中俄元首“云端”相见。习近平主

席一席话犹在耳畔：“我对我们的‘冬奥之约’十分

期待，愿同你携手‘一起向未来’，共同开启后疫情

时期中俄关系崭新篇章。”

 时事·4版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春节假期已开启，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
为给春节和冬奥会举办创造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山东省应急管理厅
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各级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强化应急准
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各级各地要严格落实各级岗位责任，确保信息联络畅通，及时掌
握相关动态和处置情况。要针对本地区实际，立足于风险隐患防控和
灾害事故抢险救援，提前预置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一旦遇到灾害事
故，要穷尽一切手段、穷尽一切力量、穷尽一切办法，全力营救被困
人员，确保不发生任何次生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类
救援队伍尤其是专业救援队伍，是灾害事故应急救援的重要力量，各
级应急部门要做好统筹，强化社会资源和应急准备，推动提升应急处
置能力。
  各级应急部门要强化预案应用，以预案为工作切入点，摸排灾害
事故风险隐患、应急资源，针对各类风险制订处置方案，明确责任人
员和工作措施，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各省级专业救援队伍要强
化人员管理，强化应急意识，强化组织观念，强化实践应用，突出春
节和冬奥会举办期间训练重点，强化技能提升，加强装备物资和技术
储备，加强值班值守，确保扎实准备、迅速响应、有序应对，最大限
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通知

强化春节假期应急准备

提前预置救援力量

“党员志愿队，做得真到位，上门服务忙，每月不嫌累……”

庄户剧团传递文明风尚
  □ 本 报 记 者 纪伟
    本报通讯员 刘艳

  2 月 1 日，大年初一下午，在莒南
县十字路街道兰花墩村，一场春节汇演
聚拢起全村的人气。十几名庄户剧团成
员身着红色碎花夹袄，手执粉色花边折
扇，伴着音乐踏起舞步。
  开场舞一亮相就获得满堂彩，观众
围成扇形观看，奋力鼓掌。
  表演者中，60 多岁的尹相娟“团
龄”最小，入剧团学舞仅8 个月。“跟着
剧团里的宋老师学了几个月，现在上台
也能跟上大家的拍子了。”尹大娘说。
  尹大娘口中的宋老师是宋兴利，今
年47 岁，他所在的剧团名为星光剧团，
取意庄户人在舞台上也能星光熠熠。
  兰花墩村的春节汇演仍在继续，第

二个节目是原创诗歌表演。“党员志愿
队，做得真到位，上门服务忙，每月不
嫌累……”尹大娘与几位团员一字排
开，每人几句唱词，就把新时代文明实
践服务队为困难群众提供帮扶的政策，
原原本本地介绍了一遍。
  “村民站上舞台歌颂党的政策，这
在莒南是有几十年传统的。”兰花墩
村党总支书记石学东告诉记者，莒南
县素有“齐鲁红都”的美誉， 1945 年
山东省政府在这里成立，这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省级政府。当
年，党的队伍就是通过文艺表演的形
式进村做工作，发动群众参加革命。
如今，星光剧团的许多团员也是村里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将文艺表演与
文明实践工作结合起来，是这几年庄户
剧团的新变化。

  目前，星光剧团团员约有40 人，
编排的节目包含了唱歌、跳舞、小品、
三句半等多种形式。宋兴利拿出手机给
记者展示剧团的排练视频，画面中，五
名中年妇女左手执碗，右手执筷，排成
一列纵队，在农家院里边走边唱，歌颂
当下的生活越来越好。
  宋兴利说，还有一些三句半节目，
他会将近期村内发生的新鲜事、当地政
府的新政策写成唱词，让村民们排练成
一段节目，“虽然都是很简单的创作，但
庄户人自编自演庄户戏，既能让村民聚
在一起热闹热闹，又能做到寓教于乐。”
  “庄户剧团的演员和节目都来自当
地村庄，不仅能够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还是邻里关系的黏合剂。”莒南
县十字路街道文化站站长徐红说。

“灯笼隧道”醉游人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郑树平 报道
  2 月 1 日，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游客在“灯笼隧道”中惬
意游览拍照。常山庄村位于沂蒙山区腹地，今年春节，常山庄村用上
千只火红的灯笼，组成长达百米的“灯笼隧道”，寓意虎年红红火
火，成为当地“网红打卡地”。

党端看点

 视频丨“好品山东”天团

亮相央视，汇聚山海奔向世界

 视频丨好品山东推荐

官，代表委员打头阵

 推广曲丨山东好品，家

乡最深情的抚慰

 活动丨“好品山东”全

球征集广告语

“鲁南花馍”迎新春。（□吉喆 报道）

更多山东好品

见大众日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