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高田 本报通讯员 张振兴

  “这台无人机的续航里程能达到多少？能载重几公斤？”王伟围
着新拆箱的无人植保飞机转了几圈，不停地提出新问题。这个春节，
他和合伙人李孟全来到东昌农机大市场选购“新年货”，为春耕植保
增添新农具。
  今年32岁的王伟是聊城市东昌府区顺丰家庭农场有限公司的“农
场主”，也是东昌府区最年轻的“粮王”，2022年六月小麦收获季，
农业专家来到顺丰农场现场测试产量。“2 . 13亩农田，除去水分、杂
质，实际平均亩产817公斤！”。实测结果让王伟心里踏实了许多，
加上玉米和大豆的产量，顺丰农场的地块实现了“吨半粮”目标，现
在王伟的家庭农场也是东昌府区高产攻关试验示范基地。
  “土地规模化种植离不开现代化的大型机械。我现在有三十五台
套大型农机。”提起农机设备，王伟的言语里透露着一丝自豪和骄
傲。“这台东方红拖拉机主要承担耕地、种地、施肥的工作，我又花
了一万多块钱给它加装了一套智能化操作系统，只要设定好程序，在
播种的时候，拖拉机就能走直线，农机手坐在车上不用任何操作，只
需要在地头上掉头的时候转动一下方向盘。走直线有什么好处？方便
后期追肥、打药、收割，效率能提升不少。”提起来每台农机设备的
特点、功能，不善言谈的王伟侃侃而谈。王伟的妻子陈亚非说，“这
些农机设备就是他的宝贝，捣鼓起来比对自己俩孩子还精心呢。”
  “不购置农机无法保障农场按农时种收，购买了这些农机，90％的
时间都闲置，为了解决农机闲置的问题，去年我们成立了利源农业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托管了周边8个村子的两千亩农田。”王伟告诉记者。
  “我家有3亩地，以前年年种玉米、小麦，农忙时节一个人根本
忙不过来。现在这些地都给王伟托管了，不用自己干农活还能领到租
金。看着自己的地年年丰收，我打心眼儿里高兴！”辛王村脱贫户王
丙合笑着说。
  有投入，才有收获。新的一年，王伟打算再添置两台无人植保飞
机，在东昌农机大市场，经过一番合算，两台无人植保飞机售价4万
元，按照农机补贴政策，每台无人植保飞机能补贴六千多块钱。“农
机补贴政策减轻了我的资金压力，去年投资80万元购置的三台拖拉机
和收割机能享受农机补贴15万元，相当于省了一台农机的钱。”王伟
仔细算了算账。

  □ 本报记者 薄克国 陶相银
         纪 伟

  有一种坚守，叫春节我在岗。万家
团圆时，一些人放弃了小家的团圆，守
护着万家灯火。他们中有坚守在黄海孤
岛上的气象观测员，每天测量各种海洋
环境数据；有守护碧水蓝天的生态民警，
让人与自然相处更加和谐；有一直在岗
的纪念馆讲解员，用红色故事浸润游客
心田……我们采访了三位春节期间坚守
岗位的工作者，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放哨人”坚守孤岛测数据

  “今天我值气象白班，同时进行海
浪观测，密切关注气温、湿度、气压、
风速、风向、降水量的变化，定时观测
海浪等海洋环境要素，保证海洋环境数
据准时有效上报。”1月22日，正月初
一，坚守在黄海孤岛——— 千里岩岛上值
班的蒋涛告诉记者。
  蒋涛是自然资源部千里岩海洋环境
监测站观测员，他这次是1月18日上岛
的，与他一起值班的还有两名同事杨军
涛、陈昭旭。他们轮流值班，定时测量
海水温度、盐度、海浪、风速等17项海
洋环境数据。
  上岛前，蒋涛和同事随船携带了大
米、面粉、猪肉、鸡蛋、土豆、圆葱、

大头菜等食品。在岛上的“年夜饭”，
就简单几个菜，加上韭菜肉水饺。
  千里岩是黄海中部一座孤岛，设在
岛上的千里岩海洋站，是我国基本发报
台站之一，也是黄海距离陆地最远的海
洋站。“地震、海啸都有先兆，海水水
温、盐度和潮位均会出现异常。我们观
测的数据看似乏味，但关系到亿万同胞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千里岩海洋站站
长姜文凯介绍，海洋站获取的海洋水文
气象数据，经长年累月积累，对于研究
风暴潮、海浪潮、赤潮等海洋环境的年
代变化，至关重要。
  工作五年，蒋涛见证了千里岩海洋
站的变化：从只有手机信号到建设联通
基站；表层海水盐度由人工观测变成了
自动观测；再到站上基础设施大面积、
全方位更新。如今，更为重要的是智能
化观测站的搭建已提上日程，未来有望
实现智能控制，数据自动观测、自动上
传、自动预警。
  “我们坚守海岛，虽然值班时间较
长，节假日不能跟亲人团聚，但是既然
选择了这份工作，就会坚守下去。我将
倍加珍惜跟同事坚守海岛的日子，努力
将工作做得更好。”蒋涛说。

  “天鹅卫士”守护鸟儿

安然过冬

  每年冬季都有上万只大天鹅从西伯
利亚来到荣成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越冬。天鹅湖内的大天鹅成群结队，或
在水面游弋，或在天空翱翔。

  1月22日，天鹅湖景区游客量达到
了顶峰，附近的道路出现了堵车。人群
中，几名来回巡逻的警务人员特别忙
碌，在治安巡逻的同时，他们也充当着
导游和讲解员。“平日里的游客在几千
名左右，今天得有近两万人。”威海市
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成山卫派出所民警
吴超介绍。
  吴超是成山卫派出所天鹅湖生态警
务工作站的驻站生态民警。春节期间，
他要带着两名辅警沿天鹅湖巡逻。巡逻
的目的除了警务工作，还有救助各类保
护动物。“我们派出所保护大天鹅已经
有30多年的传统了，去年7月份，特意
成立了生态警务工作站，用以打击破坏
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吴超说。
  人们爱护大天鹅，大天鹅同样回报
给人们“天鹅经济”。“一到冬天，特别是
今年春节假期，周边的宾馆、民宿、渔家
乐天天爆满。”荣成市文旅局副局长许利
介绍，荣成市好运角旅游度假区打造了
独具特色的天鹅经济链，建设了包括天
鹅湖客栈、大天鹅科普馆、天鹅湖美术馆
等在内的文创、旅游、科普一条街，引进
天鹅主题民宿，“天鹅小镇”已初具规模。

  “红色讲解员”让红色

故事直抵人心

  1月22日，迎着兔年的第一缕阳
光，蒙阴县孟良崮战役纪念馆讲解员黄
继伟坐上了开往纪念馆的班车。
  上午9点左右，第一批游客进入孟
良崮战役纪念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

站在陈毅粟裕前线指挥的图版前，神情
庄重，看得仔细，引起了黄继伟的注
意，轻轻地走向前，“大爷，您需要讲
解吗？”“收费吗？”“不收，俺给您
义务讲解好不好？”
  “这是穿插奇袭，在一纵部队快速
开进穿插时，两军互相看得到对方在运
动，敌人在山岗上，我军在山坡下疾
进，敌人却以为是他们的友军。当时雾
气很大、视线不清，敌军没有对口令，
我军抓住时机直奔预定战场，也是奇
迹。”老人听着解说，不断对黄继伟竖
起大拇指。
  “走上了讲解员这条路，就知道没
有了假期。”黄继伟说，因为工作特殊
性，不能回家，能看到游客对自己工作
的满意就是最大的安慰。
  下午4点，闭馆时间到了，来自北
京的一家人刚刚踏入纪念馆大门，见此
情景，黄继伟主动承担了讲解任务，让
同事准备下班回家团聚。经过一个半小
时的讲解，5点半，黄继伟也挥手告别
今天3000多名游客中最后的一家三口。
  讲解员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
讲好红色故事的责任。如今，全社会对
革命纪念场馆的关注度更高了，红色故
事的吸引力更强了，讲解员展示自我的
舞台更大了。从事讲解工作20 多年的
黄继伟说，新的一年里，她将提炼出更
多打动人、感染人、激励人的红色故
事，讲给更多人听。
  （□本报通讯员 卢旺龙 吕帅
张圣虎 参与采写）

用用坚坚守守绘绘就就春春节节最最美美风风景景

  □ 刘兰慧

  从济南西到临沂北，坐在鲁南高铁复兴号列车上。窗外，高楼大
厦组合而成的都市速写不断向后退去，工厂厂房、田间地头呼啸而
过，不知名小村的上空升起袅袅炊烟，列车的终点是阔别已久的家
乡。如电影般定格的家乡在脑海中时时闪现，思乡之情，绵远悠长，
愈发浓郁。
  “小识字班，家来了？”个半钟头，热气腾腾又湿漉漉的方言便
充盈于耳畔了。忙活一年，“回家”二字成为漂泊的真正意义。辗转
颠簸、风尘仆仆，一个更美丽的故乡出现在我的面前。
  天蓝得无法形容，没边没沿的干净透彻。恰逢年集，置办年货则
是头等大事。
  “先尝后买，甜得不得了，不甜不要钱！”一阵阵叫卖声唤醒思
绪，与童年记忆撞了个满怀。循声望去，糖果摊子边挤得满满当当。
作为临沂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高粱饴”富有韧性、细腻可口。甜蜜
担当背后，是糖果企业开足马力生产，供应全国各地市场。
  作为重要的商业形式和文化传播载体，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民间风
俗——— 山东大集如今焕发出新的生机。商贩们的吆喝声、赶集人的讨
价还价声、切羊肉剁葱花的咚咚声……热热闹闹、此起彼伏，街头渐
渐人流畅旺。巧遇故人，脸上浮现出真挚的微笑。
  花卉市场一片繁忙景象，不少老乡来选购鲜花，扮靓新春佳节。
菜市、肉市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电子支付到账的声音不绝于耳，消
费渐“暖”，经济日益活起来，烟火气亦逐渐回归。
  岁末年尾，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旧年华在记忆中闪耀，五彩纷
呈；新时岁亦有其独一无二的光辉。据《瑞应图》记载：“赤兔大
瑞，白兔中瑞。”虎兔交接之际，沂蒙的土地处处呈现大地春回。文
化广场载歌载舞，伴随着悠扬的节奏，老乡们正唱响新时代的“沂蒙
山小调”。

新春游踪

无人机“新年货”飞回家

  □记者 袁涛 报道
　　本报济南1月23日讯 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二，省委副书记、省长
周乃翔在济南走访并调研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向坚守岗位的广大
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新阶段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努力“保
健康、防重症”，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周乃翔来到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与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视
频连线，详细了解危重症患者救治、重症床位准备、药品器械储备、
春节值班值守等情况，感谢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辛勤付出。他说，春节
期间，留院患者一般病情较重，大家承担的救治任务十分艰巨。希望
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的好作风，精心做好救治工作，对每一名重症患
者，都要坚持“一人一策”、开展多学科会诊，坚持中西医结合、中
西药并用，千方百计保证救治效果。相信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一定
能赢得防疫最后胜利。
　　在龙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周乃翔与值班医务人员亲切交
谈，仔细询问发热科室设置、群众就医需求、快速转诊救治、老年人
疫苗接种等情况。他强调，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社区医院要当好群
众健康“守门人”，备足备齐药品设备，不断提高诊疗能力，让群众
在“家门口”得到诊治。要优化完善与上级医院的转诊机制，对出现
持续高热等重症趋势的老年人、儿童等患者，畅通转诊救治绿色通
道，全力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健康。
　　周乃翔还来到漱玉平民大药房奥体全运村二店，实地了解药品供
应储备情况。他指出，春节期间，人员流动性大、聚集活动多，要突
出做好药品储备工作，特别是对解热、止咳、抗生素、抗病毒药物和
抗原检测试剂、老年人基础病用药等，要供应充足、直达基层，确保
群众能够及时买到药、能够早日康复。
　　省及济南市领导刘强、宋军继、于海田参加活动。

周乃翔在济南走访并调研

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 本报记者 常青

  1月21日，中国传统节日除夕，与
国内张灯结彩、万家团圆不同，远在欧
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中部的塞尔维亚
与往日无异。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匈塞铁路诺苏段二标项目副经理王立早
早起床，照例去工地转转，检查施工情
况，今天他还有个额外行程：去营地检
查年夜饭的准备情况。
  “饺子是一定要有的，也要兼顾来
自全国各地同事的口味。大年初一的娱
乐节目，道具、奖品到位了吗？”王立
的检查格外细致。这个坐落在塞尔维亚
与匈牙利边境的中国营地里，红灯笼已
高高挂起，洋溢着浓厚的中国年味。
  这是王立第二年在塞尔维亚过年，
自从2021年8月来到匈塞铁路项目，一

直没回国。连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和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匈塞铁
路，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
一路”的重点项目，也是中国铁路技
术和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
范的对接。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的诺维萨德到苏博蒂察段二标项
目，路线全长55 . 786公里，设计时速200
公里，建设位置位于塞尔维亚到匈牙
利边境处。
  “当时公司征求个人意愿，问是否
愿意去海外，可以写想要照顾家庭，也
可以写服从安排。”显然，王立选了后
者。在此之前，他已在安哥拉度过了6
年的海外时光。尽管有着丰富的海外建
设经验，但来到塞尔维亚后，依旧面临
不小挑战。
  来到新项目，首先要安营扎寨。经
过考察，王立发现当地没有现成的可用
营地，决定自建一座“大本营”。开启
建设时已到冬天，气温骤降至零下15
度，同时伴随着漫天大雪，王立带领同

事盯在现场，头发上总挂着冰碴，手上
的冻疮也是好了又犯。受疫情影响，当
地物资匮乏，为了保障施工进度，项目
部决定再自建一个拌合站，这时已到酷
暑时节，面对设备和人员的短缺，他们
多方联络调动一切有用资源，每次回来
衣服都浸满汗渍。
  就这样，大家克服异国、天气、疫
情等诸多不利影响，制订施工计划，压
茬推进项目建设。铁路项目面临的管
道、线路迁改较多，这也成为建设的一
大难点。一次次协调会议，一次次恳切
沟通，建设中的问题在逐个解决，两国
人民的友情也在逐渐加深。
  王立说，项目建设中沿线居民几乎
每天都会来工地看，他们热切地期盼着
这条真正意义上的“快速铁路”能够开
通，同时对来自中国的建设者怀揣最大
的善意与热情。“经常能听到当地人用
不熟练的中文和我们打招呼，一听我们
是中国人会给予很多方便。”尤其让王
立印象深刻的是，在塞尔维亚，当地人

会在斯拉瓦节邀请中方企业员工去家里
做客。“这一天，他们通常只会邀请至
亲挚友参加。”
  由于7小时时差，当国内已进入新
年时，王立和同事们才刚开始举杯。刚
刚过去的2022年，王立所在的项目部完
成目标产值的102%，不仅展现了中国企
业风采，更为山东本地施工企业树立了
品牌。喜爱诗词的王立，忍不住即兴创
作：“多瑙河畔路桥，寒冬不减热潮。
百日大干正酣，誓将目标达到。一带一
路骄傲，品牌形象树牢。新春佳节欢
度，遥祝祖国安好。”
  这一天，王立没忘和远在青州老家
的亲人视频通话。两个儿子每次都要问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王立也只能一次次
许诺，又食言。王立出国前特意给孩子
买了个地球仪，在上面标注出塞尔维亚
的位置。除夕夜晚，地球仪还安静地放
置在儿子的书桌上，虽远隔万里，浓浓
亲情紧紧相连。

““一一带带一一路路骄骄傲傲，，遥遥祝祝祖祖国国安安好好””

外国友人拜大年

 ●新春佳节，很多外国友人通过视频方式给山东

人民送上了新年祝福。“兔”飞猛进、大展宏

“兔”、奋发“兔”强……一起来听听外国友人的

新年祝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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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大集

秧歌糖画挂灯笼 手造潮起年味浓

 ●春节期间，“手造新元年重拾老年味”山东手造

展示中心新春系列活动人气爆棚，捏塑、剪纸、糖

画、缠蜜等手艺人盛装登场；掐丝珐琅、黄河沙瓶

画、海瓷七彩手绘等手造体验类项目好看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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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者 卢鹏
   通讯员 王兵 报道
  1月22日，农历大年初一，淄
博市高新区四宝山街道办事处郭
家村，6 0 0 名村民齐聚村文化
广场，拍摄全村福大合影。目前，
郭家村的新村建设正在进行，今
年郭家村将整体搬迁至新建小
区，老村也将拆除。村民们拍摄一
张全村福，与老村告别。

拍全村福
迎乔迁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