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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上春晚的花饽饽

　　□　本报记者 唐晓宁 本报通讯员 张莹

　　“蒸花馍，花馍俏”，央视春晚少儿民俗节目《我和爷
爷踩高跷》生动地融入胶东花饽饽等非遗元素，让花饽饽
（上图）在这个春节又火了一把。早在腊月二十八播出的山
东卫视春晚上，庆喜楼蒿酵花饽饽原创设计师、胶东花饽饽
非遗传承人王军好专门设计的具有海洋特色、威海元素、兔
年吉祥寓意的三组主题饽饽就曾惊艳亮相，观众连连称赞。
　　王军好的作品通过匠心制作和精妙创意让这项传统技艺
焕发了新活力。《精致城市 幸福威海》大饽饽上有代表本地面
食文化的“八大件”、威海地标性建筑“环翠楼”等，全方位展示
威海风貌；《兔年大吉》紧密贴合兔年主题，将鱼、兔、如意、元宝
等元素结合，表达“鱼跃龙门”“大展宏图”的美好祝愿。
　　花饽饽已传承300多年。随着产品造型的日渐丰富，定制
款主题花饽饽成为新趋势。“今年春节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
定制款订单比较火爆，我们会根据顾客的需求制作不同造型
的主题饽饽。”王军好说，近年来胶东花饽饽作为非遗技
艺、年货节礼渐渐被全国消费者熟知，逢年过节都会有来自
东三省、河北、天津以及南方各省的顾客前来订购。

产房除夕夜，喜迎新春“兔宝宝”
　　□　本 报 记 者 李 丽
    本报通讯员 董自青 刘伟

　　大年初一0点02分，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附属济南妇幼保健院分娩室，随着
一声啼哭，该院癸卯兔年第一个“兔宝
宝”诞生。“这个宝宝好漂亮，眼睛那
么大！”随着奶爸一声赞叹，产房里响
起一阵掌声。
　　大年三十的产房里新入院的十五六
位产妇，正经历开骨缝、镇痛、补充营
养、助产、产后观察等过程。9名医护
人员全力守候待产的产妇，用一系列熟
练的操作迎接新年宝宝的到来。
　　大年三十，二十七八岁的姜女士突
然破水入院，在白天的正常护理下，产

妇待产比较顺利，但是晚上医生在进行
胎儿胎心监护时发现了问题，“胎心比
较弱，能尽快生出来最好。”护士长汪
志敏的心揪了起来
　　这有可能是医院迎来的首个“兔宝
宝”，医护人员也很是期盼。她们给产
妇进行了镇痛、播放轻音乐、补充营养
等护理服务，并把她及时转移到独立产
房，2位助产士守护在姜女士身边，孩
子父亲也进入独立产房陪伴妻子，这些
都让姜女士放松了心情。同时，产房通
知了儿科大夫，必要时准备好紧急
抢救。
　　大年初一，刚过零点，姜女士顺利
产下一名女婴。“我们听着孩子的哭声
比较弱，不是响亮的啼哭就紧急采取了

措施。”汪志敏介绍，先是给婴儿做了
初步的心肺复苏、吸氧，再通过保暖刺
激，孩子的皮肤颜色越来越好，最终血
氧饱和度达到了100。“当听见一声清
亮的啼哭，我们就完全放心了。”
　　一系列的操作，仅用10分钟的时
间，孩子很快被抱回母亲身边，医护人
员给孩子作了全面评估，得到了9分。
道喜声在产房外响起，陪伴的亲人们互
相道贺，还有人赶紧打电话给家里人报
喜。在产房里等候观察的2个小时，医
护人员跟产妇和宝宝合影留念。
　　截至初一上午8点，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附属济南妇幼保健院迎来7个“兔
宝宝”。医护人员提前购买了兔年玩偶
吉祥物，送给这一天出生的每一个

婴儿。
　　“我们现在鼓励顺产，并且是自由
体位。”汪志敏在产房已经工作了30
年，见证新年宝宝的出生也是见证时代
的变化。汪志敏说，从过去的一般顺
产，到一段时间剖宫产数量上升，现在
更多家庭选择顺产生下孩子，剖宫产率
逐年下降。
　　汪志敏也提醒正在备孕的女性或者
准备生产的准妈妈，在孕期要注意营养
也要注意控制体重，体重增加过大，不
利于胎儿顺利生产，还有可能产生糖尿
病、高血压一类的并发症，这样也会加
重生产难度。“一般孕期增加20斤最多
不超过30斤是比较正常的。”汪志
敏说。

“回娘家”也有新风尚
　　□ 本报记者 王臻儒

　　在山东，出嫁的女儿大多选择初二、初三携女婿和外孙
带糕点、烟酒等礼品回娘家，娘家也要准备一桌好菜与厚礼
招待亲人。初二回娘家，体现的是女儿对故乡和亲人的思
念，也是女婿孝敬岳父母、增厚姻亲之谊的机会。
　　近几十年，回娘家礼俗最大的变化，当属所携礼物的迭
代。从鸡鸭烟酒，到水果、保健品，健康和新鲜成为当下送
礼的标准。也有不少女儿女婿人未到，礼先到，新疆的大
枣、云南的芒果、江浙的糕点……来自各地的礼品从电商平
台发出，已先人一步来到了娘家。
　　另一方面，“娘家”正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成为相对
模糊的概念。不少定居城市的年轻夫妻，在除夕前会将双方
父母接到家里过年，让他们体验一下不同于老家的年节气
氛，也让双方老人都得到陪伴。大年初二，夫妻俩也不需早
早赶回娘家。也有不少年轻人结婚之初便商定，每年除夕回
婆家和娘家轮流过年。
　　年轻一代在重塑“回娘家”的习俗，根据自身实际对年俗进
行创造性改造，既体现了时代特点，也不失孝敬长辈、回家团圆
的传统性。不论是大年初二一早踏上回家的路，或是年前早早
将父母接来共享天伦之乐，儿女们企盼团圆的脚步从未停下。

自驾出游，防疫物品要备齐

　　□　本报记者 徐晨

　　春节长假期间，一些家庭打算利用假期自驾出游，为了
出行安全考虑，出行时应该充分准备。
　　首先，做好路线规划，尤其是要了解目的地目前的疫情形
势，避免前往疫情流行高位的地区。同时，应准备适当药品、防
护用品，包括口罩、湿巾、手消、常见的退热药物等。
　　春运期间人员较多，旅途中要戴口罩，做好防护，避免
跟其他人更多接触，最大限度减少呼吸道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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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王 新 报道
  1月23日，农历大年初
二，东营口岸迎来兔年首场瑞
雪。山东边检总站东营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加大口岸巡查力
度，统筹做好在港国际航行船
舶的监护管理和通关服务保障
并做好船舶运行安全提醒，消
除安全隐患。

雪夜巡查

护平安

原油库“辞旧迎新”，更多员工安心团圆
　　□　本 报 记 者 贾瑞君
    本报通讯员 闫坪卉 于 佳

　　1月23日，大年初二。上午9点，在
东营市东营区老东营原油库，尽管多数
储罐外壁有些锈蚀和斑驳，但每个储罐
依然显得高大宏伟。“目前新油库已投
入运营。这座老库仅剩一座604 号油罐
还在使用，不过很快它也将完成自己历
史使命。”42 岁的油库员工孙宁说，
这座老原油库已运行38年。
　　说话间，孙宁戴好手套，手拎七八
斤重的蛇皮袋，准备和同事一起爬到油
罐顶部，依次在三个不同的液位取三次
样，汇合在一起检验原油罐中的油品质
量情况。
　　此时室外温度零下6摄氏度，记者跟
随孙宁等人来到21米高的油罐顶端。稍
喘口气，孙宁和同事走到油罐顶部中央

位置，放下蛇皮袋子，铺好油毡和工具，
把取样桶挂到滑轮上，顺着狭小的通道，
垂直下到3米、5米、7 . 5米三个不同的高
度位置。他们就像在井筒打水一样，一遍
遍地放下样桶，再提上来。几次下来，孙
宁的手套已沾了些黑漆漆的油污。孙宁
说，新油库用了好多新科技，像这样的取
样现场，以后很难看到了。
　　这个604号罐是目前老油库在用的
最后一个储油罐，主要接收东辛采油厂
的原油。2023年东辛到新油库的输油管
道建好后，这个罐也将结束它的使命。
　　离开老原油库，记者向胜利油田新
原油库出发。30分钟车程外的新东营原
油库，10座崭新的银色储罐在冬日阳光
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在工作人员带领
下，记者走进崭新的中控室。大屏幕
上，各个储罐运行的实时数据和重点区
域的现场监控情况一目了然。

　　在老原油库里，遇到雷雨、大雾、
大风等恶劣天气，人员是不能上去检查
罐体的，大风超过5级就要停工。“现
在200多路监控可以实现整个罐区的无
死角全覆盖。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系统
会立刻报警。”新东营原油库生产运行
组负责人马军波向记者介绍，“新油库
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程度很高，可以根据
原油的品质自动分质分储分输，最大化
发挥原油的价值。”
　　进入罐区，最大的感觉是人少。就
连中控室里，也只有两名员工。“原来
像启停泵体运行这种作业，我们需要4
名工作人员在现场操作，至少需要半个
小时。后期很多数据都需要人工来测
算。”马军波说，“现在通过一体化智
能集控系统，只需要一名同事，在中控
室里就可以实现一键启停。系统还可以
自动搜集、核算几倍于原来的数据，安

全性和效率都有很大的提升。”
　　在罐区，记者见到了和老油库完全
不一样的油罐取样方式。在这里，取样
人员不用再爬罐，油罐的下方就设置了
密闭采样器。只见一名员工带着取样
瓶，只轻轻扭动了取样口处的阀门，就
分别获得了来自储罐顶部、中部、底部
的原油样品，现场没有产生任何油污，
高效、安全又环保。
　　胜利油田老东营原油库于1986年建
成投产。2021年12月，新东营原油库迁建
工程启动。2022年10月26日，新东营原油
库正式建成投产，截至目前已安稳运行2
个多月。目前，新东营原油库仅由20名员
工运营，以不足老油库1/9的员工数量，
运营着老油库1 . 3倍的库容：“往年春节
在老油库需要留守30多人。今年春节，我
们在现场只留守了10个人。”马军波说，

“更多人可以回家，安心过年吃团圆饭！”

红色朱村，老馆长的新年愿望
　　□　本 报 记 者 王思晴
    本报通讯员　陈秀焘

　　1月22日，大年初一。早上六点，
临沭县朱村抗日战斗纪念馆馆长、义务
讲解员王经臣仔细整理好着装，抬头望
一眼尚未放亮的天空，在清晨弥漫的寒
气中向纪念馆走去。王经臣今年74岁，
十余年来，他几乎每天都在八点前打开
纪念馆的大门迎接游客，极少缺席。大
年初一朱村的烈士公祭活动，是纪念馆
开年的第一件大事。
　　朱村人的农历新年，是从每年的烈
士公祭活动开始的。70多年来，朱村村
民一直延续着农历正月初一第一碗饺子
祭英烈的传统，以此来祭奠1944年除夕
夜为保卫朱村而牺牲的，八路军老四团
钢八连的24名年轻战士。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过年
好！”王经臣是今年公祭活动的主持

人，为确保公祭活动流程顺畅，趁村民
和游客尚未到来，他走到朱村抗日战斗
纪念碑前，从口袋里掏出折叠整齐的主
持稿，再次捋起活动流程。
　　上午十一点，公祭活动结束。纪念碑
前摆满了村民与游客为烈士敬献的鲜
花，纪念馆内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络绎
不绝。顾不上休息，王经臣又投入到讲解
员的角色中。“忙的时候一天要讲解10场
左右，少的时候也有三四场。”王经臣告
诉记者。在问到累计讲解过多少场次时，
王经臣笑着说，应该有近一万场了。
　　为游客进行讲解是一个不断输出的
过程，为更好传播朱村的红色历史，王
经臣通过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不但要讲
出基本内容，还要准确详细地回答好游
客提出的问题，这是王经臣为自己定下
的“规矩”。走进他的办公室，一张靠
窗的书桌上摆满了书籍和读书笔记。每
一本书都有明显的翻阅痕迹，书页上却

干干净净，他将知识点认真抄录在纸
上，再对其进行梳理概括，将相关事实
与人物的脉络梳理清楚。
　　谈起创建纪念馆的初衷，王经臣说，
朱村人从小听着钢八连的故事长大，对
他们充满了感恩。2012年，为把红色朱村
的历史和钢八连的感人事迹传承下去，
在王经臣与村“两委”以及其他村民的共
同努力下，朱村建起抗日战斗纪念馆。该
纪念馆由革命烈士陵园、八路军老四团
钢八连朱村纪念馆等部分组成，馆内收
藏了百余件文物，展示着朱村厚重的历
史。2020年开始，朱村建设红色朱村文化
旅游项目，朱村抗日战斗纪念馆得到修
缮，并在旅游区内以老馆为核心修建了
新馆，相继建成了沂蒙支前馆、朱村村史
档案馆、导沭整沂馆等多个红色展馆。
　　“这是当时八连的连长鄢思甲，朱
村发生战斗时他身负重伤仍然不下火
线，坚持指挥战斗，经过六个多小时的

激战，朱村终于得救了。”在八路军老
四团钢八连朱村纪念馆中，王经臣指着
一张照片向记者介绍，并将鄢思甲的生
平娓娓道来。王经臣在讲解时从不刻意
按照固定的解说词进行说教，而是将自
己的经历与理解融入其中。在讲到战士
为保护朱村村民壮烈牺牲时，王经臣忍
不住眼泛泪光，声音哽咽。
　　这份真挚的感情也感染了游客。“24
位八路军战士为了保护朱村的村民不幸
牺牲，他们是伟大的，值得我们学习，我
回去会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同学听。”来
自临沂市罗庄区的小学生赵旭涛与家人
围站听了钢八连的故事后说。
　　“新的一年，我要继续将这些故事
讲下去，希望我们的红色展馆能增强爱
党拥军的氛围，增强青少年的爱国情
怀，也希望我们朱村能借助红色旅游，
让村民致富增收。”在谈起新年愿望
时，王经臣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