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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一大早，年三十的六
街市场热闹繁忙。“请把口罩戴好，
过年期间咱更得注意防疫。”在六
街市场门口验码、测温的网格员李
淑霞正在叮嘱前来购买年货的市
民。

滨城区北镇街道昌龙社区辖
区有3个村居、18个单位、1个市
场、6000多名居民，分为12个网
格，而李淑霞负责着涵盖六街市场
和顺河东街的六街网格。“六街市
场是全市最大的综合性农产品经
营市场，有1300多个商户，不过这
几年天天在这里，跟商户都熟了，
工作也好开展了。”1976年出生的
李淑霞已经在这个网格里工作了5
年，对网格的情况非常熟悉。

2008年，李淑霞来到昌龙社
区工作，2016年街道开始进行网
格化管理，李淑霞同23名网格员
一同下沉到网格，紧贴群众开展工
作。“网格是最基础的单元格，网格
员的工作是最繁琐的也最贴近群
众的，刚来网格的时候不适应，每
天忙得不可开交。”回忆起刚到网
格的时候，李淑霞感触颇深。

经过5年的网格员工作，李淑
霞已经驾轻就熟。从文明城市创
建到安全生产，从疫情防控到人口
普查，她和同事们从数九隆冬到酷
暑三伏都盯靠在网格里，执行上级
工作安排，满足群众意愿诉求，搭
建起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六街市场里，前来购物的市民
络绎不绝。“过年了，安全第一啊，
下午收摊了一定把水电都关好。”
李淑霞和同事段真珍挨个和商户
打着招呼。“姜爱军在家了吗？等
下我们去看看困难群众和留滨过
年人员吧。”工作间隙，李淑霞电话

联系着村居的工作人员。
“我们网格里，有几个留滨过

年的外地人员，年三十了再去看看
他们还有什么需要的。”穿过市场，
来到顺河东街安徽人曹启交家里，
刚刚忙完的曹启交一家人正在吃
早饭。“还有啥需要我做的没？有
需要尽管说。”李淑霞微笑着问曹
启交。“下午几个不回家的安徽老
乡来我这里坐坐，过年的东西也都
置办全了，在哪过年都一样。”曹启
交说。

安顿好网格里的事，忙碌了一
上午的李淑霞赶回社区，和同事们
一起贴着春联和福字，社区电话又
响了起来，“咱得去办事处把防疫
物资领出来。”接近12点，领完物
资，办公室的人招呼着李淑霞，“食
堂里中午吃饺子，吃完再走吧。”食
堂里，热气腾腾的饺子已经上桌，
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屋内，一
片暖意融融。

“在网格工作，虽然繁琐辛苦，
但看到群众们的诉求得到解决，就
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李淑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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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透过塑料薄膜，照射在绿
油油的韭菜上。农历腊月二十八，
在博兴县庞家镇乡村振兴产业示
范中心韭菜大棚里，十余名来自附
近村庄的妇女，正在整理刚割来的
韭菜，然后称重，装进印有“国庞”
商标的包装箱里。

据了解，赵阳阳是该大棚的负
责人，在指挥大家整理装包韭菜的
同时，他的电话不断，一遍遍告诉
来电者自家大棚所在的位置：“你
过了长深高速博兴收费站，沿着
205国道往北走1公里，路东就是
了，10元一斤，你要多少？”同样是
韭菜，市场上卖到三、四元，而这里
的韭菜为什么卖到10元一斤？

据赵阳阳介绍，这块地有 8
分，也就530多个平方米的面积，
像这样的大棚，产业示范中心有
40个，今冬种植了19个。种植的

品种叫雪韭，抗旱抗寒，而种植
的土壤属于盐碱地，适合种植。
为了增加土壤的有机质，他们将
大豆晒干、炒熟、打碎，然后埋

进土壤自然分解，逐步改良。这
种方法经过试验，效果很好，一
经面世，就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大棚运行两年多来，这里的韭菜

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特色品牌。
目前，19个大棚每茬产量在300
公斤左右，预定人很多，销路不
愁。

据了解，大棚由庞家镇绿机
源种植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每
年产生的收益交博兴县乡村振兴
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一部
分后，合作社内部进行分红。近
年来，庞家镇通过党建引领，将
产业振兴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
安排贫困群众、残疾人在大棚从
事简单工作。通过这种形式，成
功地帮助8名贫困残疾人实现就
业。

下一步，合作社还将在羊桥
村建立三个更为现代化的暖棚，
为残疾人就业提供更多机会，工
资不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庞家发展特色农业帮助贫困残疾人就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罗军 通讯员 刘兵

大年初一，沾化区城通热力公
司的汽水交换站内机械轰鸣，而就
是这几台机器，为千家万户的供暖
提供着保障。为确保供暖设备正
常运行，防范和随时准备处理一切
供暖问题，该公司的员工们以单位
为家，全员加班，坚守在供暖一线，
守护千家万户温暖过春节。

公司经理白方全的宿舍里有
一张简单的行军床，大年三十到初
一的夜里，他就是在这张床上度过
的。“供暖设备出现任何一点问题，
都会导致大面积停暖，特别是在今
年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下，很多家
庭都不能相聚，如果再停暖了，这

是寒百姓的心啊！先不说坚守岗
位是我们的义务，在大年夜里，我
不睡在这心里也不会踏实！”白方
全说。

据介绍，城通热力公司自
2016年8月成立以来，一直负责沾
化西城区的供暖，供暖面积将近
150万平方米，供暖的热蒸汽来源
于当地电厂。为了保障供暖顺利，
他们以公司全年无休和员工两班
轮休的方式，在供暖季24小时在
岗值守，非供暖季全面排查维护，
确保整个供暖网运转正常。

说到公司最艰苦，也是最重要
的部门，就要提到路兴杰负责的运
行部了。这个部门不但管理着所
有供暖设备，还要负责外部供暖管
网的维修，可谓是任务艰巨，责任

重大。38岁的路兴杰在公司工作
已经有五年，他一路从外行成为

“专家”，从技术人员走到管理岗
位，对设备的管理十分专业。据他
介绍，公司供暖使用的蒸汽换热器
压力很大，这就要求无论从管理上
还是维修上必须严谨，一个小小的
泄露或冷凝水滴的击打都可能造
成严重的后果，决不能有一丝懈
怠。

“热线”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可
能十分亲切，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有
效途径之一，而这个词却给路兴杰
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我们
的供暖管线管理，其实只到达各个
小区的总闸，而小区内部的管线则
需要小区内部管理和维修。但是
由于专业问题，在小区出现内部供

暖问题，却不具备或不能及时派出
专业人员时，我们都会义务帮忙维
修。”路兴杰说道。

几年里，路兴杰和他的同事经
常在极寒天气下进行野外作业，用
他们的“冷”换来千家万户的“暖”，
有时候甚至一天十几个小时与泥、
水打交道。他从来没喊累叫苦，只
是念叨着：“不能让任何一个小区
的人挨冻啊！”

工作要做好，新年的第一顿饭
也要吃好。公司里没有专职厨师，
员工们在厨房纷纷拿出看家本领，
你炒一个菜，我烧一条鱼，他煲一
个汤，就这样，大家围坐在一起吃
起了年夜饭，那一刻，新年的问候
和欢笑声让这里充满家的温馨。

沾化城通热力公司守护群众温暖过节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康 通讯员 李青青

2月 11日，农历大年三十，
在滨城公安分局市中派出所，只
有几个办理业务的群众，但如平
时一样，小小派出所却有近20名
的警务人员在岗值守，他们放弃
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岗
位，保民平安，民警苑永一就是
其中的一员。

“这是第三年在派出所过年
三十了，心里还是挺想家的，但
是工作有需要，还是要先把工作
干好。”今年27岁的苑永一是市
中派出所的一名普通民警，作为
一个聊城小伙，警校毕业的他在
滨城从事公安工作已经有五个
年头了，而今年的除夕，也是他
入职以来在单位度过的第三个
大年三十。身为家里的独生子，
本打算回家陪父母过个团圆年，
出于疫情防控需要，他毅然选择
就地过年，坚守岗位。

“张大爷，过年了，这是我们
派出所给您准备的年货。”新华
街滨商家园的门岗张大爷，其儿
子原是公安辅警，在几年前一次
任务后返滨途中，不幸遇车祸身
亡，现在只有张大爷和老伴相依
为命。当天下午，苑永一为老人
送去了大米、面粉、食用油等年
货并祝福二老新春快乐。

据了解，市中派出所辖区位
于滨城区的繁华地带，有大大小
小的企业和商铺，还有渤海国际
这一大型商圈，以及中百银座、
大润发等大型商场，人流量大。

而苑永一在所里也是身兼数职，
既是处警民警，又是办案主力，
还是文汇社区民警，同时也是审
批所内案件的法制员、情报分析
员，始终坚守为民服务一线，确
保群众平安过年。

当天下午16时20分，正在
值班的苑永一接到报警中心转
来的报警，有一名女士丢失超市
购物卡，5分钟后，苑永一带领处
警队员赶到事发地点，详细了解
了基本情况。“别急，咱们一起回
忆下你走过的路线，都到过哪
里、做过什么，我们帮你调取监
控，一起找”，苑永一一边安慰
道，一边调取监控，一遍遍查看，
最终帮助当事人找回购物卡。

据了解，去年除夕，苑永一
就没能回家，和同事们战斗在疫
情防控一线，接出警、核查外地
来滨人员，每天跑社区处理防疫
事务。他在朋友圈发了几张工
作照片，父母看见了并没有留言
评论，心中也有说不出的牵挂和
担忧。当天，苑永一出警回来，
在车上跟父母视频聊天，告诉父
母自己一切都好，让父母在家安
心过年。

视频聊天时，苑永一父亲
告诉记者，确实很想一家人团团
圆圆过个年，但工作需要，既然
回不来，就踏踏实实工作。“当警
察，服务群众是本职工作，也是
父母最大的心里慰藉”，一旁的
母亲笑呵呵地念叨着。

民警苑永一
坚守岗位就地过年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洁 通讯员 徐瑶

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六，
阳光暖暖的，已有了春的味道。
临近中午，在滨城区里则街道关
家村关增合老人家，他正在和老
伴在屋里说话喝茶。

关增合老人今年71岁，老
伴彭大宝69岁，前几年靠几亩
地和打零工挣个收入。后来，两
人患上了慢性病，长期用药，把
家里的积蓄花得差不多了。老
两口没有其他收入，属于弱劳动
能力，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有力帮助下，
现已脱贫，继续享受低保政策。

关增合老人说，以前他们住
的是土坯房，每逢下雨漏得厉
害，2019年10月，政府和乡亲们
帮忙盖起了四间宽敞明亮的新

屋，当月就住进来了。彭大娘在
一旁说：“当时盖屋补助了一万
八千元，你看现在，里屋有暖气，
烧火的屋有打火灶、壁挂炉，这
些政府都给我老俩补贴。没想
到，到老了日子越来越好了。”

“我们老两口现在有低保，有土
地流转的收入。”关大爷掰着手
指头给记者算起了帐，“还有养
老保险金、计划生育金、老年人
补贴，这补贴那补贴的，闺女也
时常给我们送钱送物，一年下来
足够我们老两口花的。”看得出
关大爷和彭大娘的满足来自内
心。

临走时，记者给老两口照了
合影，老人微笑的脸上满是幸
福。

老两口脱贫后的
幸福生活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荆常忠

春节期间，滨城区滨北街
道平安祥和、欢乐喜庆、井然有
序的背后，离不开该街道众多
工作人员一直以来的坚守奉献
和担当作为。

为严格落实防疫和安全措
施，春节期间，该街道职工、包
村干部、网格员、城管中队、村

“两委”成员以及广大党员、村
民代表和志愿者们发扬“三牛”
精神，默默坚守在工作一线，不
畏严寒，严格值守，扎实推进疫
情防控、安全生产、文明祭祀等
各项工作，用实际行动为辖区
人民的平安、幸福和欢乐过大
年保驾护航。

该街道紧盯疫情防控形

势，扎实落实上级各项疫情防
控要求，牢牢把控疫情防控过
程中的重点“人、事、物”，毫不
松懈抓好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
作。

在实时掌握境外返滨人员
及中高风险地区返回人员情况
的基础上，各村居、小区、公共
场所严格落实查验健康码、测
量体温、登记信息、佩戴口罩等
防控措施；清理小商小贩占道
经营，减少人员聚集；劝导群众
不聚会、非必要不外出、不走亲
访友，筑牢精准防控堡垒，街道
工作人员以铁的纪律和作风，
为万家灯火站好岗，用责任与
坚守书写着别样的春节。

坚守防疫一线
确保群众平安过年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田中岳 通讯员 张梅生

农历腊月二十九农历腊月二十九，，滨城区三河滨城区三河
湖镇在持续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湖镇在持续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组织群众群众写春联组织群众群众写春联，，剪窗花剪窗花，，摆摆
鲜花鲜花，，欢喜过大年欢喜过大年。。

“无联不成春，有联春更浓。”
过春节，贴春联，是中华民族的文
化传统。在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文化站的同志正在组织十几
名书画爱好者开展送春联志愿服
务活动。考虑到疫情防控特殊要
求，该镇创新形式，在实践中心统
一撰写春联，再由社区包村干部精
准派发，把美好的祝福送到居民家
中，不仅增加了过年喜乐祥和的氛
围，也让群众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
化的魅力。

要说过年最有年味的画面，莫
过于在结满霜花的玻璃上，贴上一
张红红的窗花，映着窗外的白雪，

祈盼着来年幸福吉祥。就在春节
的前几天，该镇尹前村赵爱凤大娘
家里特别热闹，原来赵大娘在给街
坊邻居们剪窗花，村里大姑娘小媳
妇儿都上门来学艺，只见她不紧不
慢，手握剪刀，在一张大红纸上“咔
嚓咔嚓”几个回合，一张张精美的
剪纸窗花就完成了，映红了大家的
笑脸，迎接着新春佳节的到来。

“剪个蛇盘兔，种下摇钱树。
喜蛛碰石榴，富贵不断头。碗扣金
蛤蟆，坐个胖娃娃。蝴蝶闹金瓜，
五谷满家家。瓶里插牡丹，子孙一
大摊。兔子含莲花，辈辈享荣华。”
赵大娘一边剪，一边唱起了剪纸歌
谣。“福牛迎春”“年年有余”“五谷
丰登”“八仙过海”“花开富贵”……
大家争相挑选着自己喜欢的图案。

据了解，一过腊月二十三，家

家户户都会在擦得一尘不染的玻
璃上，贴上火红的窗花。屋里屋外
充满年味儿，就连孤身老汉也要向
巧媳妇们讨要几张剪纸贴在窗子
上，图个来年喜庆。贴上窗花，才
算过年，那一张张代表着吉祥寓意
的窗花，满含着百姓对来年美好、
幸福生活的期盼和向往。“这火红
的窗花，就像时下我们农村火红的
生活，步步高啊。”赵大娘乐呵呵地
说。

花开富贵来，家和万事兴。春
节到，美丽花卉也成了年货市场的

“宠儿”。在三河湖镇堡集街村的
街头上，卖鲜花的老板边忙边说：

“近年来，寻常百姓家庭购买几盆
鲜花装点居室，让红花绿叶给家里
增添几分喜庆，已经成为了一种新
的时尚，也带动了鲜花销售”。当

日室外温度达8摄氏度，温暖如春，
街头上沁人心脾的花香扑面而来，
各种鲜花竞相开放，让人如同置身
花海。一品红和杜娟红得像火，大
花惠兰和蝴蝶兰千娇百媚，金钱桔
硕果累累，金玉满堂吉庆富余，娇
艳欲滴的鲜花迎来了销售旺季。

“今年春节晚，这几天花卉销
售才进入高峰，我们每天忙得不亦
乐乎。”摊主一边搬运着盆景，一边
兴奋地介绍着。据了解，仙客来、
杜鹃、百合争奇斗艳，平安树、发财
竹等三、五十元一盆的花卉最受欢
迎。正在购买鲜花的王先生乐呵
呵地告诉记者：“现在生活富裕了，
咱也赶赶时髦，搬几盘鲜花装饰
家，希望明年咱的小光景也像这鲜
花一样红红火火、多姿多彩。”

三河湖群众写春联剪窗花买鲜花欢庆新春三河湖群众写春联剪窗花买鲜花欢庆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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