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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滨州烟火气十足的地方要说滨州烟火气十足的地方
那首推渤海国际那首推渤海国际，，车辆车辆、、行人川行人川
流不流不息，是滨州众所周知的商业
街、繁华区。往年，这里的商户
腊月二十五以后就陆续关门了，
今年大半商户选择就地过年，腊
月二十八依然热闹欢腾，让在本
地过年的市民假期里依然享受到
美食和欢乐。

2月9日，记者一路从渤海国
际的西边入口进来，很多游玩设施
映入眼帘，不时传来孩子的欢声笑
语，中心地带被各种美食亭围了一
圈。鱿鱼被炭火烤得滋滋冒油，炸
串在油锅里翻滚，各种流行歌曲此
起彼伏，夹杂着烤粉丝、臭豆腐的
香气，引得行人垂涎欲滴。渤海国
际的小吃摊位，都围成一个圆形，
周边辐射带动各种小饰品、玩具和
游乐设施。这里的小吃最抢眼，从

东北的烤冷面、炸串到安徽板面、
牛筋面，从湖南的臭豆腐到四川的
麻辣烫，一应俱全。

据了解，渤海国际商圈外地人
占了一半多，今年他们大部分选择
不回家，留在滨州过年。来自黑龙
江佳木斯的邢大姐1998年就来滨
州经营烤鱿鱼了，20多年卖的鱿鱼
新鲜、美味，人送外号“鱿鱼姐”，她
索性申请了商标。“老家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就不回去添乱了。”她麻
利地翻着铁板上的鱿鱼，笑嘻嘻地
说。据她介绍，来这些年了，早已在
滨州安家落户了，老公下岗七八年
了，互相配合着一起卖烤鱿鱼，日
子倒也过得红火。“鱿鱼姐”改不了
的乡音传达着对老家的思念：“一
个屯里天不亮就互相拜年，热热闹
闹的，唠不完的嗑。”

同样来自东北黑土地的斌哥

从2008年来滨州就在路边摆摊、
开大排档。后来颇有生意眼光的他
又瞄上了炸串，一干就是10年，挣
钱安了家，孩子也在这边上学了。
去年因为老母亲病危他赶回去一
趟，今年就不回去了。“我年三十休
一天，初一就开门。”他一边熟练地
在炸串上撒着小料，一边跟记者聊
着，打包、封口、装袋递到顾客手里。

还有大家都熟知的“生蚝
哥”“扇贝姐”，他们2019年来到
滨州，先是开饺子馆，不景气，
没想到做小吃做出了名气，他们
也见证了渤海国际的发展，彼此
有了深厚的感情，就像一家人一
样。谁家有个什么需要都互相帮
忙，对待顾客热情周到，很多人
都和他们成了朋友。记者问到海
鲜的冷链问题时，“扇贝姐”乐呵
地说：“海鲜不走冷链，都是每天

早上从威海乳山发货，用最新鲜
的生蚝、扇贝。我们也不进多
了，就够一天卖的！”

渤海国际还有很多像他们这
样的老商户，修鞋匠人仲师傅，乐
陵人，2008年在渤海国际新世纪
影城旁搭的小屋里。转眼十几年过
去了，他依然坚守着，麻利的飞针
走线，修鞋、修包手法娴熟，手缝的
针脚密实、整齐。“家里还有70多
岁的老母亲，今年响应就地过年的
号召，咱也不添乱。只要人们还需
要修鞋修包，我就一直在这里干下
去。”今年已经 51岁的仲师傅说
道。

南来北往，日复一日，渤海
国际的商户和维护商圈秩序、环
境卫生的社区工作人员辛勤耕耘
着这里，给滨州市民带来最真实
的烟火气。

渤海国际春节渤海国际春节““不打烊不打烊””留住滨州烟火气留住滨州烟火气
滨州日报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滨州网记者 宋静涵宋静涵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寒来暑
往，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只为及时地将热气腾腾的饭菜送
到市民手中。今年春节，为响应疫
情防控就地过年的号召，不少外卖
小哥选择留在滨州，感受滨州年
味，这些“城市跑男”为市民送去的
不仅是一份份外卖，更送去了温暖
和问候。

“我每天都走一万步以上，大
部分时候都是奔跑的状态。每天
唯一的休息时间就是吃午餐。”今
年春节，28岁的外卖员张晓永没打
算回家，“我老家是石家庄藁城区
的，目前疫情防控形势较为严峻，
现在回去只能给国家添乱。今年
是第一次没有在家过年，但是在滨
州也让我感到很温暖。”

2月10日，腊月二十九早上九

时，美团外卖滨州万达南站的骑手
张晓永测好体温，戴上防护口罩手
套，给外卖箱消毒后骑上摩托车，
打开APP，正式开启了新一天的接
单工作，不一会儿他便接到平台通
知，准备赶往大学城的一家餐饮
店，为下单顾客跑腿送餐。“虽然我
是外地人，但是对这座城市的了
解，我一点也不比本地人少。”张晓
永骑着摩托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不
到三分钟便从湾刘家苑抵达大学
城。张晓永告诉记者，他对滨州的
熟悉完全归功于自己这两年的深
深“扎根”。

2019年，张晓永随妻子来到
滨州，因为之前在石家庄也是从事
外卖骑手这一行业，来到滨州后，
便继续选择了这份工作，“这是一
个相对公平的职业，系统智能派

单，多劳多得。”但送外卖远没有想
象得那么简单，“刚开始送餐不熟
悉路线，商家、客户不停打电话
催。遇上下雨下雪天，一天摔个五
六次，有时刚起步又摔了，干脆步
行送餐。还有一次，顾客在22楼，
正赶上电梯维护，愣是爬上去的。
说实话，外卖员最不怕的就是爬
楼。”张晓永刚从商家拿了外卖，手
机提示又来了新订单，他精神抖
擞，干劲十足。

“现在我平均一天五六十单，
每个月能收入六七千元。”问起收
入时，张晓永毫不掩饰脸上的自豪
感。但其实这些钱来之不易，他平
均每天要工作10小时以上，尤其
是春节前后，大部分派送人员已经
回家，他每天比平时多送十几单。
两年多来，张晓永也经常会碰到顾

客和商家比较暖心的事情，“年前，
气温零下16度，有一位顾客点了
两杯奶茶，送到时，顾客发现我的
手特别凉，非要送给我一杯。那个
时候我觉得特别暖心，一点都不觉
得累。”

如今，张晓永不但外卖送得
快，对滨州也愈加熟悉，“现在有经
验了，熟悉环境后我会规划送餐路
线，哪些商家出餐快哪些商家出餐
慢，心里慢慢都有了底。”春节到
来，单子比平时少了很多。张晓永
打算带着妻子好好在滨州逛逛玩
玩，“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心里难
免非常想念父母。”张晓永说，“但
是，我有责任继续留在这里，让每
一份外卖保持滨州温度，希望早日
战胜疫情，待到春暖花开日，便是
回乡团聚时。”

外卖小哥张晓永留滨过年“派送”温暖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徐明月

“我爸跟我说，离开滨州进
入甘肃都需要做核酸检测，让
我留在公司过年，他们在甘肃
挺好的，不用挂念。”2月 10
日，腊月二十九，在山东滨农
科技有限公司，品管部员工李
淑霞对记者说。

今年23岁的李淑霞，老家
在甘肃天水。2020年8月，滨
农科技在兰州新区新建了子公
司，9月在当地招聘了120名员
工，李淑霞就是新入职的员工
之一。去年10月，李淑霞他们
来到滨州，在公司总部接受了
全面系统的学习培训。今年春
节，李淑霞和20多名同样来自
甘肃的员工一起，选择留在滨
州过年。

李淑霞所在的品管部，是
滨农科技除了生产车间之外，
人员最多的部门，共有 90 多
人，从原材料到产品出厂，都
要进行严格精细的质量检验。
在培训期间，李淑霞认真学
习，不懂就问。“这是我的第一
份工作，初来乍到，的确有很
多不适应的地方，也面临不少
困难。”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的
李淑霞说，“好在，有什么问题
公司很快就给解决了，班长也
经常传授工作经验。”因为年纪
小，学得快，李淑霞对检验技
能掌握得非常扎实，得到了师
傅的认可。

“对于生产一线员工，我们
申请了技能人才自主评价，通
过自建的培训平台，不断提升
他们的技能水平；对于所需的
高端人才，比如研发人员，我
们对照一线城市相应岗位评定
薪资，并落实我市的人才生活
住房补贴；我们还建立了部门
联合培养机制，与科研院所联

合培养人才。”滨农科技人力资
源部主任王淘说。

工作上严格要求，生活上
温情以待。考虑到甘肃员工生
活饮食习惯的差异，该公司特
意从兰州购买了制作兰州拉面
的配料，请专业厨师每餐精心
制作各种面食，并针对甘肃职
工口味偏辣的特点，对菜品进
行个性化调整。

“为了让留守员工春节过得
安心、舒心，我们不仅严格执
行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工资
标准，还给他们发放加班补
贴，每层宿舍安装了电视，方
便他们收看春晚。”滨农科技行
政管理部主任路吉森说。除夕
一整天，食堂都免费提供丰盛
的饭菜，让就地过年的员工充
分感受“家的感觉”。

“我在这里感觉非常温暖，
让家里人放心。”李淑霞说，

“平时经常视频跟家人聊天，工
作和生活情况父母都很了解，
我正想着多赚点钱，等疫情过
去了，给家人寄点滨州土特产
尝尝呢。”现在李淑霞最大的愿
望，就是回到甘肃子公司，运
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为
滨农发展奉献力量。

“眼下，留守过年的员工在
园区企业中并非少数。园区一
共有 117 家企业，人员 17000
名左右，我们结合各级疫情防
控要求，鼓励外来人员就地过
年。”滨州工业园投资促进中心
副主任段景敏介绍说，“园区企
业积极响应，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主体责任的基础上，推出
很多支持留工的举措，从各方
面保障外来员工生活，让他们
在滨州过一个健康、安全、有
意义的暖心年。”

甘肃女孩李淑霞
在滨过年感受家的温情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康曌 通讯员 王文哲

“在外就地过年的务工人员亲
属，庄乡爷们注意了，打电话就告
诉在外过年的亲人们，让他们安心
地在外过年就是，家里老人、孩子、
年货的事，都不用操心，村干部一
切包办。”2月10日，腊月二十九上
午，记者走进滨城区三河湖镇堤上
胡村，大喇叭里正在广播着引导群
众给在外地过年的务工家人们打
电话报平安。

“回村过年路挺远，路上也不
放心，你就安心在那边过年吧。”

“好的，今年我就不回去了。”“置年
货、贴春联什么的，你什么都不用
操心，我们就帮老人办啦。”在电话

里，堤上胡村村支部书记胡树礼叮
嘱着在外务工的村民。

往年这个时候，在外地务工的
村民已陆陆续续回村过年了，而今
年因为疫情防控需要，在外务工的
村民大部分选择在工作地过年。
年轻人在外就地过年，留守村里的
老人和孩子怎么办？

为解除在外务工村民的后顾
之忧，连日来，三河湖镇辖区77个
村的包村干部、村支部书记和其他
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给留守村民
做思想工作，并成立了乡邻互助小
组积极帮助老年人购置年货，为村
民提供各种温情服务。在大王村，

村民王大娘接过村干部的电话说：
“娃，就地过年也挺好。你放心，家
里都好着哩，村里也很关心我们，
你啥也不用操心，过年的窗花已经
贴上了，明天村里的干部还要过来
帮着贴春联……”在前尹村巾帼创
业基地上，刘红菊兴奋地告诉记
者，16名员工全部在岗，眼下正在
紧急赶制沧州肃宁的1万件T恤订
单，北京、天津等地的订单也排到了
两个月后。眼下虽是隆冬时节，但
这里暖意融融，该镇政府、妇联、人
社等部门的同志和16名外出务工
人员家属，正围坐在一起拉家常呢。

据了解，为响应“助力疫情防

控，减少人员流动，在工作地过年”
的倡议，这16名妇女在外务工的
老公们都决定春节不回家过年，用
实际行动支持疫情防控。镇里、村
里的同志们也非常感动，为这16
名务工妇女准备了新年慰问品，

“非常感谢政府，对俺们的关心和
帮助！”大伙手提食用油、大米等慰
问品，高兴地说，“我在家里守家，
啥都能弄好，不需要他操心，叫他
在那边好好工作，安心过年。”

心安之处皆故乡。该镇副镇
长徐凤玲说：“作为妇女的娘家人，
既要让她们在家放心过年，也要让
她们的老公在外就地安心过年。”

村干部真情服务让在外务工人员安心过年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刚 通讯员 胡德民

2月11日，大年三十的早晨，
沾化区毛家洼平原水库的值班人
员仍坚守在岗位上。因为地处位
置较为偏远，这里见不到过往拜年
的行人，也听不到热闹的鞭炮声，
有的只是平静美丽的水面和缓缓
过滤中的饮用水。

毛家洼平原水库供水中心的
王树君正在记录着净水设备的运
转数据，他的主要工作是保证整个
供水中心水体的净化、消毒及供应
工作。今年是他在这个岗位上的
第21年，这21年中，他的大部分
春节都在这里度过，“送年的事可
以提前做，拜年的人可以提前见，
这供水的工作可打不出提前量，几
个人的加班换来千家万户的安全
用水，划算！”王树君笑着说。

据悉，毛家洼平原水库供始建
于1999年，是鲁北地区建设标准
最高、供水规模最大的农村供水工
程之一，现日供水6万吨，覆盖7
个镇街，受益人口占沾化区总人口
的90%。2020年 8月，毛家洼平
原水库供水厂跻身全国首批“农村

供水规范化水厂”之列，这一称号
的获得，标志着水厂规范化管理已
达到全国农村水厂的最高水平。

水源有了保障，供水通道更不
能出问题。为保障过节期间的日
常用水，毛家洼平原水库供水中心
工程科的10位工作人员，二十年

如一日，24小时坚守在岗位上。
今年39岁的季海龙在工程科工作
了近20年，他和他的同事基本上
全年无休，时刻准备着到达供水管
网的任何一处，只为第一时间修补
更换好破损的供水管道，保障居民
用水。

据介绍，随着全区发展不断加
快，工程也在逐渐增多，再加上该
区供水管网修建较早，部分管道老
化，管网破损的机率也在增加，因
为要同时照顾全区438个行政村
的供水，工作人员经常每天在外工
作十几个小时，或浑身泥水，或风
餐露宿，他们却从未懈怠。“人们生
活品质在提高，用水量也随之增
加，停一次水会影响无数老百姓的
日常生活。特别是过节期间，那就
是给人添堵。所以，第一时间修补
好损坏的供水管道，就是我们最基
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我为平凡的
工作感到骄傲！”季海龙说。

当天中午，值班的同事聚在一
起，互相拜完年后，又一起贴起了
春联。食堂的老大爷满脸欢喜地
准备了一桌好菜，大家以水代酒送
上新年祝福。在这安静的水库，虽
然没有家人的陪伴，却有同事们的
欢声笑语和新春的热闹喜庆，更有
着家一般的温暖和一起奋战供水
一线的浓浓“战友情”。

浓浓浓浓““战友情战友情””温暖供水一线温暖供水一线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康 通讯员 房国涛 王振

厨玛特国际商厨产业链一
体化项目位于博兴县曹王镇，
是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
目库优选项目，也是博兴县商
用厨具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
展的标志性项目之一。该项目
基于商业生态理念而建设，总
投资6亿元，主要建设项目总
部、产品研发中心、智能制造
车间等。

2月9日，腊月二十八，记
者在项目现场看到，项目主体
工程已经封顶，正在进行外墙
装饰。项目内道路硬化、环境
绿化等外围工作已经完成，承
担办公、展示等功能的项目总
部已初具雏形。

厨玛特国际商厨产业链一
体化项目，通过整合商厨产业
链、酒店用品链、商厨服务
链，构建“1+N”商业模式，
打造专业的“商厨+酒店”用品

供应链基地，形成“全产业
链”一体化服务的新型业态，
填补国内商用厨具产业布局空
白。

该项目负责人张维业介
绍，当前正在建设的是三万平
方米的厨玛特商厨产业链总
部，目前钢构主体及内墙面安
装已经完成，外立面造型龙骨
正在收尾阶段，内部装修和广
场美化方案的施工以及供应链
引入方案正在同步进行中。预
计该项目2021年年内将陆续建
成并投入使用。

据了解，厨玛特项目区位
优势明显，毗邻中国智慧厨
都兴福镇，产业基础良好，
同时紧靠 205 国道与滨莱高
速，交通便利，将为博兴县
商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

厨玛特打造商厨+酒店用品
供应链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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