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8日，腊月二十七，浓浓的年
味已在大街小巷弥漫。但在位于邹
平市台子镇黄河於背区十公里水果
长廊的惠鸣家庭农场，农场主王会明
夫妇依然在果园忙碌。

“去年果园收入40来万元，比
2019年增收近10万元。”王会明笑
呵呵地说，就连这些修剪下来的果树
枝也被东营一位开饭店的客户以每
公斤0.26元的价格早早预订了。

面朝片片梨林，身后鱼跃鹅欢，
王会明夫妇一年300多天都“扎”在
这片果园，伴随四季变换以不同语境
与每棵果树“对话”。置身这处仿若
世外桃源的梨园小屋，只见有室有
厅，窗明几净，一应陈设俱全。虽然，
其鱼塘对过，不过百米便是王会明在
邵家村的家。但除去过年，他们已很
少回去。

地处黄河滩区，地少且大部分是
盐碱地，曾经，在王会明的记忆中，传
统的“土里刨食”日子，一家人忙忙碌
碌一年也就混个温饱。为了跳出农
门，20世纪90年代，家人还想法给王
会明办理了“农转非”。

然而，外面的世界也并非想象得
那般美好。在企业上了20多年班的
王会明一直在琢磨改变生活现
状，让日子更加富足。

到了 2015 年，

依托黄河大堤除险加固工程，台子镇
抓住黄河大堤南侧100米范围内淤
背区拓宽的有利时机，发动种植能
手、合作社承包淤背区土地，大力发
展特色农业。

抢抓这一机遇，王会明当机立断
承包了 70 多亩土地，种植黄河蜜
梨。果树栽培技术含量高，除草、施
肥、套袋、除虫等都有着严格要求。
王会明四处拜师学艺，硬是靠着勤奋
好学把自己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

“土专家”。三年后，七八万元的果园
年纯收入激励着他将种植面积逐渐
扩大到140余亩。自己致富的同时，
果树管理、采摘的人工需求也带动了
周边群众增收。

梨园西侧，王会明还开辟了百果
园，供游人品赏、采摘。“果园里各种
水果加起来有三四十个品种，光是梨
就有新梨7号、红香酥、新高都等。
从5月份杏上市开始，各类水果采摘
期一直持续至10月底。”王会明介
绍。

果园含水量需保持在70%左右，
而王会明的果园西侧便是引黄闸，闸
口一开，潺潺黄河水滋润着果树，也

将必需的营养物质注入。科学、无公
害标准化管理，加之注重新品种培
育，王会明种植的高品质富硒蜜梨畅
销省内外甚至出口到国外，果园收入
节节攀升。

台子镇全力推进“农旅一体化”
发展，对十公里水果长廊不断升级改
造，更是为王会明的果园发展带来机
遇。为让更多游客“留下来”，夫妻俩
积极对果园“升级包装”，搭建竹林长
廊、铺上石板路、新上铁锅炖大鹅，增
加亲子活动等。2020年仅采摘收入
就达七八万元。本是为观赏搭建的
百米竹林长廊，满架刻上美好祝福的
葫芦、“看瓜”（南瓜的一种）也被前来
采摘的游人抢购，带来1万余元收
入。林下试种的重达百余斤的“丰收
大南瓜”，300 元钱一个还供不应
求。“今年要在降本增效，提升水果品
质、口感上再努力，再把边边角角利
用起来，林下经济发展起来，果园增
收十万元左右不成问题。”王会明笑
着说。

在台子镇牛张村，村支书刘端金
则利用紧靠黄河水浇条件便利的优
势，在2019年成功探索稻虾立体混

养的基础上，精心打造了高标准观光
试验田。林间，养上鸡鸭，除草增肥，
改良土质；稻田里，以浮游生物、害
虫、杂草为食的龙虾，则默默为水稻
的优质高产“出力”……

“龙虾、鸡鸭、造林收入，加之对
无公害黄河大米的精心包装，亩均能
增收1500元以上。”站在田间，刘端
金告诉记者，下一步将抢抓台子镇打
造6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机遇，扩大
稻虾立体混养规模，同时通过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发展蔬菜种植，带动村集
体、村民快速转型、增收致富。

种粮大户赵建峰成立乡情合作
社，在黄河大堤淤背区承包千亩土地
种植小米；豆八村流转500亩土地种
植土豆；牛蒡、冰葡萄、水果玉米等特
色农业种植呈规模化发展态势……
在台子镇这片被黄河孕育的土地上，
一批农业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农
业龙头企业正因地制宜，通过探索发
展特色农业项目，提高土地产出
效益，实现由传统农业种
养模式向高效农业种
养模式的转变。

黄河水浇灌幸福花收获致富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淑霞 通讯员 刘倩倩 孙翊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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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每当夜幕降临，位
于市城区蒲湖风景区的黄河楼瞬
间灯光璀璨，五彩斑斓，上演着美
轮美奂的灯光秀。霓虹闪烁伴随
着音乐律动，时而霞光万丈，时而
落英缤纷，静静的蒲湖水倒映着
流光溢彩的黄河楼，远观如梦如
幻，近看气势恢宏。黄河楼灯光
秀也成为市民今年春节期间的

“网红打卡地”。
据了解，黄河楼灯光秀项目

本着突出黄河文化，打造城市明
珠的理念，使用80台电脑光束灯，
将舞台灯光与音乐箱结合，让灯
光根据音乐的律动而不断变化，
带领人们随着灯光、音乐的节奏
去感受、回味灿烂的黄河文化、滨
州故事。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
默 李前军 通讯员 刘迪 摄影）

流光溢彩黄河楼流光溢彩黄河楼
““春节档春节档””爆红爆红

“新滨州人”刘永斌与侯沁莲：

清华研究生夫妻
在滨就地过年
收获感动与温暖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隆卫

2月11日，大年三十，这是春节
氛围最浓、人们心情最激动的一天，
各单位工作人员大多已放假在家准
备年夜饭了，滨州城区除了不时闪过
的车辆，整个城市进入了除夕夜前的
安静。但对于滨州应急管理人来说，
越到佳节越要坚守，越是团圆越要尽
责，因为监管风险隐患不能有一丝麻
痹大意。

当天上午8点多，市应急管理局
副局长于景润和邢文龙、孙宝柱、尹
龙龙等工作人员提前来到单位，开始
了一丝不苟的春节假期值班，一直到
初一早晨8点半接班人员到来，他们
24小时不能离岗。

为切实做好春节期间全市安全
生产和应急救援工作，市应急管理局
专门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春节假期
值班值守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做
好安全生产隐患和事故直报工作的
通知》，升级“1+1+1+4+N”应急值守
和人员配置模式，即1名党委委员和
1名县级领导带班+1名驾驶员+2名
局工作人员+2名技术运维人员值
守。节日期间，安排对各县（市、区）
应急管理部门、91个乡镇（街道）安
监办、13个工业园区和14支市级专
业应急救援队伍、196家危化品生产
企业应急值守情况开展值班抽查，每
日对各县（市、区）应急救援队伍开展
视频抽查调度，确保通讯联络畅通、
值班值守到位。

于景润和同事们按照工作分工
各自就位。他和两名技术运维人员
在应急指挥中心值守，随时观看全市

各县（市、区）值班值守现场，随机调
看全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
测预警系统、危化品运输车辆管理平
台、森林防火监控平台，并可以同时
看到全省各地市应急指挥中心值班
现场。于景润介绍，市应急指挥平台
是由市应急管理局自主开发的应急
指挥平台，该平台围绕突发事件的应
急处置，从信息接报、应急响应、应急
会商到资源调派、指挥调度等，实现
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全链条管理。

邢文龙、孙宝柱在值班室里负责
应急信息处理、综合协调、服务保障
等工作，值班室的墙上醒目地张贴着
应急值守业务办理流程图、生产安全
事故接报分级响应流程图、一般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流程图、较大及以
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流程图等。
上午9点16分，有电话反映有人在惠
民绿能热电厂施工中受伤，他们及时
进行了受理，并且电话告知了对方。

于景润介绍，春节期间，由于许
多企业尤其是危化企业连续生产，加
上人们燃放烟花爆竹和祭祀用火增
多，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应
急值守重点关注的工作。春节前，市
应急管理局通过全市安全生产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已经准确掌握了重点
危化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市里
也下发了做好春节期间防火工作的
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切实
采取措施，做好监管防范；为应对突
发事件，全市也做好了方案预案，做
好了人员队伍和物资准备。

于景润和工作人员调出滨州市

危化品企业风险预警信息系统，记者
在一屏屏随机切换的内容中看到，被
监管企业的名单中滨化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等在
列，山东友泰科技有限公司重大隐患
包括各罐区和中控室等，其他实时监
测、风险研判、风险预警、一图一表、
运行状态监控等项目可一一查看。
屏幕显示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情况为：
重大风险0、较大风险0、一般风险0、
低风险135、离线13（因为网络问题
当时联系不上），当前预警等级为低
风险。

工作人员又调出滨州市危险化
学品道路运输车辆电子运单监控平
台。记者看到，惠民县山东京元物流
有限公司车队的车辆鲁MAE188正
以44公里/每小时行驶在江苏省淮
安市淮阴区，其驾驶室内司机状态、
周边道路情况等视频监控十分清
晰。据了解，目前全市有5400辆危
化品运输车辆被纳入监控平台，为确
保春节期间运输安全，公安、交通、应
急等部门对其运行路线、运输品种、上
路时间、承载量等都进行了严格规定。

在市应急指挥中心森林防火监
控平台里，记者看到，邹平市鹤伴山
森林公园、青阳澧泉寺、唐李庵森林
公园、西董中裕和惠民县林场等重点
区域的监管视频不断调整着角度、转
换着位置、旋转着方向，森林草原现
场非常直观清楚。于景润介绍，监管
平台对重点区域布控了监管设施，热
点成像技术可以在发生火灾时感应
热点，锁定位置并报警。如果某处一

旦突发火灾，基层护林员会本着“打
早打小打了”的原则，及时进行报警
和处置；如果火势不断扩大，县里救
援队伍能在10分钟之内赶赴现场进
行救援，市级救援队伍可以在半小时
左右到达。记者了解到，为做好全市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全市应急系统
和有关部门同志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2020年“清明”和“五一”期间，于景
润与督查组其他成员在重点林区和
有关乡镇连续住了近20天时间，对
基层防火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严格检
查。

在24小时值班时间里，于景润
和同事不敢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他们
要随机调度各县（市、区）至少1次，
抽查各县市区、乡镇（街道）、工业园
区、市级救援队伍、危化品企业等值
班值守情况；严格落实“日报告”和

“零报告”制度，下午16时前要将当
日情况通过政务协同办公系统报市
委办值班室，通过“山东省应急管理
平台”报省应急厅。

不知不觉时间接近中午，记者
不由地提出一个问题：“今天是大年
三十，你们怎么吃饭啊？”工作人员
孙宝柱笑着说：“办公室已给值班人
员购买了水饺、面条、肉蛋等食材，
我们到楼下餐厅电磁炉上做点吃就
行。”“不能陪家人一起吃年夜饭，家
里都安排好了吗？”记者又问。于景
润轻松地说：“在应急系统工作，值
班值守是常态，越到节假日，我们的
责任越重大，越要坚守岗位，家人对
此也都习惯了……”

“长这么大第一次没有
回家过年，心里多少有点伤
感，但是这个春节过得并不
寂寞。”2月17日，正月初六，
就职于滨州市疾控中心的“新
滨州人”侯沁莲对记者说。今
年，她和新婚丈夫响应号召，
留在滨州“就地过年”，既是为
了自己及家人的安全，也是为
了全社会的防疫大局，更是为
了将来能够更加安心踏实地
和家人团圆。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回家过年是每个中国人心中
抹不去的情结，中国人对于

“家”的情怀是极其浓烈的。
新春佳节，本应是游子归乡、
父母翘首的欢喜时刻。但为
减少疫情传播，很多滨州去
年引进的外地高层次人才选
择留在滨州“就地过年”，不
返乡与家人团聚。其中，就
有清华大学研究生小夫妻刘
永斌与侯沁莲。

去年7月份，刘永斌与
侯沁莲通过滨州市面向清华
北大招聘选调生程序，正式
来滨工作，至今已经半年多
的时间。来滨工作后，侯沁
莲经常作为滨州招才引才的
典型，与广大学子交流亲身
经历，介绍滨州惜才爱才的
力度、招才引才的温度。

“我的老家山西省晋城
市沁水县，过年与滨州一样
热闹，初一串门拜年，初二开
始走亲戚，每逢佳节亲人团
聚，忙得不亦乐乎。今年虽
然没法走亲访友，但我并不
感觉孤独。”侯沁莲说。为了
让留在滨州“就地过年”的外
地青年人才感受到滨州的温
暖，腊月三十，团市委与“留
滨过年”的青年人才们在滨
州市青鸟驿站举行了“话新
春，谈理想，共迎辛丑年”暖

心茶话会活动，活动中大家
一起贴春联、包饺子，收获了
满满的温暖与感动。滨州市
文化馆也举办了服务高层次
人才“就地过年”文化志愿活
动，邀请青年人才们观影展、
看非遗、品茶道，了解滨州文
化，畅谈家乡发展。活动现
场，侯沁莲还受聘成为滨州
市文化馆文化服务志愿者。

“滨州人热情踏实，上班
报到的第一天，我们还没到
滨州就收到市委组织部工作
人员接站的电话。正式上班
后，单位领导在生活上对我们
悉心照顾，在工作上给我们谆
谆教导。怕我们第一次在外
过年失落，单位领导年三十邀
请我们去他家里过年……”说
起在滨州的点点滴滴，侯沁莲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来滨工作半年多的时间
里，刘永斌与侯沁莲这对

“90后CP”收获的不仅是事
业，更是理想和未来。来滨
后，两人参加了团市委举办
的集体婚礼，结束多年恋爱
长跑，领证走入婚姻殿堂。

“现在的工作，让我们有向上
发展的平台，有认真生活的
时间。”侯沁莲告诉记者，春
节闲暇之余，她和丈夫在影
院看完了《唐人街神探3》和
《你好，李焕英》两部电影，两
人一起动手做了一桌子年夜
菜，还邀请一起通过清北人
才引进来滨工作的小伙伴到
家里做客……

谈及未来，刘永斌与侯
沁莲已开始看房，因滨州市
高端人才住房公积金最高可
贷100万元的政策，两人再
也不用担心因购房“掏空”双
方父母的钱包。刘永斌与侯
沁莲相信，在滨州，一切美好
都会如约而至……

滨州应急管理人：

越到佳节越要坚守越是团圆越要尽责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文杰

2月16日，正月初五，我
和父亲应邀到叔叔家做客。
由于忙完事情已经是下午五
点，原本坐公交车去的计划
只能搁浅，于是我急忙开车
载着父亲前往。席间，大家
聊着家常，说着祝福，时间很
快过去。家宴结束后，一下
楼，我便通过某软件联系到
了代驾师傅。

代驾师傅是个年轻人，
也很健谈。回家途中，我们
攀谈起来。据他介绍，自除
夕前2至3天，代驾业务便

繁忙了起来。据
他观察，春节
期间串门，大
多带着礼品，
为了方便，人
们会选择开
车前往。而
依照习俗，春
节期间，与长
辈、亲友们聚
在一起，适当
饮酒难以避
免。而且，人
们的法律意
识、安全意识
明显提高，尤
其是年关，越
来越多的人

在酒后不驾车。因此，代驾
业务出现了增长。

代驾师傅介绍，他2月
15 日下午开工，下午收入
200多元，晚上收入400元
左右。当天他基本上是连续
接单，而且接到的多是长距
离送客，因此收入相对高一
些。2月 16日下午收入了
200 多元，晚上则刚刚开
始。他介绍，春节期间的代
驾业务，与平时也有不同，一
是结束时间比较晚。平时一
般在晚上12点之前结束，现
在则还要晚一点。二是业务
起始地点多样。原来多是在
酒店等餐饮、娱乐场所，现在
地点比较分散，出发地点多
数在小区门口。三是市场供
求的差别。代驾人员很容易
揽到业务，而且代驾公司为
了提高代驾人员积极性，每
单加6.6元的补贴。

送下我之后，代驾师傅
很客气地说“谢谢、再见”，随
后骑上电动车前往下一个接
单点。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在饮酒后选择让代驾师傅送
自己回家，也正是因为有了
这些辛苦的赶夜人，才让我
们新年欢聚的时候多了一份
安心。

代驾让亲朋春节欢聚
多一份安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丁春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