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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至十五，滨州黄
河楼景区举办 2022·滨州黄河
楼花灯民俗文化艺术节活动。
沉浸式彩灯筑梦，绝美光影非
遗焰火加上大型花灯、国潮演
出、美食游乐，让市民感受春节
浓浓的年味。

活动主题之一的民俗花灯
展将民俗花灯组、主旋律灯组、
丛林秘境、光影秀、宫灯长廊、
油纸伞风情融合在一起，打造
现代与传统、民俗与科技相结
合的新春盛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
默 李前军 摄影）

来黄河楼来黄河楼
感受最有感受最有
年味的春节年味的春节

“2021年冬天，我把爷爷从商
河老家接到了我在魏桥创业的家里
住。爷爷可高兴了，穿着半袖褂，用
微信视频聊天360度无死角地跟亲
戚们展示我的家，开心地跟大家说：
这是我孙女的家，可暖和了，太幸福
了！”1月31日傍晚，在魏桥创业集
团阳信分公司的座谈会上，33岁的
一线女职工刘杰激动地向集团董事
长张波讲述她家里的故事。

话语间，刘杰哽咽了：“我是一
个爷爷带大的农村孩子，从小就想
着报答爷爷。是企业帮我圆了这个
梦。我2014年来到魏桥创业集团工
作，买了车和房，有了自己的幸福小
家……”对面的张波也为之动容，听
得眼圈发红了，并为这位孝顺的年轻
女工点赞，号召员工们向她学习。

1月31日正值农历除夕，从下
午1点开始，张波带着大批慰问物资
从邹平出发，前往魏桥创业集团的北
海、阳信、惠民、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公司走访慰问，共送上29份大礼
包，进行了4次座谈。每年这个时
候，张波跟企业的高层都是奔波在各
基层生产一线，年夜饭都是吃在职工
食堂。2021年，魏桥创业集团实现
销售收入 4130 亿元，同比增长
39%；利税339亿元，同比增长49%，
主要经济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企业实现快速发展，今年，张波更
想听听一线职工的肺腑心声和诉求。

除夕走访，每到一站，各分公司
都安排各年龄阶段、各工种、各级别
的男女职工参加与董事长的集体座

谈。记者全程参加座谈。“感谢企
业，从今年开始实行十三薪！1月
初我们夫妻两人各收到了三份不同
的收入，一共领到5万元奖金，太幸
福了！”一位职工发自肺腑的感激话
语让记者印象深刻。

在北海经济开发区分公司，一
名职工不好意思地表示：想在工作
之余继续提升自己的技术本领，个人

“自私”的小想法是能继续提升工资。
张波非常体贴幽默地对这名职工说：

“你的想法不自私。我的手机工资短
信也响过三次，提示我有三笔收入，工
资奖金比以前高了，我也很开心！”现
场，员工们开心大笑：原来董事长也跟
我们一样是领工资的人啊。

企业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员工
的收入也要同比例提升，2021年底
仅“十三薪”一项，魏桥创业集团比
往年多开支4亿多元。企业发放

“十三薪”的决策，张波在各基层一
线听到了最满意的回应。

在北海分公司，所有参加座谈
且有孩子的员工，都对企业托管本
地教育表示满意。电气检修工王文
梅说：“我每月收入7000多元，爱人
是企业中层干部，年薪十几万，以前
我们最大的担心是孩子教育，不少
同事因此遗憾地离开了北海。”带孩
子去外地读书，就意味着王文梅必
须辞职；两地分居，王文梅又担心爱
人一人在北海的生活。2020年，张
波把北海分公司员工子女教育问题
当成企业的大事，经过与教育部门
协商，联系与企业有合作的北师大

教育集团接管北海经济开发区教
育，高薪聘请湖北黄冈一名校长到
北海任职，以此带动提升区域基础
教育水平。一年间，企业员工感受
到了孩子的成长变化。王文梅说：
这个学期末，我儿子的成绩提升到
年级前十，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为了
孩子分居了！

作为一名世界五百强企业的董
事长，张波每天的日程表都是满满
的。除夕这天很多基层员工突然发
现能跟董事长面对面交流都非常激
动。一线统计员宫娇说：“在企业，
我很渺小，但是我很努力，我跟无数
个平凡的兄弟姐妹，把来自非洲的
红色铝土变成了走向全世界的‘白
金’！”张波鼓励在场的员工：“你们
不渺小，每个人都很伟大，正是你们
每个人的努力，共同撑起了魏桥创
业的高质量发展！你们要骄傲，你
们每个人都创造了了不起的业绩！”

每到一处，张波都非常高兴地
听到员工在业务学习上的进步。大
家都纷纷汇报自己通过业余自学拿
到了相关专业的证书，这让一直提
倡建设学习型企业的张波非常欣
慰。2021年3月加入惠民分公司的
年轻员工张浩说：“我大学本科学的
是电气专业，我是在考研失利的情
况下来到公司工作的。在这里，我
看到了绿色魏桥发展的希望，魏桥
国科研究院等传来的好消息更坚定
了我继续深造的信心！”张波非常赞
许地告诉他：魏桥创业合作在建的
这所大学，将为企业有学习能力和

有学习意愿的员工提供深造的平
台，将优先推荐优秀本科学历员工
进行硕博深造。“你们也有可能很幸
运跟着国科大院士继续深造！”张波
鼓励所有的员工要保持持续学习的
状态。

在四地29处生产一线，各地负
责人都有小惊喜向董事长汇报：电解
车间空气更清新了、新上的机械手解
放了员工人力、“钉钉”线上检修记录
更科学……2021年，魏桥创业集团
各基地的自动化程度都大大提升，同
步提升的是企业效益；一线员工在劳
动强度大大降低的情况下领到了比
往年更高的收入。升与降之间是员
工凝聚力、向心力的增强，是员工对
魏桥创业集团提倡的“家文化”越来
越强的认同：大家发展了、强大了，才
有我们每个小家的幸福和谐。

2021年，魏桥创业集团被评为
“山东慈善奖捐赠企业”，这一年，魏
桥创业集团在慈善道路上越走越
远。张波勉励参加座谈的员工：我
们要建设一个有社会责任的公益企
业，大家要主动参与公益活动；非节
假日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的情况下，
基层领导要优先允许员工参与公
益。参与公益，会让大家体会到新
的获得感、成就感。

从下午1点到深夜10点，从邹
平到北海，再到惠民、阳信和滨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直到12点回到邹
平，张波一行行程500公里，在由他
主持的座谈会上，近百名员工内心
燃起向上奋发的激情！

除夕，魏桥创业一场长达500公里的座谈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邱芹 通讯员 张现攀 王少奇

1月 31日晚，除夕夜，有风，
冷。

在这个举国欢庆新春佳节的
日子里，在家家户户共庆团圆、吃
着年夜饭看着春晚的美好时刻，滨
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发热门诊的七
位医护人员依然坚守岗位，在疫情
防护一线构筑起守护市民健康的
一道坚实防线。

记者来到发热门诊看到，候诊
室里坐着几位等待检查结果的患
者，医护人员全部身穿防护服、佩
戴护目镜，正在为患者登记信息，
并对他们提出的一些就诊用药问
题进行解答。据医护人员介绍，就
他们的工作性质而言，除夕跟平日
一样，登记信息、了解情况、解疑释
惑、检测检验、接听电话、消毒消杀
……一切工作按部就班，没有过年
放假的感觉。“从接班到现在已经
接诊了二十几位患者。对我们来
说，过不过年都一样，工作的特殊
性要求我们坚守岗位。我今夜值
班到12点，还有通宵到明天早晨8
点的，有的同事要连续上好几天才
能休息。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一直
都在。”值班护士苗银芳告诉记
者。她把就诊者送到诊室后，又忙
碌起来，对椅子、地面重新进行消
毒。

在滨医附院发热门诊，诊室、
CT室、核酸检测室、检验室、医疗
废物暂存间、处置室等各功能室、
医疗器械配置齐全，医护人员在职
在岗、分工明确，严格按照要求穿
防护服、戴护目镜，全力为群众提

供最及时最急需的诊疗服务。
记者看到，当晚8点多，一位

年轻患者正在检验室窗口采血，一
位孕妇正在诊室问诊，一位小伙子
正在核酸检测室采集咽拭子，一位
中年男子咨询购买感冒药相关事
宜……几位医护人员出出入入、脚
步匆忙，但工作有条不紊。“我们是
前沿，不能忽视任何一个细节，每
一位患者出去了，我们都要对各区
域进行重新消毒，然后再对自己消
毒，对患者负责，守护群众健康，是
我们的责任。”医护人员迪迪(化名)
对记者说。

“医生，我丈夫发烧了。”“叫什
么名字？身份证号、手机号码请说
一下。”记者起身离开之际，又有两
位患者推门而入，医护人员又开始
忙碌起来，而那头电话又响了。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
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从来没有
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
重前行”“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
运，我有个我们”一时间，很多感动
的话浮出脑海，被呼呼的冷风吹到
耳边，吹进心里。在这个突然起风
变冷的除夕夜里，还有多少人不能
与家人团聚，他们就像发热门诊的
灯一样，始终亮着，守护着这个城
市，温暖着城市里的人们。

据了解，为让一线医护人员度
过一个温暖的新春佳节，该院有关
负责同志除夕夜走访慰问了各岗
位值班值守人员，并专门为他们准
备了热腾腾的饺子等年夜饭，表达
对一线医护人员的关心关爱。

除夕夜
发热门诊的温暖守护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时培建

（上接第五版）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
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
我们仍须努力。”在联合国讲坛，习
近平总书记首次面向世界提出“全
人类共同价值”。

“共同价值”意义何在？与西方
一些人推行的“普世价值”有何不
同？

就在这一年，一幅反映“3岁小
难民之死”的照片，深深震撼着整个
世界。来自叙利亚的男童艾兰·库
尔迪在随家人逃难途中不幸溺亡，

“卧眠”地中海海滩，成为令人心碎
的一幕。

从旷日持久的“中东之乱”，到
各种处心积虑的“颜色革命”……接
连不断的悲剧和乱象警示人们：试
图借“普世价值”之名，用单一价值
标准“衡量”他国、用单一制度模式

“改造”世界，只会带来动荡不安、民
不聊生。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
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
障”“让和平理念的种子在世界人民
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共同生活的
这个星球生长出一片又一片和平的
森林”“我们必须作出努力，让战争
远离人类，让全世界的孩子们都在
和平的阳光下幸福成长”……

2014年3月，巴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
中引用大楼前石碑上的名言，深刻
阐释人的思想之于现实世界的深远
影响。

民主、自由、平等……这些美好
的词汇，本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
追求。然而，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
西方某些国家政客试图将这些价值
曲解、私用、滥用，将自身对这些价
值的单一理解包装成“普世价值”强
加于人。

“价值向往”与“路径迷失”之
间，错的从来不是对价值本身的追
求，而是实现价值的方式。习近平
总书记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
责的态度，从思想认识的角度为全
人类对美好价值的追求正本清源
——

“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
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宽广胸怀理解
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
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
索”“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
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
源”……

以所谓“普世价值”划分“小圈
子”、拼凑“小集团”，只会让世界四
分五裂；而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
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带来
的才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大团结。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而不
同，天下大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所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不
谋求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彰显着

“不同”与“大同”的辩证智慧。在寻
求“共同”中包容“不同”，在尊重“不
同”中谋求“大同”，正是“共同价值”
超越“普世价值”的进步意义所在。

植根于中华文明历史厚土，全
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将中华民族
鲜明的价值追求延展至世界维度，
实现中外话语体系在价值观领域的
开创性对接；着眼人类共同长远利
益，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中国智慧为
促进人类文明永续进步、为创造人
类美好未来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就要承
认和尊重文明多样性，以平等和欣
赏的眼光看待不同文明——

2019年5月，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在北京举行。大会由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倡导举办，不仅覆盖亚洲所

有国家，还向世界各大洲开放。
“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

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
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
难性的！”“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
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
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
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习
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话语，赢得
各国与会代表如潮掌声。

宾朋满座、济济一堂，缘于新时
代中国对世界各国创造的不同文明
始终如一的真诚尊重。

“我访问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最
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了解五大洲
的不同文明，了解这些文明与其他
文明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在墨
西哥，漫步于奇琴伊察玛雅文明遗
址；在希腊，参观雅典卫城博物馆；
在埃及，走进古老的卢克索神庙
……在一场场别具韵味的“文化外
交”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文明交
流互鉴身体力行。

在不同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平等、互鉴、对
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
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
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
是一位大国领袖对不同文明的欣赏
和尊重，更是一位世界级领导人胸
怀天下的格局与担当。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就要起
而行之，以自身探索实践不断为实
现全人类共同价值贡献力量、夯实
基础——

为了捍卫和平，中国坚持走和
平发展之路，积极在国际地区热点
问题中劝和促谈；

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倡导“大家
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一以贯之帮
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

为了维护公平，中国积极引领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经济全球

化更加平衡包容；
为了追求正义，中国坚定不移

站在国际公理一边，坚定不移维护
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为了实现民主，中国探索和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矢志不渝推进
国际关系民主化；

为了保障自由，中国以实际行
动尊重不同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的权利，始终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

如山如海，守护和平正义，涵养
发展动力；如旗如炬，洞察人类未
来，引领前行方向。

百年变局中的世界，因新时代
中国而不同，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更加光明。

2022年2月4日晚，从奥林匹
克运动发祥地——希腊伯罗奔尼撒
半岛采集来的火种，“点燃”了北京
冬奥会主火炬。

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奥运盛会，
再次见证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
信仰的人们，为了“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的共同目标而拼搏奋
斗。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时代
背景下，这样全球性的聚会，更具重
大而特别的历史意义。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2008年，首次举办奥运会的中国，
以开放胸怀拥抱世界，以共同梦想
感召世界；

“一起向未来”。2022年，奥运
圣火再次在北京燃起，凝聚着来自
五洲四海的团结力量。

一起向未来！新时代中国将继
续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
同各国一道，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崇
高事业燃起更加炽烈的奋进之火，
点亮更加闪耀的希望之光。

（记者刘华、韩墨、杨依军、郑明
达、温馨、潘洁）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花农”刘娟
打了一个“翻身仗”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王光磊

1月31日10时许，记者来到
位于滨城区彭李街道的益景花卉
城采访。掀开门口的布帘，仿佛
进入了春天，姹紫嫣红、千姿百态
的花卉、绿植映入眼帘，特别养
眼、舒心。对于文字工作者而言，
平日里与文字为伍，目中无人、无
花惯了，如今也给眼睛放个假，看
花赏景，犒劳一下。顺带着，也让
鼻子享享福，闻闻花香，感受别样
的味道。

前来赏花、买花的顾客络绎不
绝，记者随着人流在花卉城转了一
圈，最后来到麒麟花卉摊位前停了
下来。此刻恰巧一波顾客刚走，记
者便走进摊位内部，与老板娘刘娟
聊了起来。

她介绍，摊位有120平方米，
目前经营五六十个品种。春节期
间，蝴蝶兰、大花蕙兰、杜鹃、茶花、
北美冬青最受顾客青睐。记者漫
步花间发现，除了这几个“热门选
手”，文心兰、宝莲灯、红双喜、黄金
甲、洋水仙、袋鼠兰、粉爪、油画、鳟
鱼海棠、马蹄莲等也在各自展台上
争奇斗艳。

没想到，这位跟顾客聊起花来
侃侃而谈的老板娘，才入行一年

多。不过，刘娟说她有她的优
势。“我从小就喜欢花，家里老人
也养花。”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
她对从事这一行当格外有感觉。
另外，她除了自己养花积攒了不
少经验和心得外，还时常向种植
户请教探讨。“蝴蝶兰这种花要放
在室内有散射光处，不喜欢阳光
直射。”她举例说。“养花首先要了
解花的习性，要根据室内通风和
温度等情况决定浇水次数，不是
固定的三五天，或者一周浇一次
才行。”对于养花“小白”，她给了
这条建议。

“春节期间的销量能赶上淡季
时半年的。”刘娟说，她经营的是零
售业务，从“十一”开始到次年“五
一”是市场旺季，从“五一”到“十
一”则是淡季，夏季天热的时候几
乎没有生意。“这几天相当于打了
一场‘翻身仗’。”她笑着说。

采访几次被打断，不时有顾客
前来询价、采买。市民李先生一家
三口，在刘娟的摊位前逗留了一段
时间，最后带走了几盆颜色比较鲜
艳的花。“过年就图个喜庆，买几盆
花心情也跟着美起来。”李先生笑
着说。

记者与滨医附院发热门诊医护人员合影。

激荡五洲四海的时代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