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月4日举办的2022年北
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上，有一群
女孩格外引人注目：她们戴着可
爱的虎头帽，穿着绘有冰雪花纹
的服装，高高举起引导牌，昂首挺
胸展现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风采
——她们就是本次开幕式入场式
的引导员们。她们是来自北京10
所高校的在校女大学生，其中，高
举英国代表团牌子的引导员是来
自滨州的姑娘贾安如。她曾就读
于北镇中学，现就读于北京舞蹈学
院音乐剧系。

能够站在鸟巢中央，出现在
中国乃至全世界媒体的镜头中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
拥有姣好的容貌、高挑优雅的体
态和过硬的专业素质，贾安如对
能否被选中依然充满担忧：“初
选的那天一直有镜头在拍摄，我
们需要面对镜头作自我介绍，还
要走几步展示自己的仪态，保存
下来供导演亲自选择。”说起最
终当选，她言语间充满兴奋：“当
时报名的人很多，但最终在我们
学校只选中了10个人，我就是其中
之一。”

通过初选只是贾安如走向开
幕式的起点。虽然引导员的工作
看似只是简简单单的举牌走路，但
这个任务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轻
松。像贾安如一样通过初选的姑
娘有300多个，由于都是在校大学
生，她们只能一边上课，一边利用
周末的时间进行训练。放寒假后
更是过上了“鸟巢——学校”两点
一线的生活，日均训练时长达到8
小时，任务繁重时则要凌晨出门，
直至夜深才能返校休息。

“我们训练的内容有很多，比
如走路，对步幅、仪态、举牌姿势等
都有很严格的要求，而且要穿七八
厘米高的高跟鞋锻炼身体的协调
性。练习举牌的时候往往要连续
40分钟不许放手，就像网上流传的
视频里说的那样，‘可以流泪，但是
不能把手放下’。”贾安如说，此外，
他们还有体能训练，要能在规定时
间内伴着音乐跑2000米，力求表
现出最好的精神风貌。

冬奥会的日程安排也注定了
这群引导员姑娘无法回家过年。
不过在这一方面，贾安如所在的北
京舞蹈学院给了她们最大程度的

支持。“因为担心我们着凉，学校给
我们准备了羽绒服、手套、暖贴等
物品；因为担心疫情，学校给大家
发放了消毒液等用品。此外，学校
食堂在寒假派专人‘加班’，保障我
们的饮食。”贾安如说，这些举措，
也让春节期间不能归家的她们感
受到了体贴和温暖。

贾安如说，在长达四个月的训
练过程中，进入初选的女孩们又经
历了三次筛选。其间，有许多同样
十分优秀的女孩因为种种原因不
得不在中途遗憾退出，仅剩不到三
分之一的女孩能够在愈发严苛的
选拔中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走进开
幕式现场。贾安如凭借优异的表
现，成功当选第44个入场国家——
英国运动员的引导员。

那么，引导员和入场国家的对
应关系是怎样确定的呢？面对记
者的疑问，贾安如表示，体态条件
比较好、临场反应比较快的姑娘，
会被派去为参赛运动员较多的国

家举牌，这样更有利于现场调度。
“你是不是也算表现好的，才能为
英国举牌？”面对记者的提问，虽然
有些害羞，但贾安如还是自豪地
说：“是的！”

哪怕前期已经经过了四十多
次排练，但到了开幕式当天，感受
到现场的气氛，贾安如的内心前所
未有地激动起来。“其实直到最后
一天，我们还在进行着小范围的人
员调整，而且此前也没有真正与运
动员们磨合过，排练时走在身后的
都是志愿者们。”贾安如告诉记者，
别看屏幕上的举牌女孩们从容自
信，表情自然大方，其实心里都不
免紧张，因为大家需要时刻注意倾
听耳返中现场导演的指挥，以便调
整步伐，使各国代表团保持合适的
间距与前进速度，既要在万众瞩目
下展现个人风采，又要作为一个大
环节中重要的一分子，协助实现整
个入场式的和谐。

贾安如告诉记者，虽然自己引

导的是英国的运动员队伍，但是近
距离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
员，看到四周观众席上兴奋不已的
众多观众时，自己更能深刻体会到
祖国的繁荣昌盛，感受到作为北京
冬奥会参与者无以言表的光荣与
自豪。

回忆起开幕式的种种，最让贾
安如惊喜的是在后台与中国代表
团运动员们的相遇：“我们与他们
击掌、喊加油，激动到直接飙泪！”
在这一刻，她知道，她与奥运健儿
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任务完成后，由于疫情防控需
要，贾安如还需要在酒店进行一段
时间的隔离。随着心情渐渐平静，
她也感觉到一点点的遗憾：一方面
由于保密需要，不能用手机拍照记
录下这段训练的时光，只能将它珍
藏在记忆中；另一方面，自己所穿
的引导员服饰也需要进行集中消
杀，能作为纪念品保留的只有历次
彩排时留下的演职人员证件。

又美又飒滨州姑娘贾安如登上冬奥会开幕式
贾安如作为英国代表团的引导员出现在开幕式，自信与优雅的背后

是历时四个多月的辛苦训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文璐 实习生 韩江淼

导演张艺谋右手边为贾安如。

贾安如是英国代表团的引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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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举国欢庆，人们之间
必然要互送祝福，“新春快乐”“大吉
大利”“事事顺心”“幸福安康”“平安
喜乐”等美好词语被广泛高频传
递。但如果非要在这些祝福语中有
个选择，应该首选哪个词语送给亲
朋好友呢？应该是平安或安全吧！
因为大家都明白，如果安全没了，其

他美好一定会随之烟消云散；如果
没有了安全感，又会哪来的幸福感？

党和国家时刻把安全作为人民
群众的最大利益，尤其每逢春节等
关键时间节点，必会由上而下一级
压一级全面安排部署各项安全防范
工作，强调要求各级各部门制定细
之又细、实之又实、严之又严的监管
防控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营造安全环境，需要各级各有
关部门务必严格落实监管责任，把
握岁末年初人流物流车流繁忙，节
庆活动多，低温、雨雪、冰冻、大雾等
灾害性天气多等诸多不利影响，突
出道路交通、危化品、建筑施工、水

上安全、人员密集场所、城镇燃气、
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特点，统
筹疫情防控，制定落实风险管控有
效措施，坚决织密结牢安全生产防
护网。

营造安全环境，需要各行业企
业警钟长鸣，切实落实安全责任，落
实好开停车、试生产、检维修等环节
的安全措施，不超能力、超强度、超
负荷生产，不赶工期、不抢进度，认
真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的安全隐
患立即进行整改，坚决杜绝各类生
产安全事故发生。

营造安全环境，需要每一名职
工、每一名群众真正树立主人翁意
识，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克服

麻痹大意、懈怠侥幸心理，坚守值班
岗位，不违反操作规程，不违规燃放
烟花爆竹，不违反疫情防控要求，不
酒后驾车，注意检查家庭用电、用
火、用气隐患，监管好孩子、老人安
全行为，从每一件事关安全的小事
做起，确保自身和他人不出意外风
险。

欢度春节不忘安全，祝福安全
也不应仅在佳节之时。让我们一
起来相互提醒监督，时时守护身边
安全，守护伟大祖国的祥和安宁；
让我们一起来祝愿他人一生平安
幸福，祝愿亲爱的祖国永远平安昌
盛。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诚
通讯员 代福永 报道）经过国网滨州
供电公司市县一体近2000名工作
人员连续七天的不断努力，截至2月
6日，春节期间滨州电网运行平稳，
该公司圆满完成2022年春节保供
电任务，连续9年实现除夕夜“设备
零故障、客户零停电、服务零投诉”
的“三零”目标。

为保障全市人民度过一个“暖
洋洋”“亮堂堂”的新春佳节，国网滨
州供电公司积极践行“人民电业为
人民”的企业宗旨，坚持“不停电就
是最好的服务”。除夕夜，该公司主
要负责同志率队坐镇值班，密切关
注全市用电情况，随时监测配网线

路和台区负荷等运行情况，及时通
过科学合理调度，确保全市电力安
全稳定供应，一直到除夕夜24时负
荷低位运行。市县供电公司16座变
电站恢复有人值守模式，近2000名
工作人员坚守保电一线，加强设备、
线路的巡视管理，确保设备、台区、
服务不出问题。

春节前夕，国网滨州供电公司
各专业部门协同配合，抓住节前宝
贵时间共轮换过载配变105台，调
整配变分接头 32次、三相不平衡
101次，累计消除低电压356户；组
织市县公司开展保电应急演练20余
次、参演人员 500人次、抢修车辆
160余辆。小年夜负荷高峰时段，高

质量完成 1077 条 10 千伏线路、
1395个台区负荷普测。全市开展近
区线路、重要客户线路、涉铁线路及

“三跨”区段特巡1950条次，无人机
飞巡线路杆塔450基，可视化抓拍
图片超过1000000张，发现并消除
异物、火险等各类隐患86处；开展变
电站周期巡视380站次、保护等专
业特巡200站次、远程智能巡视700
站次，发现并整改缺陷隐患162项；
对1071条配电线路、1.6万台区开展
三轮隐患排查，治理隐患 340处。
通过一系列举措，国网滨州供电公
司全面消除了可能影响春节供电的
设备隐患，有力保障了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

春节期间，国网滨州供电公司
严格落实值班计划和值班纪律，每
天检测、监控配套电网设备状态和
负荷情况，按照“一线路一预案，一
台区一预案”的原则，优化抢修力量
配置，完善应急抢修预案，在全市各
抢修服务站点，严格落实“五一个快
速抢修”服务要求，确保突发事件下
快速响应。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
和窗口服务规范要求，加强全市营
业厅优质服务巡查，组织客户经理
深入居民社区开展安全用电宣传，
积极提供技术咨询、供电服务抢修、
安全用电指导等服务，确保第一时
间满足客户需求。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连续9年实现除夕夜“三零”目标
设备零故障、客户零停电、服务零投诉，圆满完成2022年春节保供电任务

新春祝福首选“安全”
孙文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博 通讯员 田海滨 报道）2
月6日，农历正月初六，夜幕下的
滨州保利大剧院亮起璀璨的灯
光庆祝新春佳节。当晚，由演员
郭阳、郭亮领衔的《红壶相声社·
一壶二郭头相声大会》在大剧院
爆笑上演，为滨州市民带来了一
场充满欢声笑语的曲艺盛宴。

演出当晚，滨州保利大剧院
内人声鼎沸，笑声连连。在2个
多小时的时间里，红壶相声社的
9位演员为观众带来了《花唱绕
口令》《我要说相声》《恭喜发财》
等5个节目。其间，演员们说学
逗唱、口吐莲花，各种段子层出
不穷，一个个“包袱”抖得又脆又
响，捧哏逗哏配合默契，精湛的
表演赢得台下观众热烈掌声。

演出中，演员郭阳和郭亮伴

着观众热烈的掌声压轴登场，这
是他们第二次来滨州演出。台
上，这对双胞胎兄弟组合风趣幽
默，“包袱”铺垫巧妙，嘴皮流利，
尤其兄弟两人互相飙歌抢戏的
片段令观众乐得合不拢嘴，不停
拍手叫好。最终，演出在郭阳和
郭亮精彩返场后的叫好声中落
下帷幕。

相声演员诚意满满的演出，
赢得了滨州观众的认可。市民
赵女士是通过参加滨州网与滨
州保利大剧院推出的抢票福利
活动得以来观看演出的，她赞赏
地说：“演员们的基本功都非常
扎实，表演卖力有激情，而且各
有所长，希望他们越演越好，把
相声这门传统艺术发扬光大，更
希望大剧院能为市民带来更多
高水准的相声演出。”

由演员郭阳、郭亮领衔的《红壶相声社·一壶
二郭头相声大会》在滨州保利大剧院爆笑上演

红壶相声社演员
陪滨州市民欢喜过大年

大年初六，相声、喜剧演员郭阳和郭亮为滨州市民带来欢声笑语。

今年是我在滨州工作的第
十五个年头。不同于久居一地
的人们，将年味融入一系列隆
重而熟悉的仪式里，对我来
说，一个不常回老家的人，承
载年味的还有回到故乡的归属
感，以及青岛、滨州之间一个
个具体而细微的美好。故乡青
岛是生养之地，那里有亲情、
友情，有回忆。而滨州，是我
成家立业的地方。

这种复杂的感情，在我今
年过年一下高速，看到京博加
油站的那一刻被触发了。这座
收费站在高铁青岛西站入口处
不远。“是咱滨州的加油站，第
381加油站。”儿子赶忙拿起手
机拍了一张照片。此时，加油
站的灯光已经亮起，柠檬黄的
颜色有点像小桔灯的颜色，像
极了守候你回家的那盏灯。

回到家，到当地一家老牌
的连锁超市利群超市采购。过
年正是米面油销售的旺季，在
货架显眼的位置，中裕的各种

高端面粉，西王食品的玉米胚
芽油，长寿花的葵花籽油、玉
米胚芽油都牢牢占据着货架的

“C位”，有些产品甚至以占满一
整个货架的方式陈列，而这些

“滨州味道”将在青岛家庭的大
年餐桌上呈现。

在世界 500 强麦德龙超
市，我观察到，纺织品的选品
并不是很多，“产地：滨州”的
产品让我眼前一亮。在青岛市
南区五四广场附近的高端商务
区，西王集团与罗永浩双方打
造的“为健康立个FLAG”系
列创意宣传海报出现在候车
亭，倡导大家在新年开启健康
新 生 活 模 式 ， 为 健 康 立 个
FLAG。

近年来，从产品输出到理
念输出，“滨州”已经出现在了
更多更大的舞台上，我们坚
信，会有更多的人“来滨州、
知滨州、爱滨州、建滨州”，成
为助力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
的“主角”。

在青岛老家过年
找到的“滨州味”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樊飞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高吉乐 丛佳 报道）
1月31日，除夕，家家户户都在
团圆，但是在滨城区梁才街道疫
苗接种点，工作人员依然忙碌着
为群众接种疫苗。

“今天虽然是大年三十，但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普通的工
作日，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疫苗
接种工作不能因为节假日而耽
搁。”梁才疫苗接种点负责人石

志超说。“岗位虽然平凡，但是服
务群众无小事，这是我们对阖家
团圆最好的祝福!”负责接种的医
务人员杜桂玉说。

“只要职责需要，除夕日亦
是工作日。为您守护平安，不管
白天、黑夜，也不论周六、周日，
一年365天，我们愿用坚守一线
守护市民平安过节。”梁才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徐凤玲说。

梁才街道疫苗接种
春节不打烊

新春 基层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