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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刘刚 摄
影报道）边秋一雁声，月是故乡明。普天同庆、阖家欢
乐的国庆长假，却有一群来自烟台的建设者，在万里之
外的中亚，为援塔吉克斯坦议会大楼项目的早日完工
奋战不止。作为烟建集团援塔吉克斯坦议会大楼项目
技术组的“小鲜肉”，青年员工团队成员代表王绍锋、吕
宁、刘明航、唐鸿翔和赵庆亚，这个长假除去用视频电
话向家人道一声问候、报一声平安，便是夜以继日扑在
项目上，用辛勤的汗水，浇筑两国的“友谊之花”。

去年1月19日，我市烟建集团收到商务部国际经
济合作事务局发来的援塔吉克斯坦议会大楼项

目的中标通知书，该项目是当前我国
援外领域一号工程，也是烟

建集团迄今为止承揽
的最大规模的对

外援助项目，
具

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中塔两国政府对该项目高度
重视。项目位于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市中心索莫尼
广场的东侧，与位于广场西侧的现有总统府遥相呼应，
是塔吉克斯坦国家议会的工作场所，总建筑面积约
43000平方米，建筑设计使用年限100年。建成后，将
成为塔吉克斯坦的“人民大会堂”。

然而，去年以来，受疫情影响，技术组青年员工团
队只能分期分批飞赴该国首都杜尚别。去年8月15
日，王绍锋作为烟建集团援塔吉克斯坦议会大楼项目
技术组首批专家组成员先期抵塔，10月、11月和今年
5月，其余成员相继带领多名技术人员，历经多次转机
相继抵达，因疫情防控要求，从黄渤海之滨到中亚腹
地的万里旅程，最长一次历经了八天七夜。艰苦漫长
的旅途尚在其次，抵达塔吉克斯坦后，为确保项目建
设进度，技术组成员至今无一人归国探亲，其中逗留
塔吉克斯坦最久的王绍锋，已经在当地工作了近14
个月。

“出国时心情较为忐忑，同时也异常兴奋，充满
了期待，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如此重要的
援建项目，第一次接触体量规模、施工难度、规格档

次如此高的项目，能够学到许多新的知识，积
累丰富的工作经验。为展示国家形象、
烟台形象，我们必须以更高的水准自我

要求。”此前从未出国的王绍锋和唐
鸿翔，如今已是有着丰富海外经

验的专家组成员；而吕宁、刘
明航和赵庆亚曾出国

赴莫桑比克、
斐济和斯里

兰卡，国外工作经验丰富，项目技术组“搭伙”格外驾
轻就熟。

塔吉克斯坦议会大楼项目投资额度高、体量大、施
工难度大，档次高、规格高、标准高，由塔吉克斯坦政府
工程大项目管理局亲自管理，施工过程中系统复杂，专
业众多，土建、电气、水暖、装饰施工时需要充分沟通协
调，合理规划。尽管目前项目施工因疫情影响面临人
材机不能充分满足现场需求的情况，但是在烟建集团、
烟建国际以及国内各方的支持下，现场人员共克时艰，
共同努力克服种种困难，积极策划，创造机会，确保了
现场施工正常进行。

大家白天在现场进行技术管理，晚上整理内
业资料，工作紧张、忙碌、有序，内心感到十分充
实，满满的获得感。国庆 7天长假，施工现场仍是
一派热火朝天，全体人员都在夜以继日地抢工期，
工作节奏快，紧张而有序。大家十分忙碌，团队成
员白天忙现场，晚上攻内业，经常加班，办公室彻
夜灯火通明已是常态。由于主体进度加快，唐鸿
翔和赵庆亚与土建技术人员密切配合，力争尽快
完成预留预埋工作，内业工作也随之增多，但由于
前期准备充足，提前做好了规划，现场安装预留预
埋工作进展顺利。

“爸、妈，我们虽然不能陪伴在你们身边，但是你们
放心，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能够为援塔项目贡献一份
力量，我们感到特别光荣。”国庆节当天，青年员工团队
的小伙子们，相继给家人发去了问候，不少人拿起手机
还没说上几句，眼眶便已噙满泪花。“我们远离家乡，来
到塔吉克斯坦，更要坚守岗位，锤炼意志，为项目建设
贡献力量。”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刘朝
军 袁磊 冯铎 摄影报道）国庆长假，不少人卸下工作
的疲惫，享受着假期的闲暇时光。然而，在城市川流不
息的马路上，却有这样一个个忙碌的身影，他们依旧坚
守在岗位上，用辛勤的劳动为广大市民营造着整洁的
节日环境。

每天凌晨3点多，家住奇山小区、在中环洁建投工
作的林垂利已经起床了，简单吃了点饭，他赶到娄子山
将他的工作伙伴——无压缩垃圾清运车开了出来。不
到4点半，他已经来到上夼西路附近的辖区，开始逐个
清运垃圾箱里积攒了一夜的垃圾。过节家家欢聚，饭
店的生意也比平时好，上夼西路区片附近饭店多、居民
多、网点多，垃圾量非常大，为了不让满溢的垃圾破坏
环境，随满随清，上夼西路中国银行和一九烧烤附近的
垃圾箱一天甚至要清理近20次。上午9点，林垂利的
无压缩垃圾清运车满了，他驾车赶到厚安小压站，将垃

圾卸给了小压站。小压站满负荷后，在附近待命的王
仁超驾驶大型垃圾清运车将小压站垃圾箱整体运往娄
子山，孙国波则在垃圾箱挪走后迅速冲刷场地，不留一
丝异味，不留一点脏乱，全套作业一气呵成，走在附近
的行人甚至感觉不到这里是一处小型垃圾压缩站。

作为中环洁建投一名“文武双全”的环卫工人，林垂
利的国庆节愿望很朴素：“只要城市干净整洁我就高兴。”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市民生活、出行的环境干干净
净的，能心情愉快地过节，同时他也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58岁、皮肤黝黑，老家莱州的孙义勋自打清晨4点
多离开家门后，一直都没闲着，在青年南路上他用手捡
拾因为雨水粘在地上、扫帚难以清理的树叶，在魁玉路
上，他用长长的夹子夹起水洼里的苹果核、塑料袋、花
生壳……记者采访的时间不长，但即便这么短的时间，
记者也数不清他到底弯了多少次腰。记者采访时，一
辆公交车打青年南路经过，车窗里有人顺手抛出来一

张纸。“最怕这种车窗抛物，保洁员要到车流不息的路
上去捡，很危险，还有的市民将垃圾随手抛到路上，被
车辆碾压后散开，风一吹，到处飘，就更危险。”

虽然国庆假期不能休息，孙义勋却没有丝毫怨言，
“我们放假了，路上的树叶、垃圾怎么办？”如果因为自
己放假导致市民的生活、出行环境变得糟糕，他会自
责。实际上从事环卫工作之前，孙义勋就见不得路上
有垃圾，经常动手收拾，做了环卫工以后，他很开心做
上了自己喜欢的工作，“能把垃圾都扫干净，心里很畅
快。”让别人因为自己的辛勤付出而度过一个愉快的假
期，就是孙义勋最大的心愿。

林垂利、孙义勋只是全体芝罘环卫工人的缩影，在
“十一”长假期间，上千位环卫工人舍小家为大家，坚守
在道路保洁、垃圾清运、公厕保洁、建筑垃圾管理、旱厕
清掏等各个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劳动最美丽、劳动最光荣。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张苹
摄影报道）清晨5点，烟台市中医医院
检验科副主任、基因扩增实验室负责
人周璐再次穿上厚厚的防护服，带上
护目镜、口罩及两层手套，进入标本制
备区，新一批核酸检测样本刚刚送达，
她以最快的速度开始检测工作。而此
时，距离前一天下午5点30分开始值
班已然近12个小时，“十一”期间为了
保证实验室24小时运转，检验科医务
人员通过值班的方式轮休，一个班次
至少2人，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夜
班从下午5点半起至次日早8点结束。

每天接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消
毒，然后换上工作服，接到核酸样本到
达通知，便立即穿上防护服、护目镜、口
罩和手套，“全副武装”地进入实验室进
行检测工作。“首先是开盖加样，再基因
扩增，然后是结果判读。整个过程下来
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周璐告诉
记者，加样是整个过程相对危险的环
节，要将样本提取加入反应体系，距离
病毒可以说很“近”了。而病毒检测的
整个实验过程对操作、仪器、试剂精准
度要求都很高，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差
错，一旦出现差错就意味着要重新进行
一遍，因此她每时每刻都紧绷着一根
弦，不允许自己出现一丁点的失误，新
冠核酸检测工作始终要求保证质量优
先、技术过硬、报告及时。

“除了要很严谨外，检测结果时效

性要求也很强。所以，一旦在岗位上，
就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松懈，必须打起十
二分的精神，盯紧检测环节和结果。”周
璐告诉记者，“十一”假期比平常更为忙
碌，居民假期出行要做核酸检测，发热
门诊患者需要做核酸检测，患者住院也
需做核酸检测，每天样本量比平常日更
多，而且要尽快出结果，因此很多时候
连口水也顾不上喝，每隔2-3小时就要
进行一批样本的检测，甚至防护服一穿
就是10小时，“对于检测而言，不仅要
确保在最短的时间检测出结果，更重要
的是要保证结果的准确性。无论是多
大的样本量，多大的工作压力，我们都
不能有一点差错。”

“8月份疫情突发，我和孩子爸爸
都在一线抗疫，他进行核酸取样工作，
我则负责检测核酸样本，都是很长时间
没能回家，目前孩子正在上初中，那段
时间留孩子一个人在家里，都学会自己
做饭了。”周璐笑着说，平常日核酸检测
工作要一丝不苟，假期疫情防控更加不
能松懈，“十一”期间，外出游玩的人流
增多，也为疫情输入增加了风险，作为
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自己有责任坚
守好这份重要的岗位，在最短的时间里
检测出结果，为全市人们的健康筑起一
道城墙。此外，她还提醒市民，外出注
意做好个人防护，全程佩戴口罩，勤洗
手，注意卫生，一起遵守疫情防控的各
项规定，守好疫情防线。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史崇胤 通讯员 烟交
宣 摄影报道）每天早上七点，在市区青年路与南大街交
叉口，雷打不动有一名交警用着标准的手势指挥交
通，他就是市交警二大队民警、青年路岗岗长初晓林。
国庆首日，他依旧坚守在自己熟悉的岗位上，今年国庆
正值所城里、朝阳街、芝罘湾广场开业，游客如织，如何
保障好烟台主城区的西大门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国庆假期首日上午，初晓林正在青年路岗执勤。“国
庆假期，我们全部上岗执勤，越是大家休息的时候，我们
越忙，越要把这条主干道的交通秩序维护好。”初晓林说
道。在初晓林看来，接过青年路岗的接力棒，他倍感责
任重大。因为青年路岗曾连续2次荣获全国青年文明
号，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个人。初晓林2003年入
伍，2018年从烟台警备区某部转业参加公安交管工作，
可以说是一名“老兵”。2020年3月初疫情防控期间，在

青年路岗岗长人员选拔中，初晓林最终脱颖而出，成了
青年路岗的新岗长，所以他还是一名“新人”。

“今年是我在青年路岗迎来的第二个国庆节，今年
国庆烟台有很多景点开业，南大街的交通压力很大，我
们要确保烟台西大门的顺畅安全。”初晓林告诉记者。

执勤期间，初晓林不停地提醒市民佩戴好安全头盔，
禁止共享单车违规载人等。十点多钟，随着时间的推移，
南大街青年路的车流量越来越大。初晓林看到南大街的
车流已经溢出，调整信号灯做好分流工作。“你好，问一下
5路车怎么坐？”一位老人前来打听道路。十分钟时间内，
三名路人向初晓林问路，初晓林手势标准、文明用语耐心
地为过往市民指路。期间，还有热心市民将路边捡到的
身份证送到岗亭，初晓林一一记录在案。一个多小时过
后，不停说话的初晓林嗓子有些沙哑。

看着越来越大的车流，初晓林干脆步行前往拥堵点

位，疏导交通确保安全，一上午不到，他的微信步数已经
达到一万四千多步，相当于在青年路上走了7个来回。

谈起工作，初晓林深知责任重大。说起家庭，他倍感
自责。以前在部队保家卫国，战备执勤。现在从警，每年
假期他都要坚守岗位。“两个女儿一直让我带他们去黄务
的一个开心农场玩，我一直没兑现。他们放假的时候，我
就要上班，所以感觉还是亏欠孩子和家庭太多。”

“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要么不干、
干则一流”，在部队里锤炼的工作信条，初晓林一直保
持在从警工作中。初晓林上班时，一班岗2个小时下
来，通常要转体300多次、手势1500多次，从他身旁经
过的车辆多达2万多辆次，常常累得腰酸胳膊疼，但他
始终坚持以最严整的警容仪表完成每一次岗勤任务，
像一颗钉子一样，坚守在烟台主城区的西大门，为港城
交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赖皓阳 通讯员 张晓江 摄影报道）“十一”假期
期间，全市上下洋溢着节日的浓浓氛围，芝罘区向阳街道全员在岗，班子成员，机
关、社区全体人员全部坚守朝阳所城两街区、烟台山景区，尽锐出战，全员值守，
确保节日客流量高峰期辖区安全稳定。

朝阳、所城、烟台山均在向阳辖区内，作为烟台的旅游打卡“圣地”，为确保
“十一”国庆节期间安全稳定，游客开心游玩，向阳街道提前部署谋划，召开了“十
一”国庆维稳工作专题会议，提前组织部署节假日期间安保工作。根据“十一”国
庆节综合保障方案，科学部署“兵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朝阳、所城、烟
台山人员密集场所区域的巡控力度，切实将安全稳定、疫情防控、城市管理、安全
生产等各个措施落到实处、做出实效，全力确保辖区稳定，着力提升居民、游客满
意度。

针对朝阳所城两街区、烟台山景区客流量激增，街道采取“定线、定岗、定人、
定责”安全保障方案，联合公安、城管、交警、消防、安监等部门联合执法，20余个
点位明确专人负责值守，压紧压实责任，细化内部工作，做好安保维稳、疫情防
控、安全生产、舆情处置等工作，及时应对突发状况。街道纪工委对值守及责任
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加紧责任落实。辖区综合保障效果显著，尽管客流量较大，
但街区、景区及周边区域秩序井然，运行良好。

坚守烟台主城区西大门
交警初晓林默默付出，为港城交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核酸检测不停，检验人员不休
实验室24小时运转，医务人员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坚守他乡浇筑中塔“友谊之花”

烟建集团青年团队为援塔吉克斯坦议会大楼项目的早日完工奋战不止

只要城市干净整洁我就高兴
国庆假期芝罘上千名环卫工人坚守岗位

热门旅游“打卡地”秩序稳定
芝罘区向阳街道全员值守朝阳所城两街区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今年以来，全力做好“接得通、办得好”两项核心
工作，着力打造“烟台12345”城市“总客服”品牌，累计受理企业及群众诉求
140.05万件，同比增长67.22%；日均受理量由1月份的4827件提高到9月份的
7790件，日受理量最高达11601件；一次接通率、按时办结率、群众满意率分别
达97.10%、99.82%、92.96%。在本次“十一”假期中，平台受理岗、转办岗、回访
岗的工作人员均坚守岗位，每天坚持3名领导带班，150名工作人员在岗，重点
关注各类突发事件。受理人员在假期工作中完美化解10月4日蓬长客港停航
造成的危机，保证游客第一时间出港；转办人员在假期工作中与受理岗配合，对
于普通诉求尽快处理，对于旅游类的紧急问题启用三方通话，保证市民问题及时
得到解决。回访人员在假期里有序进行回访工作，了解部门办理情况，市民反映
的问题得到圆满答复。12345热线工作人员用自己的热心、耐心，换回市民的安
心、放心!

为民接听，我们一直在路上！
烟台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国庆长假7×24小时

全天候为民服务

交警初晓林在执勤中交警初晓林在执勤中。。

烟建集团援塔吉克斯坦议会大楼项目技术组青年员工看图纸烟建集团援塔吉克斯坦议会大楼项目技术组青年员工看图纸。。

▲社区人员坚守所城里街区。

检验科医务人员对核酸检测样本进行检测检验科医务人员对核酸检测样本进行检测。。

林垂利在清扫垃圾林垂利在清扫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