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间烟火色，最是新年时。
经过三年疫情的“阻隔”和考验，期待

已久的春节气息终于回来了。这是最好
的心灵慰藉，也是最温暖的治愈良药。

芝罘仙境“不夜城”，3000盏灯笼点
亮烟台的夜空，更点亮人们新年的希望；

“蚕庄大集”“芝罘黄务大集”“福山大
集”上，人挨人，车连车，此起彼伏的吆喝
声，“喊”出了男女老少对来年日子“红红
火火”的期待……

春节到，人欢笑，一年又一年，仪式
感不减，港城人民辞旧迎新的活动热闹
非凡。

新春到 花灯照
“火树银花”饱眼福

夜幕降临，满城华灯点亮了欢度新春
的信号，令人温暖的年味更浓了。

走进塔山旅游风景区，各式花灯流
光溢彩，让前来观赏的游客感受到了十
足的年味。气势恢宏的双龙灯组、巨型
月亮灯、财神帽，数十种不同样式的花
灯被放置在景区的显眼位置，吸引不少
市民前来打卡。“今年的花灯比往年呈
现的效果还要好，灯的品种和样式也更
多了，看起来氛围感十足。”一位带着女
儿赏灯的市民说。

沿着滨海路向东，莱山区鱼美人广场
的花灯除了“年味”外，还增添了些“烟台
味”。不少花灯以烟台水果作为设计元
素，用拟人的表现形式展现，深受小朋友
的喜爱。

不只能线下感受满城的“火树银
花”。今年，烟台市城管局数字化城市管
理服务中心还上线了“迎春灯展”春节观
灯小程序，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栏搜索

“迎春灯展”或扫描图片二维码即可足不
出户“云赏灯”，还能参加“最美灯饰”评
选活动，为自己喜爱的灯饰投上一票。

赶大集 蒸饽饽
传统习俗年味浓

约定的时间，圈定的地点，吃穿用玩，
应有尽有。

不少市民发现，今年的春节，烟台的
“集”特别多也特别热闹。大集外车水马
龙，大集内人流如织，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们，携亲带友赶集置办年货。生肉、海鲜、
干果、福字、对联、鲜花……积攒了一年的
消费热情在此时被激活，好不热闹。

逢农历尾数四、九就是招远市蚕庄镇
赶大集的日子。早上5点，来自各地的商
贩早已在大集道路两侧依次排开，只待天
刚放亮，迎接熙熙攘攘的“赶集大军”。

“我赶蚕庄大集卖佐料两年了，讲究
的就是个实在，不缺回头客。”摊主李宪平

一边向记者介绍，一边招呼着顾客。热
闹、忙活正是李宪平印象中的年集，“过年
赶集的人很多，收入也很可观。”

“这个冬季最时尚的事情就是赶大
集，来凑个热闹，赶个年味儿。”放寒假的
大学生齐旭与家人一起来赶福山大集。
他说，过年就是要采购水果、牛肉干、干
果，还有好看的盆栽花卉，购足家中过年
的各种所需。福山大集是烟台市历史最
悠久的大集，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
了。“这个集面积大，种类多，从小就会来
赶这个集，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情结。”无
论是附近的居民，还是归家的游子，无论
是老人，还是小朋友，赶一场集，收获的不
仅是年礼，还有记忆里的乡愁。

城区的人忙着赶大集，岛上的人忙着
蒸饽饽。在大钦岛东村的赵彦军家中，亲
戚朋友们围炕而坐，正一起准备着除夕夜
的大枣饽饽。“‘擞’面是个力气活儿，一般
都是老爷们儿上阵。”赵大哥说。起锅后，
蒸好的枣饽饽个个都“乐”开了，伴着这股
面香，年的味道瞬间在空中氤氲开来。

观文物 送祝福
缤纷活动去处多

博物馆闹新春、文艺展演庆新春、文物
拜大年、“Nice兔”主题美陈、国潮新年、祈

福过大年……春节期间，我市举行缤纷多
彩的线上、线下5个系列200余项春节文旅
活动，让市民感受最具特色的烟火年味。

“美丽乡村兴旺，小康社会富足，中华
龙的传人，奋进新的征程，恭喜恭喜恭喜
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在烟台市博物馆
线上推出的一款短视频里，一向高冷严肃
的文物清乾坤雕蟠龙御题诗玉瓶、唐三彩
文官俑、明圆雕童子牧牛等6件文物用轻
松俏皮的语言为人们送出新年祝福。

春节期间，市文化馆的文旅志愿者
们，配合塔山景区春节庙会和正月十五灯
会，为广大市民游客送去歌舞、朗诵、模特
表演、器乐表演等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
蓬莱阁景区将对蓬莱市民（含长岛）实行

免门票政策；龙口南山旅游景区则会启动
推出开门迎宾、闹新春表演巡游、新年许
愿墙、十二生肖贺新年、五福同庆、福鼓迎
新、新春花灯会等精彩活动；传承非遗文
化，海阳市将举办2023年山东海阳大秧
歌贺年会，邀请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秧歌队
伍在新元广场举办海阳大秧歌贺年会迎
春秧歌展演……

“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这个春节可
得带孩子和父母多走走、多逛逛……”璀
璨灯影里，人们走着、逛着、祝福着，对新
一年的生活充满期待。

“逛花灯”“赶年集”“看好戏”，5个系列200余项春节活动“闹”新年——

浓浓烟火气 喜迎新春到
YMG全媒体记者 童佳怡

游人在莱山区市民广场观赏花灯游人在莱山区市民广场观赏花灯。。
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唐克唐克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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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水，总是无言。当新年第一缕阳光
照亮苍穹，历史开始落笔新的一页。我们在一
蔬一饭寒来暑往中，于辞旧迎新之时，迎着阳
光，昂扬前行。

站在岁序更迭的门槛，回眸昨日，凝思岁
首。在烟台山上指引灯塔的凝望中，在广袤田
野辛勤的耕作中，在工厂车间轰鸣的机器声
中，在大街小巷重新升腾起来的烟火气中……
每一点梦想的星火，汇聚成了时代的熊熊火
焰。无数个平凡的“你我”，正成就着极不平凡
的“我们”。

这一年，我们哭过、拼过、笑过，又被温暖
着、被守护着、被感动着。

这一年，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大日子”，见
证了很多“大事件”，也目睹了很多“大场面”。

我们直面疫情的“风刀霜剑”，并肩战疫，
激动于“雾散终有时”；我们欢呼冬奥健儿摘金
夺银，驰骋赛场，惊喜于烟台元素频频亮相；我
们以有力措施坚决稳住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更
加巩固，欣然于为稳住全省经济大盘作出了贡
献；我们体会到城市建设快马加鞭，热火朝天，
感叹于城市格局加速“焕新”；我们见证了黄渤
海新区正式挂牌，书写了由“开发时代”“自贸
时代”向“新区时代”的历史跨越。

时间勾勒出时代前行的奋斗轨迹，镌刻着
沧海桑田的成长记忆，也记录着这座城市奋力
向前的生动模样。

作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三核”城市，烟台
肩负重任，“三明三强”大会上，全市上下统一
思想、凝聚共识，转变作风、务求实效，全身心
投入到烟台改革发展稳定事业中。

我们看到，烟台聚焦构建“1+233”工作体
系和“12335”中心城区建设格局，不断提升“四
新”经济占比，打出稳增长“组合拳”，大力推行
产业链链长制，深入实施“9+N”制造业集聚培育工程，以绿色低碳
转型开辟发展新赛道；

我们看到，烟台出台“纾困解难稳中求进30条”“稳经济促发展
38条”“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18条”等系列政策礼包将烟台企业家
发展的信心“拉满”，实施企业倍增计划，落实服务企业专员制度，
真心实意帮企业解忧；

我们看到，烟台千方百计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城市功能品
质，就业形势保持稳定，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
升，城市更新步伐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城市慢道、15分钟
社区生活圈串起百姓幸福生活……

这一年，是烟台漫长奋斗历程中的短短一瞬，也是我们向着梦
想走去的一步。

辞旧迎新之际，烟台奋斗的脚步跋涉不停。发布“一揽子”政
策措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启动“悦享生活2023活力烟台消费年
暨嗨购年货节”……浑厚悠长的新春钟声里，希望的种子已悄然萌
芽。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愿景，向着加快建设更具竞争
力的新时代现代化国际滨海城市，奋力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市建设新局面的目标奋进。

历史的画卷，总是在砥砺前行中铺展；时代的华章，总是在接
续奋斗里书写。新的一年，烟台将以大地为纸、实干为笔、汗水为
墨，披荆斩棘、奋力奔跑，把奋斗书写在物阜民丰、万家灯火，书写
在每个人的生活之中。

一元复始，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今天，又是一个崭新的坐标，
一个全新的起点。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一条明亮又清晰的起跑线。

尽管向前奔跑吧，烟台，永远是你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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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 媒 体 记
者 杨健 通讯员 马文婧）春节
长假来临，返乡探亲、山林旅
游、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明显
增多，针对严峻的森林防火形
势，市自然资源部门成立5个督
导组，深入重点区市督导，春节
期间加强调度和暗访，推动森
林防火措施深入落实。目前，
全市山林划分为5700余个网
格，已组织2万余名网格员严防
死守；1200名森林防灭火巡查
员、3000余名镇级森林消防队
员全天候值班备勤，坚决防范
森林火灾发生。

1月中旬以来，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相继印发《全市自然
资源行业“查问题除隐患防事
故”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方案》
《关于加强春节期间森林防火
包保督导工作的通知》，对当前
特别是春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

进行部署。各区市全面推进网
格化管理，坚决将火源控制在
山下林外。持续开展森林火灾
隐患排查整治，对自然保护区、
林区输配电设施和用电线路等
重点区域部位进行全面排查，
发现问题迅速整改，降低火灾发
生风险。在市级主要媒体开设
专栏，刊播森林防火公益短片和
动态信息。各区市在林区主干
道、重要进山入林路口密集张贴
横幅、标语，对林区居民逐户发
放森林防火明白纸，并运用宣传
车巡回宣传、村村通广播不间断
播放等方式广泛宣传森林防火
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营造浓厚
氛围。各级森林防火机构坚持
24小时值班、领导带班，安排专
人通过慧眼卫星系统实时监控
热点信息，第一时间发现，第一
时间核实反馈，确保火情及时发
现、迅速处置。

敬告读者
春节休假，本报1月23日（正月初二）至27日（正月初六）停

报，1月28日（正月初七）恢复正常出报。
烟台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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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我市1200名森林防灭火巡查
员、3000余名镇级森林消防员全天候值班

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1月 21
日上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江成到芝
罘区调研节日期间市场供应、促进消
费、安全生产等工作。他强调，要积极
做好市场保供，全力促进节日消费，让
人民群众欢乐祥和、健康安全过大
年。市委常委、秘书长于锋参加。

江成来到芝罘区振华商厦及量

贩超市，认真听取商品供应、人流密
集场所安全措施落实等汇报，鼓励
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持续提升
品牌效益，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
把生意越做越红火；要求商务部门加
强物资供应监测，保证市场供应充
足、价格稳定。在蔚蓝农贸市场，江
成详细询问蔬菜、肉类等产品价格

及销售情况，对市场使用智慧溯源秤
实时监管等做法给予肯定，要求抓好
食品全链条管控，让群众买得放心、
吃得安心。

江成强调，要坚持把恢复和扩大
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统筹用好发放消
费券、举办特色活动等措施，提振消费
信心、培育消费热点，多措并举促进消

费旺起来、带动经济活起来。要扎实
做好春节期间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工作，着力保障好群众的菜篮子、米袋
子；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保证“舌尖上
的安全”。要强化人流密集场所安全
监管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完善应对预
案，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
会大局安宁和谐。

江成到芝罘区调研节日期间市场供应情况时强调

积极做好市场保供全力促进节日消费
让人民群众欢乐祥和健康安全过大年

市民陶醉在新春花灯中市民陶醉在新春花灯中。。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唐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