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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惧风雪严寒，每天一大早，栖霞市南林家村党支部
书记李红玉都要到村西头的梨园里转转，像呵护孩子一
样，瞅瞅着新栽种的秋月梨。

“再过几个月，春暖花开时，这个梨园就生机勃勃啦!”
最近，李红玉时常会在微信圈发文配图:“东方拂晓鱼肚
白，这片土地充满了希望……”无疑，在李红玉的眼里，南
林家庄今年“春天的故事”很精彩。

南林家村位于杨础河畔，是果都栖霞一个普普通通的
苹果村。村里有苹果园600亩左右，苹果是村民收入的主
要来源。近年来南林家村发展了近200亩梨园，种植秋月
梨。苹果村大刀阔斧发展秋月梨，“动静”不小。在栖霞市
去年年底的重点项目观摩会上，南林家村的梨园还是一个
观摩点，反响不错。

梨园西邻杨础河，放眼望去，一排排梨苗整齐地站立
在新翻耕的土地上，像是等待检阅的士兵。“我们村发展秋

月梨项目，得到了烟台市金融业商会的帮扶，纪庆山主任
常驻村里，给予技术指导。”李红玉向记者介绍说。

发展秋月梨没有资金支持怎行!在栖霞市杨础镇党委
政府的撮合下，南林家村和烟台市金融业商会走到了一
起。“烟台市金融业商会积极响应‘百企助百村’活动的号
召，与南林家村结成帮扶对子，注册成立了‘烟台梨润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注资200万元帮扶南林家村发展秋月梨
项目。”从去年9月签订合作协议起，梨润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技术总监纪庆山就一直靠在项目上。

“注意脚下，别踩我们的宝贝呀!”站在梨树间，纪庆山
提醒记者别踩了刚栽种的白术。“为解决梨树挂果前无收
益问题，我们还在梨园套种了中药材——白术，每亩年可
增加收益7000元以上。”

谈及收益，喜悦之情洋溢在纪庆山的脸上:“秋月梨果
个大、耐储存，市场前景较好，丰产后亩均纯收益在2万元
以上。梨园前三年预计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第四年起年
收入约在300万元以上。”

看过梨园，李红玉和纪庆山带记者踏上杨础河堤。“我
们的邻村也发展了片梨园的，我们连片构成了杨础镇千亩
秋月梨种植带。”指着南面的史家疃，李红玉欣喜地介绍说。

据介绍，杨础河千亩秋月梨种植带是杨础镇围绕果业
优化升级重点发展的产业项目。该项目位于杨础河南林
家村至史家疃村河段东岸，规划种植秋月梨1150亩，涉及
南林家、史家疃、埠头等4个村。目前，新建成400亩棚架
式高标准梨园，一期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待到梨花烂漫时，还请你赏梨花呀!”对李红玉盛情
的邀约，记者欣然应允。期待不久，再次踏入梨园，倾听更
精彩的“春天的故事”。

YMG 全媒体记者 李晓飞 赵巍巍 通讯员 栾钦程
吕强 摄影报道

栖霞南林家村:

梨园里唱响“春天的故事”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年味渐浓。1月9日上午8点，
当记者来到芝罘区幸福社区时，一场“迎新春 大扫除 家
园焕新过大年”活动正在进行。

“社区是居民共同的家，结合春节‘扫尘’传统习俗，我
们在辖区开展大扫除活动，让辖区居民在欢度春节的喜庆
氛围中，拥有整洁卫生的环境。”幸福社区党委书记马越
说。“走，大扫除去！”经过简单的安排，大家拿着工具投身
到劳动中，忙碌的身影构成了一道亮丽的“红色”风景线。

上午11点半，忙碌完大扫除的工作人员们回到办公
室，匆匆吃过午饭，打开电脑，点击一个个闪烁着信息的工
作群，再次忙碌起来……

“我现在去张大姨家，给她接种疫苗！”辖区64岁的张
女士患有心衰，第一针疫苗打满够6个月，尚未接种第二
针。眼下，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张女士非常紧张，愈
发不敢出门。想通过打疫苗保护自己，又担心外出有风

险，这让张女士很烦恼。她看到社区网格群里可以上门接
种疫苗的通知，急忙联系了社区网格员林慧川，短短半天
时间，林慧川上报幸福街道办事处，由办事处统筹安排海
港医院护士进行上门接种。

很快，网格员林慧川与海港医院的护士一起来到张女
士家，首先评估老人身体状况，确认老人身体状态良好，无
相关疫苗接种禁忌情况后，为老人接种疫苗。

连日来，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调整，疫苗接种又回到
了“主场”，对老人等弱势群体来说，需要尽快接种疫苗，获
得免疫力和保护力。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最前线，我们需要与疫情赛跑！”
马越说道。

临近年底，社区工作者们比平日更加忙碌，除了疫情
防控，还有许多居民需要咨询办理社保、帮困申请等民生
事宜，以及上级交代下来的诸多工作任务。在幸福社区，
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身兼数职，为居民排忧解难。

“大姨，孩子不在身边，您家里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
呀！”“爷爷，这是政府给重点人群准备的抗原测试纸，请收
好！”……一句句简单的话语,是社区工作者们朴实无华的
初心和使命;一声声关切的询问,向群众传递着党和政府
温暖的关怀。大家对辖区居民细致入微地提供线上线下
服务，哪怕自己嗓子沙哑、身体酸痛也坚持通过微信和电
话的形式，慰问独居、空巢老人等重点特殊人群，了解他们
的健康状况，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答疑解惑的同时做
好居家隔离的科普和疫苗接种的动员宣传工作，保证特殊
时期社区服务不断档、不掉线。

“我们多付出一些，居民就能过个安心、舒心年，我们
在岗，大家请放心！”春节，对居民来说是归家的期盼，是亲
朋的团聚，但对于广大的社区工作者来说更意味着坚守，
他们用心付出，真情守护，只为居民们过一个“幸福年”。

YMG全媒体记者 宋晓娜 通讯员 景莉元 摄影报道

芝罘区幸福社区:

“春节我在岗，请大家放心！”
春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回家，是所有中国人最大

的渴望。在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有那么一群人，节日
期间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创造和守护大家的安
宁、温暖。日前，记者来到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记录
了公司职工在一线的忙碌状态。

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是我国首座智能化生态电
厂，也是山东东部地区重要的电源支撑。每年春节前后
是用电高峰，公司职工都会坚守岗位保供电。“我们集控
运行人员负责华电莱州公司四台百万机组的安全、稳定
运行工作，保证环保参数符合国家排放标准。”华电莱州
发电有限公司运行分场主任赵小强介绍，华电的运行集
控中心是整个电厂的“心脏”，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参数
调整，保障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说起来简单，其实从见到运行分场主任赵小强后，他
就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忙个不停，监控各项指标、电话协
调、安排巡检，忙而不乱、有条不紊。

运行人员工作时间是24小时三班倒。根据电网及
供热需求，实时调整机组参数。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
是山东省和山东电网的重要电源支撑，四台百万机组年
发电量可达240亿千瓦时。为了保障山东电网的正常运
行，春节期间，运行分场的职工们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
会，积极投入到工作中。用一个个不眠之夜，一次次的排
除险情，诠释了“辛苦我一人，幸福千万家”的豪言壮语，
也点亮了新时代的幸福之灯和希望之灯。

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性，运行人员没有节假日。在
平常的节假日，特别是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保电保
供任务更加艰巨，运行人员必须坚守岗位、时刻打起十二
分精神，保证市民过上一个明亮、温暖祥和的春节。

“虽然说与家人团聚很重要，但点亮一个小家的灯
光，远不如万家灯火的温馨和睦。”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
司运行分场巡检员田佳哲告诉记者，他现在正在检查汽
动给水泵，这台汽动给水泵是给市区供热的设备。目前

它的振动包括它的转速都在正常范围之内，系统运行正
常。从目前来看，整个供热设备现在运行是稳定的。

穿行在机声隆隆的机组厂房里，要想跟上田佳哲的
步伐，我们明显感觉到了一丝吃力。田佳哲告诉我们，像
这样的巡检，一天至少需要三到四趟，一个班下来至少要
走两万多步。田佳哲说，“春节期间，我们除了正常的值
班以外，还要保持24小时待命，随叫随到，保证设备安全
运行，给供热和供电提供安全保障。”

每年春节，都有近300名干部职工值守岗位，负责燃
料保供、运行发电、供热以及设备维护等工作，保障供电供
热安全。对于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的职工来说，每一年
的春节都一样，一样的忙碌与紧张；每一年的春节又都不
一样，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精彩与奉献，千门万户映出
的笑颜，是他们最大的守候。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坚守岗
位，用自己的辛勤付出换来千家万户的光明和温暖。

YMG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 通讯员 刘向东 高宇光
刘艳 摄影报道

华电莱州：

三百职工坚守一线

洗澡，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对于许多失能、半失
能老人来说却是一种奢望。去年10月，市民政部门启动

“爱心助浴”活动，依托有资质的养老服务机构或企业为
老年群体提供上门助浴服务，让老人洗澡不再困难。近
日，记者跟随12349烟台养老服务平台“助浴师”李巧云
进到老人家中，体验送“浴”上门，感受老人们焕然一新的
喜悦。

李巧云此次服务的对象是年过六旬的宋阿姨，由于
脑血栓后遗症，宋阿姨已经卧床十余载。出发前，李巧云
仔细检查了上门助浴用品，包括血压仪、体温计等检查设
备，还有专业洗浴盆、洗漱用品等助浴设备，连毛巾都一
条一条装好，装了两大行李箱，还特意带了两套防护服。

“10月份爱心助浴活动启动后我们已经为宋阿姨上门服
务过一次，临近春节想着再为老人洗洗澡、理理发，让老

人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地过年。”李巧云说，冬天天冷一般
老人会选择擦浴，要是选择泡浴还得带着充气的助浴床，
出发前光准备设备就得半个小时。

到了宋阿姨家，李巧云和助手先在门口换上防护
服，“全副武装”起来。“大姨还能认出我吗？我又来给您
洗澡啦。”来到宋阿姨身边，李巧云先给老人测了体温、
量了血压。一切正常后，为老人换上专业助浴盆。“大姨
这是刚理得发啊，真精神。”洗浴中，李巧云一直和宋阿
姨聊天，而老人也像亲人一样回应着。“真是辛苦你们
了，其实不用给我忙活，你们这么跟我说说话我就高
兴。”虽然身体不能动弹，但宋阿姨能真切地感受到助浴
师们在为她擦拭着身体，房间里沐浴液的香味让人神清
气爽。

说起这上门的助浴服务，宋阿姨的老伴儿徐大叔最
有感触。“平日里都是我自己忙活，闺女经常回来帮衬着，
但也感觉力不从心，现在有了专业的团队，真是为我们这
种有卧床病人的家庭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徐大叔说，其
实宋阿姨平常身上不脏，但就是喜欢跟外人聊聊天、说说
话。“嫌总跟我说话腻了，每次上门给她洗澡都很有精神
头儿。”徐大叔开玩笑地说。

忙活了一个多小时，李巧云已经一身汗，但看着宋阿
姨干干净净、舒舒服服躺在床上，她觉得再辛苦也值了。

“从当上助浴师，我见过有的老人三年没洗澡，不是不想
洗，确实是没有条件。”李巧云说，失能、半失能老人对洗
澡的需求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洁净”，甚至
是一种尊严。“有的老人洗完澡后明显精神状态好了，有
一种幸福感。”李巧云说。

“爱心助浴”服务作为我市重要的民生工作，在帮老
人“澡”回幸福的同时，也在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老、爱老、
助老的浓厚氛围，谱写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新篇章。

YMG全媒体记者 赖皓阳 摄影报道

12349烟台养老服务平台“助浴师”李巧云:

帮老人“澡”回幸福
查找发动机型号和编号、查验机动车品牌型号、业务

大厅顺利选上靓号……元旦刚过、新春将至，烟台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车管所芝罘分所内一派热闹景象。人来人往
进出机动车查验区和业务受理大厅，工作人员忙得不亦
乐乎。市民们手拿车辆手续秩序井然地排队等候给爱车
挂上“靓号”。

“这个520的车牌号，就选这个啦！”市民李先生在柜
台前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车牌号信息，一眼就看中了尾号

“520”的车牌，“这代表我对老婆的一份爱……”李先生高
兴地说道。

元旦节后，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迎来了近
几年少有的业务高峰，市车管所和位于机场路的芝罘分
所人流如织，业务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在芝罘分所大院
内，等待挂牌办理业务的新车排起了长龙。市交警支队
车管所芝罘分所副所长田元飞介绍，相比于前三年，今
年的新车挂牌业务异常火爆，一方面受国家购置税减半
的政策影响，市民的消费欲望增强。另一方面，随着疫
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广大市民新年换新车，挂牌的市民
众多。

地处机场路紧靠各品牌4S店，芝罘分所的业务办理
量格外多。

田元飞提醒广大市民，市民前来办理业务，需提前到
烟台交警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点击微警务——掌上车
管所——网上预约——开始预约——机动车注册登记，
进行网上预约将更加便捷高效。

目前，芝罘分所共开通了8个窗口，满负荷运转快速
办理业务。刚刚“阳康”到岗的业务办理人员解爱娜熟练
地敲击着键盘，快速录入信息，为挂牌市民选择心仪的号
牌。“说实话，不敢多喝水，去一趟厕所就耽误办理不少业
务，大家都克服一下，让市民快点挂上车牌。”解爱娜一边
办理业务一边告诉记者。

为了讨个新年的好彩头，给新车挂牌的市民不少。1月

6日，芝罘分所一天办理了358笔业务，最高峰期，一天能办
理400笔业务，平均每名工作人员一小时办理6笔业务，每
十分钟办理一笔。为了科学应对高峰，市车管所各岗位实
行上班节点提前、休息时间滞后的应急机制，坚持“让群众
少等一分钟”“快办一分钟”的工作原则，加班加点开展各项
业务，确保业务当天预约当天办结。

据统计，今年元旦节后，芝罘分所办理业务量共计
2198笔，较去年同期增长35%，其中新能源车占比26%。

据统计，元旦节后首周，市所本部和芝罘分所窗口共
计办理各类业务4384笔，网办业务1789笔，接听咨询电
话1037个，审核各类业务1295笔，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办
理各类业务共计789笔。市车管所温馨提示，希望广大
市民避免扎堆挂牌，尽量错峰、错时办理注册登记。

YMG全媒体记者 史崇胤 通讯员 刘群 摄影报道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

从容应对业务高峰

戴着呼吸机躺在病床上的患者、闪烁的监护仪和医
护人员忙碌的身影都在眼前，呼吸机的嘶嘶声、监护仪器
的滴答声和偶尔出现的几声警报声都在耳畔——这里是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滨医烟台附院”)重
症医学科（ICU），一个与死神“搏斗”的地方。

近日，记者来到滨医烟台附院重症医学科，曾参加山
东省第三批援鄂医疗队的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孙长安忙
了一天，正准备下班。“患者以老人居多，好几个患者的血
氧指数很低，都处在危险边缘，随时等待抢救。”孙长安说。

眼下，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是医院救治重点，也是面
临的最大难题。尤其是一些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叠加新
冠感染导致病情加重，为了抢救更多重症患者，医院综合
协调ICU、急诊ICU、呼吸与危重症ICU等资源，全力保
障危重症患者的救治。

器官功能支持治疗、气管插管、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呼吸机治疗、呼吸力学监测、血液净化、俯卧位通气、床旁
超声检查、深静脉穿刺置管、吸痰、输液、输血……面对高
强度的工作，他们没有一秒钟懈怠，在护佑患者生命这件
事上，他们从未按下“暂停键”。

12月中下旬，医院在迎来患者骤增的同时，也面临着
医护因发热减员的压力。“大约从12月下旬开始，科里医
护陆续‘阳’了，出现‘减员’。为了保障患者的救治，医院
调配有重症救治经验的医护人员过来支援。”孙长安说。

医院也做了相关资源统筹，医务处、护理部统一调配
全院医护人员，迅速抽调数百名骨干力量，组建多支应急
梯队，有效支援发热门诊、急诊科、各重症监护室以及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由医务处牵头，多部门联动，医院升
级“3+X”大急诊收治模式。“3”即根据患者病情，将收治
科室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ICU、RICU、EICU、
CICU、NICU，收治危重型患者；第二梯队——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儿科、感染性疾病科、老年医学科、急诊科，

收治重症患者；第三梯队——全院内科、外科在保证急
症、肿瘤等患者正常救治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筹备
480张各科室床位，收治普通型伴重型高危因素患者。
各个梯队的支援床位由医务处统一调配，以“一对多”对
接临床科室，“一对一”对接收患者，并对床位使用进行监
管。严格控制患者在急诊室等待时间，确保急诊留观室、
抢救室不能压床，所有危急重症患者、脆弱人群在24小
时内收治到相应的科室、病房，把急诊资源留给下一拨需
要的人。“X”则是从空间上扩展收治能力，即实行“全院
一张床”，打破科室壁垒，全院所有资源，实行动态均衡管
理，调动一切能用上的空间、人力、设备来救治患者，把所
有的床位资源、设备、药品、人员集中起来，国资处、药学
部加紧急救设备、物资、药品的采购供应，哪里有需要，就
集中火力支援哪里，使物尽其用、病有所医，打造特殊时
期“全院大联动”。
YMG全媒体记者 慕溯 通讯员 黄瑾 丛昕 摄影报道

疫情下的滨医烟台附院ICU：

抢救，为生命承重

市民在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芝罘分所内办业务。 “助浴师”李巧云在帮老人洗浴。

工作人员上门为居民接种疫苗。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职工坚守岗位。

滨医烟台附院ICU病房。
李红玉（右）和纪庆山在查看梨苗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