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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吃海参，没有比我们胶东
半岛老百姓更了解的，几乎是家家
户户都在吃，吃海参的好处其实就
不用多说了，海参可以增强免疫
力，吃海参就是一种对身体的投
资，无论男女老幼吃了都挺好。

福泽万家海参是一家老字号
海参生产企业，早年间是本地渔
民凭借多年对口碑以及对质量的
严格把控，因此有了越来越多的
回头客。但是近些年我们多次看
到不少天价海参，特别是食用海
参的很多都是中老年人、孕妇及

生病的人，海参绝对不能造假，绝
不能当做牟利的工具。

我们用古法晾晒和加工，去
除内脏的海参需要大火煮 1到 2
个小时，再回水，再晒干，海参从
去除内脏到加工，中间还有除菌
等十几道工序。比如说，传统晾
晒过程中须添加草木灰，起到快
速吸收水分，保持营养不流失的
作用，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我们家的海参。福泽万家海参本
地直供销售，没有中间商，价格非
常公道，在我们这里可以买到真
正泡发大、品质好、价格又实惠的
海参。买过福泽万家海参的朋友

都知道，我们不怕货比货，也不怕
价比价，买过的朋友很多都成了
我们的长期客户。

老百姓对海参的好坏，最直接
最有效果的检验，其实很简单，首
先辨别海参是养殖的、野生的，还
是散养的，海参个头大小，参体是
不是饱满，参刺大小，涨发是不是
够大，还有就是要本地参，这个是
检验海参的唯一标准。现在不管
你以前吃过什么样的海参，福泽万
家海参全部免费帮您鉴别。望您

吃上价低质优的好海参，最后祝港
城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多福。

本次活动，福泽万家海参除
了在价格上给予市民最大力度的
优惠之外，更有专业人士全程指
导发泡，让不会发海参和发得不
是很熟练的顾客也能轻松发海
参，发泡不满意全额退款。福泽
万家海参向烟台市民承诺：福泽万
家海参个个4排刺，个个是本地参，
不掺加糖，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
食用。请广大市民放心。

本次活动推出特级淡干刺参：
水产工厂直销价2800元，买一斤
送一斤，每斤折合1400元，买二斤

送二斤，折上折每斤1230元。
5A级有机淡干刺参：水产工

厂价3780元，买一斤送一斤，每
斤折合1890元，买二斤送二斤，
折上折每斤1490元。

抢购热线：0535-2911313。
福泽万家海参承诺不管顾客会不
会泡发海参，海参好，怎么泡发都
发得大发得好，发泡不满意无条
件退款。福泽万家，健康全家！

古法晾晒、价格公道、产地直供

泡发好不好
是检验海参的唯一标准

福泽万家海参买一斤送一斤，5A级有机、绿色、健康
海参泡发大泡发好才是硬道理，有健康才有家，望大家都能吃上好海参，有个好身体

销售地址 一店：工人文化宫广场东 电话：13806388092
二店：天鸿凯旋城二马路店 电话：18654802897

天一蜂业
郑重承诺：天一蜂业销售的蜂蜜、蜂皇浆、

花粉，有假买一赔十。
产品优惠，原标价每市斤350元的油菜浆，

200元的槐花浆，550元的蜂乳，每市斤80元的精
品槐花，枣花，黄芪蜂蜜，200元1瓶的蜂胶，全部买
三赠一，消费满600元者再另赠一瓶每市斤零售
600元的破壁花粉蜂胎膏。五区内免费送货上门。

破壁花粉蜂胎膏，是一种新型蜂产品，它的
优点很多，作用优于蜂乳，要想长寿，请食用破
壁花粉蜂胎膏。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曲彩云 通讯员 张雪林 摄影报
道）8月 1日建军节，市城管局排
水服务中心辛安河污水处理厂泥
处理车间职工吕明军开始了一天
的忙碌。巡查脱水机、高效沉淀
池、提升泵房的运行情况，同时抄
录运行数据，添加药剂，疏通 1、2
号脱水机和上清液管路，给脱水
机加油保养，清扫设备卫生，冲洗
挡板下污泥，取水样和泥样，这样
的工作，吕明军勤勤恳恳、任劳任
怨已经干了17年。

1975年出生的吕明军曾在烟
台警备区服役 4 年。退伍后，
2003年来到辛安河污水处理厂，
一直在泥车间工作至今，每天与
恶臭的污泥打交道。“刚工作时，
每天回到家儿子都会捂着鼻子嚷
嚷‘爸爸好臭’。这么多年下来，
儿子都习惯了。”吕明军笑着说。
车间主任陈英军介绍，吕明军一
贯任劳任怨，不怕脏不怕累，荣誉
他不争，脏活累活抢着上，充分展
现了一个曾经的军人无私奉献的
优良品质。

辛安河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
车间一共7人，其中5人是退伍军
人，厂里职工戏称为“退伍之家”，
他们干的是污水厂最累最脏的工
种之一，车间职工常年与恶臭的
污泥和具有腐蚀性的药剂打交
道，一天 24 小时都需要有人值

守，车间主任陈英军当兵 12年，
退伍后一直在泥车间带领车间职
工奋战在污泥脱水的第一线，泥
车间多次被排水服务中心评为

“先进班组”。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了，尽管

已经不在部队了，每年这一天我
都会感觉激动，还是会想起当兵
的日子，是部队这个大熔炉锤炼
了我，在那里养成的‘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
好作风，让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也带动身边的同事立足岗
位，爱岗敬业，保持和发扬军人的
好品质。”陈英军说。

“这些军人老大哥对我的影
响特别大。”车间的 90后职工江
梓铭说，这些退伍军人身上那种
不怕苦不怕累无私奉献的品质深
深感染了他，作为娇生惯养的独
生子，江梓铭逐渐蜕去了娇气，养
成了勤恳踏实的工作作风，同时
聪明好学、勤思善问、认真钻研技
术，现已是泥车间能够独当一面
的业务骨干。

在车间，从新疆某部队退伍
的 80后职工慕程志正在搬运药
剂，汗水打湿了他的后背。退伍
后的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很快
掌握了脱水机的操作和高效池的
工艺调节，并提出很多合理建议，
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
率，如建议改造加大药剂料斗容

积，大大减少了工人投加药的频
次；建议污泥螺旋输送机加装报
警装置，减少了污泥外溢的情
况。他身上体现了充满活力和创
新能力的新时代军人风采。

辛安河污水处理厂像这样的
退伍军人有 15 名，其中党员 14
名，这些为国家贡献青春和热情
的复转军人，脱下的是军装，不忘
的是初心。他们全部奋战在污水
处理的第一线，是辛安河污水处
理厂基层的中坚和骨干力量。他
们始终保持军人“政治合格、作风
优良、纪律严明、能打胜仗”的精
神理念，在各自的岗位上肩负责
任，爱岗敬业，履职尽责，用责任
和使命筑起了一道牢固的防线，
守卫着烟台的碧海蓝天。

辛安河污水处理厂有15位退伍兵
用责任和使命守卫着烟台的碧海蓝天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刘晓阳 通讯员 周雪峰）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3
周年，莱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结
合做好新一轮双拥模范城创建工
作，数措并举，创新思路，着力打
好“八个一”双拥工作组合拳，推
动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

打造一个双拥主题公园。将
双拥文化和自然景观相融合，设
置双拥宣传园地，弘扬军政军民
团结的优良传统。

建设一个双拥展览馆。通过
展陈装备和物品，集中打造集宣
传、教育、展览为一体的双拥、国
防教育阵地。

成立一支双拥演出队。演出
队由文艺战线退役军人和军嫂兵
妈妈组成，突出政治性、时代性、
群众性、公益性、义务性，通过开

展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富有
成效的文艺演出，营造拥军优属、
拥政爱民的浓厚氛围。建军节当
天对市民进行首次公开汇报演
出。

开展一次走访慰问。建立走
访台账，筹措资金 30万元，市级
领导走访驻烟、驻莱部队和优抚
对象、困难退役军人。各镇街部
门单位普遍开展走访慰问、座谈
会等活动，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集中兑现一次奖金。为全市
56名立功现役军人父母戴红花、
披绶带，高规格进行集中发放奖
励金 13万元，抓好拥军优属政策
落实，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荣光。

举行一批爱心企业签约活
动。先后与爱尔眼科医院、莱州
宾馆、德裕昌药店、电商物流产业

园、三联家电有限公司、潍坊滨海
科创园等 12家企业单位签订就
业创业和拥军优抚协议，引导企
业发挥各自优势，推出现役、退役
军人实实在在惠军措施，调动企
业双拥工作积极性。

建设一处“军人驿站”金融服
务区。与中国工商银行莱州支行
合作，选取总行和下属网点进行
建设，总行设军人服务站，其它网
点设军人驿站，退役军人、现役军
人进入大厅办理业务直接享受贵
宾服务。

组织一次志愿公益活动。建
军节当天，组织部分现役官兵、地
方爱心企业在市区为市民进行义
诊、理发、法律服务等志愿服务活
动，营造军民共建的良好氛围，全
市上下形成尊崇军人、关心军属、
热爱军队、支持国防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丈夫是军队现役干部，自
己是军队文职人员，两个人都是
中共党员……同样的选择和信
仰，让方霞和丈夫有着不用言说
的默契。方霞是海军航空大学航
空基础学院计算机教研室副教
授，她既是一名尝过 10年酸甜苦
辣的军嫂，也曾是一名拥有 16年
军旅生涯的海军文职干部。双军
人家庭的背后，是她 10年来默默
的支持与付出，始终拥军务军、持
家为家，展现了新时代好军嫂的
良好精神风貌。

扶老携幼诠释家庭美德

方霞是家里的大女儿，妹妹
比她小足足十岁，父母是地地道
道的农民，一生操劳带来一身疾
病，在继续耕种的同时，还要照顾
年逾八十的爷爷奶奶。刚结婚那
几年，正好是妹妹读高中、考大学
的关键阶段，方霞为了减轻父母
压力，不仅经常给妹妹辅导功课，
还主动接过了供其上学的重担。
妹妹临近大学毕业时，几度产生
尽快工作、回报家庭的想法，但方
霞总说，学更多知识才能有更大
才干，才能在更大舞台上为国家
和社会做贡献，家里的事“小孩
子”别操心。就这样又是几年过
去了，妹妹在方霞的一路鼓励和

支持下，不仅取得了硕士学历，还
在今年考取了博士。农闲的时
候，母亲会阶段性过来照顾外孙
女，但自身的腰腿病实在不允许
她干体力活，坐久了站不起来，多
拎几斤菜也走不远。2018年底，
母亲做了腰椎手术，膝关节损伤
也加重了，方霞就在学校、医院、
幼儿园之间不停跑，晚上家人都
入睡了，自己再备课到深夜，经常
每天睡不到5个小时。

教书育人彰显红烛品质

作为一名海军院校教员，方
霞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提高教
学质效的方式方法，将能力、情
感、行为、艺术融入教学过程，以
饱满的热情对待每一门课程、每
一名学员、每一堂课。“要给学生
一杯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
扎实的知识功底和渊博的知识储
备是成为一名好老师的基础，只
有具备了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才
能在课堂上做到深入浅出。

任教以来，方霞先后有2项教
学活动分别获国家级和军队级二
等奖，主编和参编教材4部，主持
和参与科研项目8项，1项获军队
科技进步奖，2个软件系统获国家
实用专利，发表论文13篇，个人2
次获嘉奖奖励，被学院表彰为“优
秀共产党员”和“优秀教员”。

打造双拥主题公园

莱州“八个一”措施促双拥发展

省“十佳好军嫂”方霞：
双军人家庭背后10年默默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