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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李阁

千年齐文化，一杯百粮
春。山东百粮春酒业，源自齐
都临淄三千年无断代酿酒传
承传统技艺，传统酿酒工艺
与现代高科技生物技术相结
合，大胆采用二次窖泥发酵
技术、双轮与多微复式发酵
工艺相结合，原酒经长期陈
熟而成，精心勾调，形成了百
粮春独特的酿酒工艺，塑造

了百粮春“窖香浓郁、绵甜爽
净、回味悠长”的鲁酒典范，
以其卓越品质与优质服务成
为新时代消费者认可的“放
心酒”。

如今，沉睡了20年的百粮
春“纪年老酒”即将揭开神秘
的面纱，11月30日，百粮春酒
业以传统中华酒文化承袭者
的身份，凭着对齐鲁酒道的敬
畏与对酿酒的坚守，举办第一
届老酒文化节，既是对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励精图治、艰苦奋
斗和伟大复兴的致敬，同时表
达了百粮春酒业对传统的敬
重、对工匠精神的坚守，对白
酒行业的挚爱。

11月30日，让我们相约
“齐国故都”，感受聊斋故里
的幻异曲折，品味中国酿酒
文化起源地的亘古酒香，体
验寒冬中传承古老酿造技艺
的百粮春人“纪年老酒”的陈
年佳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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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尹金民

11月25-26日，渤海湾港
口集团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党
支部书记及党建工作人员业
务集中培训。公司总部及各权
属企业支部书记及党务工作
者共计30余人参加学习。

当前，渤海湾港口集团正
处于通过采取“一市一企”模
式、推进“一体化”运营过渡期
和生产经营提质增效关键期，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党
建汇聚心齐劲足、爬坡迈坎强
大合力至关重要。为此，培训

活动结合公司实际，聚焦党建
工作短板，专门邀请山东省委
党校党建专家进行培训，培训
人员就工作中存在的疑难问
题与专家进行深入互动交流，
切实起到了抓纲带目、解疑释
惑作用。

同时，为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与
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
四次全体会议公报》，自觉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
上来。此外，大家还集中观看
了反映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
基层党组织典型事迹的专题
节目《榜样3》,通过学习先进

典型铭记初心使命、带头苦
干实干、创造不凡业绩的感
人事迹，开展了一次深刻的
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了与会
人员的党性修养。

此次培训活动，形式灵
活、内容多样、针对性强，具有
很强的实用性、操作性，既能
学到党建理论、掌握实际工作
方法又能提升政治思想境界，
对进一步提高基层党组织党
务人员党建业务技能、指导做
好基层党建工作、促进过硬党
支部建设及巩固提炼提升和
弘扬推广新时代振超精神大
讨论活动成效，具有积极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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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透过半掩的门洒进凌
乱的房间，正奋笔疾书的姜竹
昌抬头带着歉意地笑笑，“马上
就要通车运营了，还有几个问
题我得记录一下。”那双熬红的
眼睛仍然炯炯有神。

山东高速建设管理集团高
广项目公司总经理姜竹昌，是
个特别严谨和认真的人，越到
关键时刻越能沉着冷静。作为
山东高速建设管理集团高广项
目公司的当家人，他深知自己
肩上的重担；而高广项目公司
党支部书记徐国庆则更具有诗
人气质，粗犷的外表下藏着一
颗智者之心。

11月20日，徐国庆在微信
朋友圈写下：通车在即，枕戈待
旦。蔚蓝的天空下，高广高速愈
发显得豪迈，博兴收费站、广饶
服务区等实景在他的镜头下清
秀俊美。

而在此前，他的《短歌行
北望滨城》已经收割了一批粉
丝，陡彼南堤，瞻我河川。尔来

悠远，尔去茫然。后土荡荡，吾
民唯坚。在艰苦的工作之余还
不忘学习，这既有学习型党支
部书记的勤奋，更有文青的心
境，无论多么困难的环境和多
么巨大的压力，他全部收纳，

“美，可以是一种发现。虽匆匆
一撇，却萦绕心寰，清晰如昨。”
一名高速建设人的乐观主义精
神跃然纸上。

这是一群有着家国情怀的
人。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高广项
目经理部经理——— 39岁的吴士
乾，是名典型的山东汉子。“我
们高广高速的困难期是在春节
前后，天气冷不太适合施工，但
是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我们
对混凝土采取了保温措施，虽
然增加了费用，但是效果特别
好。”吴士乾一谈起工作总有说
不完的话，而一谈起父母，谈起
孩子，谈起妻子，他一下变得沉
默了。

“风沙大，眼睛有点不舒
服。”吴士乾快速转过头，望着
远方，“今天的天气真好！”

但是，他却久久不敢回头。

这是一群青春在路上的
人。

山东高速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高广高速总监办副总监
尹春元，2016年12月22日进入
高广高速项目，在接下来近三
年的时间内，他和他的六十余
名同事一起经历寒冬酷暑、酸
甜苦辣、喜怒哀乐，从旁站到
现场，从进料到验收，从实验
到测量，他们用智慧与汗水浇
灌着高广高速的高质量之花
盛开。

这是一群注重工程细节和
品质的人。

在短时间内，高广高速项
目公司通过集体智慧的迸发和
拼搏，把原本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提前高质量完成，看似偶然，
但实属必然。

高速建设人超越了时间，
超越了空间，超越了自己。他们
深刻诠释高速建设精神，丰富
和发展了高速建设的实践和理
论。我采访过很多条高速，现在
山东高速建设管理集团修建的
道路，从主线到隧道，从桥梁到
服务区，从收费站到匝道，都向

着高品质精品公路前进，每一
位参建者在修建过程中都经历
了煎熬，但是每个工程结束之
后，一支团结、向上、有作为、敢
担当的党员干部队伍被锻炼和
提升。

这是一群吃苦耐劳的山东
高速建设人。

在高广高速的建设者们中
广泛流传一个说法，“高广高速
这条路你参与修建了，再修其
他路，都会心里有底了，因为这
里是解决困难综合体，高广高
速给予了我们战胜所有困难的
样板。”

路的修建，时间节点的把
控，人的整体提升，这是一个优
秀的群体，每个人身上都有闪
光点。人性的光辉在那些个黑
夜中不断闪现，汇流成路，我们
无法知道那些不眠黑夜的背后
是一个个怎样的人生境遇。

我突然想起李宗盛的歌曲
《山丘》，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
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
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
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
生涓滴意念……不知疲倦地翻

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
已白了头……

夜深人静的时候打个电
话，那只忽明忽暗的香烟背后，
也许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也
许在电话的另一头老婆在沉
默，也许在电话的另一头儿女
在找爸爸告状，也许在电话的
另一头年迈的父母在诉说衷
肠……

一转脸又是一个明天，太
阳照常升起，关于那个夜晚对
家人对父母对妻儿对亲友的所
有牵挂，都成为修好路的强大
动力，于是乎我们看到的依然
是蓬头垢面后面的笑脸，仍然
是奔波在施工第一线的指挥和
呐喊，仍然是随时席地而坐的
现场小会，或者因某项工作没
有及时完工的生气甚至骂娘。

这是一支非常过硬的队
伍，能打硬仗，善打硬仗，打赢
硬仗。

他们都有着清晰的人生规
划：选择了高速建设，就义无反
顾地前行。既没有因现实复杂
而放弃梦想，也没有因理想遥
远而放弃追求。

别人选择城市繁华，他们
选择了穷乡僻壤甚至人烟罕
至，这是高速建设者的工作环
境，普通人看到的只是一条高
速路修好了，对于这条路背后
的酸甜苦辣没有人去关心，外
界对于高速路建设者们缺少深
入的认识和感受，面对充满诱
惑的社会，他们冷静得就像雕
塑，在和平年代，以集体智慧和
集体生活的方式付出，他们就
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他们是高速人，伟大的建
设者，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这是一群心有大爱的人。
历史可鉴，未来可期。

致致敬敬，，新新时时代代最最可可爱爱的的人人
——— 写在高广高速即将通车运营之际

在遭遇了“用土荒”，经历了“油线拆迁空前复杂”，实
施了“冬季大干、春季大干、金秋决战”后，高广项目以奔跑
之姿出现在世人面前之时，也就是创造“高广速度”之日。

长深高速高青至广饶段工程起点以彭家枢纽互通连
接滨博高速，自西向东依次穿越淄博市高青县、滨州市高
新区、博兴县、东营市广饶县，终点顺接既有荣乌高速辛庄
子枢纽互通。路线全长54 . 4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
120km/小时，作为“交通运输部第一批公路钢结构桥梁典
型示范工程”和“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首批重点推进品质工
程示范项目”，11月22日以高分通过交工验收，本月底将迎
来全线通车运营。

渤渤海海湾湾港港口口集集团团举举办办党党务务工工作作者者业业务务培培训训班班

百百粮粮春春首首届届老老酒酒文文化化节节1111月月3300日日在在淄淄博博举举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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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鲁南(日兰)高铁
正式开通。山东铁塔统筹建设
站点479处、室分18处，助力实
现日照到曲阜全线5G覆盖。

此次开通的鲁南高铁长
235千米，经过9个车站、11个隧
道。山东铁塔省市公司协同联
动，加强与三家运营商的规划
对接，建设需求全部共享满足，
节省行业投资3亿元。

在项目开工前，山东铁塔
制定了详细施工计划，针对每
一处站点详细梳理进度情况，
着重强化疑难站点现场勘查，
确认推动方案，明确解决时限，
确保了工程建设有序实施。

针对高铁沿线挂高资源稀
缺的特殊性，工作人员在340处
铁塔上采用了内三角平台设
计，每层平台可挂载12副天线，
大幅提高了铁塔挂高利用率，
为将来增厚5G网络覆盖预留
了充足空间，还节省了造价545
万元。为了确保三家运营商安
装设备时快速找到平台位置，
日照铁塔采取喷绘标记不同颜
色的方式做好区分，提高了设
备安装效率和准确率。

鲁南高铁临沂段共规划了
351处站点，因沿线区域跨度较
大，存量资源较少，340处需要
新建铁塔机房，任务非常艰巨。

临沂市政府高度重视当地首条
高铁线路的通信覆盖，得知这
个情况后，由各级政府协助临
沂铁塔完成了选址，大幅提高
了选址建设效率，节省了站址
租赁费、资源占用费。

临沂铁塔本着“服务行业、
协同发展”的初衷，在50 . 57千
米的路由建设中，主动采取了
市电与传输共享路由建设方
式，通过1次开挖或1次立杆，就
能完成市电及传输“双料”建设
任务，有效加快了建设施工速
度，为三家节省协调费、施工费
超过100万元，节省比例66 . 7%。

5G设备耗电量是4G的3
倍，能耗巨大。山东铁塔干部员
工发扬“钉钉子”精神，坚持能
直供不转供，逐个协调攻坚，完
成了476处站点的直供电接入，
直供比例达99%，有效协助电
信企业降低运营成本，保障了
电力供应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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