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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作业：在确认作业环境、作

业程序、安全防护设备和个体防护

用品等符合要求后，作业现场负责

人方能许可作业人员进入有限空间

作业。

注意事项：1、作业人员使用踏步、

安全梯进入有限空间的，作业前应检

查其牢固性和安全性，确保进出安全。

2、作业人员严格执行作业方案，正确

使用安全防护设备和个体防护用品，

作业中与监护人员保持信息沟通。3、

传递物料时应稳妥、可靠，防止滑脱;

起吊物料所用绳索、吊桶等必须牢固、

可靠，避免吊物时突然损坏、物料掉

落。4、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人员长

时间在有限空间工作。

实时监测：作业过程中，应采取

适当的方式对有限空间作业面进行

实时监测。一种是监护人员在有限

空间外使用泵吸式气体检测报警仪

对作业面进行监护检测;另一种是作

业人员自行佩戴便携式气体检测报

警仪对作业面进行个体检测。作业

过程中还应持续进行通风。当有限

空间内进行涂装作业、防水作业、防

腐作业以及焊接等动火作业时，应

持续进行机械通风。

紧急撤离：作业期间作业人员

出现身体不适;安全防护设备或用品

失效;气体检测报警仪报警;监护人员

或作业现场负责人下达撤离命令或

其他可能危及安全的情况时，应立

即中断作业，紧急撤离。

(来源：中国应急信息网)

巫山扶贫的烟台印记
山海同盟心相连，烟台助力巫山脱贫“摘帽”共圆小康梦

来时的“路”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2020年12月24日，重庆市万

州北火车站，一个身形单薄的中
年男人在出站口迎上前来。看到

“老家”一行人，他尽管嗓音沙
哑，但脸上的喜悦却掩饰不住。

他，就是申俊立，烟台市扶贫办
副主任，挂职任重庆市巫山县政府
办公室副主任、县扶贫办副主任。

虽然说欢迎，可是万州并不
是申俊立他们的落脚点，接下来
还要经过两个小时车程，一行人
才能到达目的地——— 巫山县。

从万州到巫山，途经沪蓉高
速。车行川渝，雾气缭绕，山高路
险。两个小时里，穿行隧道30多个，
最长的7.9公里，让人有些恍惚。

路上聊的，自然还是来时的
“路”。其实，从烟台至巫山，原本不
必如此折腾。如果天公作美，一行
人可从烟台蓬莱国际机场直飞巫
山机场，仅需2小时。不过，前一天，
巫山大雾，航班取消，飞机只能绕
道重庆，这才有了后来的囧途。

这种颠簸，在申俊立看来已是
家常便饭。他说，“如果你们能从烟
台直飞巫山，简直就像中彩票。”

巫山机场，海拔1700多米，屹立

在大山之巅，削了7个山头、填了6个
山谷才建成。这里气象条件复杂，
云雾天气常见，航班准点率极低。

说起路，申俊立打开了话匣子，
“我们回趟家，来回在路上得走四
天，先乘车从巫山到万州，再从万州
乘高铁到重庆，再从重庆飞烟台。”

东西协作扶贫，扶贫干部踏上
来时路也十分不易。尽管跨越了万
水千山，但他们还是来了。近年来，
烟台市先后选派12名党政干部赴
巫山挂职，统筹协调、推动双方东
西部扶贫协作做细、做实。

“刚来的时候，饮食上吃不惯，
我拉了一个月肚子，当地方言也听
不懂，开会的时候听当地干部讲
话，似懂非懂，只能连猜带蒙。”

一路上，众人还是感叹行路
难。申俊立回忆一次进山调研时
的经历，“小命差点就没了，当时
遇到山上落石，挡住了路，如果
车子再快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西进的“果”

说起巫山，很多人会想起烤鱼，
热辣、奔放，名声在外。

不过，巫山还是闻名的“水果之
乡”，脐橙、脆李，都是当地有名的水
果。如今，县城里的大街小巷，不时
会见到“巫山恋橙”的城市宣传语，

挑担售卖橙子的小贩也常见。
从巫山县城出发，车行两小时，

进入深山，九曲十八弯，颠得人都快
散架了，当地司机早已习惯在陡峭
的悬崖上辗转腾挪，而车上乘客却
不敢向下多望一眼。终点到了，金坪
乡袁都村，主角却不是脐橙和脆李。

一片秋月梨已在大山深处的
果园里“冬眠”了，虽是深冬，它们
却被照顾得十分周到。秋月梨树上
方，钢丝绳拉起田字形的网架。

“这些网架都是烟台来的技
术人员帮我们立起来的。”袁都
村村民周相元说，“当年，我们也
是头一回见这样种水果。”

这些秋月梨可是周相元的
心肝宝贝。2018年冬天，袁都村
的不少村民都种上了秋月梨，不
种脐橙，也不种脆李，为何？

原来，秋月梨是烟台给巫山当
地引进的优质水果。东果西进，远
嫁他乡，“红娘”就是申俊立。

申俊立曾就职于烟台市农业农
村局，与农业产业打了多年交道。来
到巫山后，经多方考查，烟台与巫山
气候条件等十分相似，烟台水果是
不是可以在这里生长？经过广泛调
研后，申俊立决定把烟台的标志性
水果引到这里栽培种植。“今年已经
结果了，这个梨没渣，脆甜。当地村
民尝到甜头，推广也就有了前景。”

金坪乡乡长赵岗说，2019年，当
地引进烟台的优良果蔬品种，同时
把山东农业管理的先进经验引进
来，老百姓对秋月梨等品种非常满
意，目前全乡已经种植1300多亩。

“地瓜、土豆、玉米，这是巫山
当地百姓种植较多的农作物，在
当地也叫‘三大坨’，引进优质水
果后，将改变传统的种植模式。”

不只有秋月梨，“远嫁”水果还
有大樱桃、海阳甜柿等。来自烟台、
北方果蔬大樱桃研发中心主任宋海
波也是巫山常客。采访之际，恰遇宋
海波前来巫山传授技术。2020年，他
两度来到巫山，给当地村民传授栽
培、剪枝技术，“一定要教会他们”。

东果西进，前景如何？宋海波十
分看好。目前，巫山已成功引进9个
果树品种，种植秋月梨1900亩、海阳
甜柿900亩、烟台大樱桃300亩。

大山的“校”

在巫山县，想找一处平坦的地
方不太容易，所以，也显得很珍贵。

从金坪乡辗转至骡坪镇。骡坪
小学就位于镇上最核心地段。校长
罗先太说，“骡坪镇人口2.9万人，学
校有1386名学生，是巫山县规模第
五大的学校。”走进校园，让人耳目
一新，教学楼、体育场一应俱全。当
地人说，这里非常重视教育，往往
会把最好的位置留出来建学校。

两位来自烟台的教师丁怡和赵
元芹，正在骡坪小学支教，“离开家
的日子，除了牵挂家人，还想念家乡
的海鲜、螃蟹、虾，都快馋死了。”

丁怡来自龙口市润新小学，
她说，“骡坪小学不像我支教路
上想象的样子，更不像是一所山
村小学。孩子们都很纯朴、善良。
这里的留守儿童很多，一般都是
祖父母在家照顾孩子，学习上是
帮不上忙的。”针对这些问题，丁
怡和赵元芹的支教工作也有了
方向和思路———“诊断式”帮扶。

通过支教教师传播新理念、新
模式，促进巫山当地教师教育观念、
教育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变。通过

分享交流烟台各学段各学校优秀的
教育教学管理经验，建立和完善巫
山本地学校的管理制度。

三年了，具有烟台特色、符合巫
山实际的支教活动在这里有声有色
地开展，“师徒结对”帮扶，听评课、
示范课，家长学校建设，修订“美丽
家长修炼手册”，组建家长交流微信
群……一心一意引领，潜移默化中
优化巫山当地的教育环境。

自2018年8月起，烟台共选派五
批71人次远赴巫山支教，搭建起一
座烟巫教育共同发展的“桥梁”。

罗先太说，“教育成为当地
老百姓满意度最高的行业，有学
上、有好学可上，已成为当地人
脱贫致富的‘暖心汤’。”

不舍的“情”

巫山与烟台，交集很多。
在山东烟台·巫山产业园双

创中心，一款产品的外包装盒就
将两地的特色产业进行了完美
包装，一边是巫山恋橙，一边是
烟台苹果，联手打造出“北果南
橙，海誓山盟”的包装语。

山盟海誓，分不开了。烟台
人，在这里倾注了太多情。

董明坤，烟台招远人，重庆
巫峡粉丝厂总经理。

他来到巫山投资建厂，仅用一
年即实现投产运营。在今年严重疫
情影响下，吸收当地贫困劳力340余
人稳定就业，在推动巫山农业提质
升级、助力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方
面成效显著。董明坤说，“开给工人
的最低工资都没低于3000元的。”

冯钢铭，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
究院继续教育处处长，穿越2000多
公里，横跨大半个中国，多次奔赴
巫山。作为烟台·巫山“组团式”支
教团领队，这位皮肤黝黑的山东汉
子说，“我感到时间很紧迫，不能浪
费在巫山的每一天。”2018年下半
年，冯钢铭引进了中国农业大学烟
台研究院和重庆大学的博士专家，
首次在巫山县成立了博士工作站。
在两地政府支持与帮助下，博士站
进行了巫山脆李系列产品研发。同
时，冯钢铭引进了鲁东大学农学院
和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食用
菌博士联合团队，先后四次对巫山
的野生食用菌资源及食用菌产业
开展调查和调研。

2021年1月2日，重庆江北国际机
场来了一位“轮椅乘客”，这名乘客
正是冯钢铭，这是他再次深入巫山
调研后准备回烟台。冯钢铭的微信
朋友圈配图显示，他坐在轮椅上，因
为“长时间寒湿、劳损，腰罢工了”。

“别提孩子，一提孩子，我就想
流泪。”申俊立的眼眶泛红，但他强
忍住了眼泪。三年前，申俊立离开烟
台时，最放心不下的也是家。“二宝
那时刚1岁，啥也不懂。上个月我回
了趟烟台，走之前老二拽着我的胳
膊不放，一直说，爸爸，别走了。”但
即便万般不舍，申俊立还是要走。撇
下妻儿，又是不知几个月才能回家。

中共巫山县委副书记、巫山县
人民政府县长曹邦兴说，“近三年
来，烟台无偿援助资金达1.65亿元，
消费扶贫助力群众增收，劳务协作
帮助解决就业问题，派遣干部、教
师、医生等开展智力帮扶，引导企业
到巫山发展，助推产业发展和群众
增收，我代表巫山县委、县政府和巫
山县人民表达真诚的感谢。”

这情，难了！这情，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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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巫山县的800多个
日夜，申俊立百感交集。三年
来，他把思乡的深情埋在心
底，把希望的“种子”撒进深
山。如今，距离回家的日子近
了，这位扶贫干部的记忆闸
门打开，一个个难忘的瞬间，
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涌
上心头。

东西扶贫协作，山东与
重庆结对，在重庆市巫山县
的大山里，许许多多的烟台
人来了，他们用一股子韧劲，
靠着一股子闯劲，在深山里
留下了烟台印记。

再见，2020。你好，2021。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申俊立
的扶贫工作也画上一个句
号，而烟台与巫山的扶贫故
事，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琪

▲申俊立 (左 )与巫山当地

干部在秋月梨梨园里探讨技

术问题。

2021年，奋进的中国迈上新征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岁月峥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使命。

本报今起推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脱贫攻坚答卷”系列报道，展示齐鲁大地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脱贫攻攻坚的生动实践，解读贫困乡镇
从产业兴到精神富的巨大嬗变，真实书写“脱真贫、真脱贫、不返贫”的山东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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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脱贫攻坚答卷

▲重庆巫峡粉丝厂项目仅用一

年时间即实现正式投产运营，吸纳就

业34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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