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岁小伙为保进度三次推迟婚期，双胞胎兄弟奋战一线比拼技术

青青荣荣城城铁铁上上，，““9900后后””挑挑大大梁梁
本报记者 蒋大伟

从2010年10月青荣城铁
正式施工，到现在即将开通
运营，4年多时间里，很多人
在为之默默付出。进入联调
联试和试运行阶段后，铁路
部门上千名职工更是不分黑
白坚持在一线，其中，不乏年
轻人的身影。有双胞胎兄弟
背井离乡齐上阵，有7个“90
后”年轻人组成小“家”为大
家，更有人三推婚期保施工
安全，他们用默默无闻而又
铿锵有力的实际行动，保证
着青荣城铁的安全启航。

哥俩是“技术控”

见面必秀技术

于涵铭和于涵瑞是一对双
胞胎，也是一对“90后”，俩人从
小到大几乎没分开过，毕业后两
人又同时应聘到济南通信段。现
在一个在威海客专车间荣成工
区，一个在烟台客专车间。“从8

月份到最近，我们俩兄弟是第二
次见面，应该算分开时间较长的
一次。”于涵铭告诉记者。

因不在一个车间，通过电
话、微信、视频来探讨技术问题，
成了兄弟俩每天的必修课。“我
一天最幸福的时候就是跟弟弟
聊天的时候。”哥哥于涵铭说，除
了聊最近的生活状况外，他们更
多地是在“攀比”最近学到的技
术。平时兄弟俩很难见面，前不
久在文登站好不容易有了一次
短暂的相聚，但是这两个“技术
控”不是交流感情，而是埋头进
了机房，找师傅咨询技术问题。

24岁的贾愿愿是济南通
信段即墨北客专车间的见习
生，今年7月他被分配到青荣
城际铁路，参与前期的提前介
入施工及联调联试。

由于工作繁忙，贾愿愿从
来到即墨北之后就只回过两
次家，他本定于7月24日的婚

期也是一拖再拖。从7月24日
改到1 0月2 1日，再到1 1月2 1

日。本以为婚礼可以如期举
行，但最终事与愿违。

随着联调联试施工的推
进，工作量逐步加大，贾愿愿
根本没有时间回家举办婚礼，
就连平常回家休班都显得很

奢侈，所以11月21日的婚礼也
没有按时举行。“我如果再拖
下去，岳父岳母可能就不嫁女
儿了，反正就是感觉挺对不起
媳妇的，不过很谢谢她能理解
我。”贾愿愿腼腆地说。12月12

日，贾愿愿和刘海敏历经一波
三折终于举办了婚礼。

婚期一推再推，还好家人理解

在青荣城铁济南通信段
威海客专车间荣成工区，有一
个为保青荣城铁如期开通而
临时组建的“家”。这个家三
室两厅，住着7个“90后”，家
里有“账房先生”，有“掌勺
大厨”，“家长”也自然不能
少……虽然来自四面八方，

但他们互相迁就，亲如兄弟。
他们24小时轮班工作，

白天在值班室应急值守或者
配合工程部门施工、排除故
障，晚上到机房巡视并且向
指挥部报告情况。

自青荣城铁进入联调联
试试运营以来，他们有的人

一天只能休息4个小时，吃两
顿饭，“工期紧，任务重，丝
毫不敢放松。”既是“家长”
又是工长的雷霄告诉记者。
每次交接班时，下班的人都
会给即将值班的兄弟们一
个拥抱，并叮嘱他们注意安
全。

7人组成临时小家，他们亲如兄弟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王晏坤) 12月18日，莱州海庙
港附近沿岸出现冰情，经国家
海洋局烟台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站测定，当日为莱州湾今冬初
冰日，比去年提前5天。根据该
中心站预测，今年莱州湾冰情
为常年略偏轻，严重冰期为
2015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

12月18日清晨，莱州湾海
庙港附近沿岸结起一层厚度不
足4厘米的薄冰，附近渔船出海
时间相对顺延。与去年相比，今
年该区域的结冰时间早了5天，
因今年扇贝养殖户抢收较早，
所以对扇贝收获影响不大。

根据国家海洋局烟台海洋
环境监测中心站发布的《2014-
2015年度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冰

情趋势预报》显示，预计今冬明
春，山东半岛北部滨州至龙口
沿海冰情为常年略偏轻，但与
去年同期相比要偏重一些。

预计近岸冰清大范围出现
在 1 2月 2 8日左右，盛冰期为
2015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终
冰日在2015年2月28日左右。浮
冰最大外缘线10-20海里，一般
冰厚5-15厘米，最大冰厚20-30

厘米。
预计2014年12月下旬，莱

州湾最大浮冰范围小于2海里，
一般冰厚小于5厘米，最大冰厚
5厘米，海冰类型以初生冰、冰
皮为主。

“我们预测的初冰日在1月
4日左右，因为12月14日起一股
区域性冷空气影响烟台，导致

实际的初冰日提前了近半个
月。”国家海洋局烟台海洋环境
监测中心站首席预报员郑东
说。

据国家海洋局烟台海洋环
境监测中心站预报员高志波介
绍，虽然19日当天监测的莱州
湾 海 庙 港 海 水 温 度 仅 为 -
0 . 4℃，但因为气温逐渐走低，
海冰只会越来越厚。

冰期已至，提醒水产养殖、
海洋运输、海上作业等部门在
上述冰期内提前采取防范措
施。

莱州、龙口等重点港口在
严重冰期内应随时启动防冰抗
冰应急预案，并关注国家海洋
局烟台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发
布的的短期(72小时)预报。

今今年年莱莱州州湾湾冰冰情情较较常常年年偏偏轻轻
初冰日比去年提前5天，严重冰期为2015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李凝)
22日，记者从烟台部分机票销售

平台了解到，目前，元旦期间的机
票折扣幅度较大。不过，随着春节
的临近，机票的优惠幅度将逐渐减
少，有计划春节期间出行的市民，
已经提前预订机票。

临近节假日前后，机票价格一
般都会出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情
况，但记者登录“携程”等购票网站
发现，今年元旦前期，机票价格几
乎没有太大起伏，依旧保持低价的
态势。比如12月27日，烟台至北京
的机票最低为2 . 8折，197元(不含机
建燃油，下同)。此外，包括元旦当
天，烟台至天津、广州、武汉、成都、
哈尔滨等旅游城市也能买到5折之
内的机票。

业内人士称，虽然元旦期间的
机票折扣普遍较低，但1月3日到4

日会迎来一个返程小高峰，机票的
价格会有所上涨。比如到北京的机
票，节前的折扣很低，但是节后的3

日到4日，基本就在全价左右。
据了解，腊月二十二到二十三

小年之后，东北航线和南方部分航
线的机票将水涨船高，尤其到了腊
月二十七和二十八之后，大多数机
票的价格都会接近全价，甚至出现
一票难求的局面。

山东航空公司烟台营业部市
场室主任张妍妍介绍，“今年受春
运火车票预售期延长至60天的影
响，春节机票也产生了连锁反应，
比往年提前进入购票小高峰。从12

月中旬开始，就有市民提前购买春
节期间的机票。截止到22日，仅一
个周的时间，腊月二十七和二十八
烟台出港的航班机票已经预订了
10%左右，腊月二十五的机票也预
订了8%。”

“1月初，节前旅游团队订票会
逐渐增多，到了1月中旬，春运机票
开始进入预订高峰。”张妍妍建议，
市民如果春节期间有出行计划，最
好趁现在机票价格折扣较大时提
前预订。

元旦机票折扣大

春节机票预订增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钟建
军 通讯员 袁圣凯 蒋楠) 13

个路口新设了红绿灯，驾驶员可得
看灯走。22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获悉，莱山区、芝罘区增设
13处交通信号灯，近期13处交通信
号灯将全部正式启用。

为了进一步提高道路通行能
力，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在实地勘
察道路交通情况、道路条件等情况
后，积极响应市民呼应，在芝罘区、
莱山区两区13处增设交通信号灯，
并已通过验收。

市区新增设的13处交通信号
灯分别位于：观海路-泉韵南路、
观海路-金沟寨、轸大路-支队门
前、轸大路-初家中学、轸大路-虎
山南路、轸大路-金都路、轸大路-

凤凰西路、轸大路-凤凰东路、幸
福南路-鸿泰家居、化工南路-楚
绣南街、化工南路-魁玉西路、成
龙线-桂山路、金斗山路-桂山路。

记者在观海路与泉韵南路路
口看到，交通信号灯红灯亮起时，
过往车辆立即有秩序地停在了路
口的停止线内，行人也停在路旁耐
心等候。当绿灯亮起后，车辆和行
人各行其道，缓慢有序地通过十字
路口。

另外，这13个路口也安装了高
清抓拍探头，将抓拍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

市区增设

13处交通信号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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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名“90后”小伙趁着同伴过生日之际聚在一起吃饭。 济南铁路局供图

八城联袂来烟推介“动车旅游”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齐金钊) 22日，在青烟威荣城
际铁路即将通车之际，来自济
南、淄博、滨州等8座城市的旅
游从业者“抱团”来到烟台，为
烟台市民带来了全新的“城铁
旅游”产品。这些旅游产品一亮
相，就受到了烟台旅游从业者
的热烈欢迎。

想不想趁着周末去济南看
一看趵突泉的花灯、逛一下大
明湖的庙会？随着城铁的开通，
对烟台市民来说，周末玩转济

南以及周边城市将变得轻而易
举。22日，由济南、淄博、滨州、
莱芜、德州、济宁、枣庄、聊城8

座城市的旅游从业者组成的省
会城市群旅游联盟来到烟台，
为烟台市民设计了全新的“动
车旅游”产品，并按照动车旅游
的特点重新组合开发了一些特
色旅游线路。

山东省旅游局国内旅游市
场处调研员霍立志介绍，青烟
威荣城际铁路即将开通运营，
届时全省将形成京沪高铁、济

青动车、青烟威荣城际铁路联
网运营的H型动车网络，山东
省会城市群和胶东半岛城市群
两大旅游板块间的交通更加便
捷，旅游互动也将更加频繁。

“城铁的开通不仅带来交
通的便捷，也有利于省内旅游
产品的更新换代。”霍立志说，
行程缩短将使游客有更加充裕
的时间体验各地的旅游资源，
以前传统的省内游产品顺势也
就迎来了更新换代的契机，各
地旅游在加入了新的元素并持

续挖掘特色产品的过程中将焕
发新的生机。

除了这次省会城市群带来
的丰富旅游产品外，烟台和威
海的旅游从业者也将在城铁开
通之际前往济南，向省内西部
城市推介烟台的旅游资源。

烟台市旅游局副局长牟云
介绍，在城铁开通之际，将向省
会城市群推出以“泡汤、玩雪、
品红酒”为主题的冬季特色旅
游线路，将烟威地区的旅游产
品推介给那里的市民。

22日，高志波正在测试海庙
港海水温度。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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