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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胶州市胶西办事处明山
新村西匡家庄村的村民们在欢欢喜喜地
忙年。1 月 11 日上午，该村村委会活动
室翰墨飘香，喜气盈门，人们聚拢在青岛
市女书画家们的周围，看她们各显身手、
泼墨丹青，书写辞旧迎新的福字和春
联。这是青岛市开展“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主题活动的一个剪影。

记者了解到，活动当天一早，分别住
在市南区、市北区和崂山区的女书画家
们，携带着各自的书画工具，自驾驱车近
80公里，聚拢到胶州市的这个不起眼的
村落。上午的活动现场，女书画家们提
笔挥毫、有求必应。她们结合群众的不
同需求，即兴泼墨行笔，绘制出一幅幅赞
美幸福生活、寓意美好吉祥的书画作品，
并为村民们创作了不同风格的“福”字与
春联。记者看到，这些书法作品真草隶
篆美不胜收，绘画作品山水花鸟构思巧
妙，意境悠远，展现了女书画家们的艺术
修养和造诣。一副副散发着清新墨香的
大红春联、一张张飘洒着喜悦温情的大
红“福”字、一幅幅洋溢着生活气息的画
作，充满了温暖、写满了祝福，让现场群
众拍手称赞。

“今年 恰 逢 不 少 书 画 家 赶 上‘ 阳
过’，于是协会这次只派出了病后初愈
的 8 名文艺志愿者来到这里送年味。
另外，我们还提前书写了一些福字以及
与兔年有关的春联，希望给更多人送去
新年的好彩头。”带队来到明山新村西
匡家庄村文化走基层的青岛市美术家
协会名誉主席、市女书画家协会主席戴
淑娟介绍，市女书画家协会自 2014 年
成立以来，坚持义务为群众创作美术作
品。尤其每年春节前夕，都会举行书画
下乡进基层活动，以喜闻乐见的文化形
式让群众感受到艺术的魅力，营造温馨
的节日气氛。

记者在现场见到，除了自备常见

的对联纸，女书画家们还自费购买了
不少装饰着中国结的福字专用硬卡
纸。一个个仿佛张嘴呵呵笑着的福
字，落墨于喜庆的正红色方斗福卡上，
就是一帧古香古色的中国风艺术品。
获赠这类福字的村民爱不释手，连连
叫好，“这可不是一般的‘字’，都是有
名气的画家和书法家的作品，可以收
藏了”。

胶州市文联主席王振门表示，现在
农村生活富裕了，吃不愁、穿不愁，送

“福”、送春联活动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
承，也把有内涵的精神生活送到了百姓
的心坎上，极大丰富和提高了他们的审
美层次。

活动结束后，女画家们来到明山新
村西匡家庄村 78 岁的独居老人车秀珍
家中，为她送上还飘散着墨香的“福”

字。红彤彤的福字，瞬间映红了这个普
通的农家小院。

记者手记
百花扎根沃土，艺术奉献人民。

春节前夕，青岛的文艺志愿者们积极
响应“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活动，深入乡村、大集、商场和车站等
基层场所。“送福字写春联”、文艺演
出、民俗表演和美术展览等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
饱含着文艺工作者火一样的激情和美
好的祝愿，让文化年味温暖基层群众，
为即将来临的春节增添了浓浓的喜
庆、祥和的氛围，充分体现了广大文艺
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深入基层，服务群众。

女书画家“组团”自驾驱车80公里，把过年福字的书画送到胶州小村庄——

“福”字映红农家小院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 燕 文/图

岁末年初，青岛大地寒意正浓。如
今，走入崂山区北宅街道蓝家庄，处处洋
溢着浓烈的年味，村民们早起赶集、置办
年货、扫屋除尘，忙得不亦乐乎。

“快点进来，外面冷，屋里坐。”村民
蓝先波和老伴孙春梅放下手头的活儿，
热情地邀请记者进屋。

室外天寒地冻，屋里暖意融融。与
以往农家常见的取暖场景不同，蓝先波
的家中不见炉子，没有烟囱，更闻不到烧
煤味，一排洁白的暖气片顺着墙边铺展
开来，房间里还摆放了几盆鲜嫩绿植。

“以前冬天室内温度也就是 8度左右，今
年我们可享福了，屋里有 20 度左右。温
度适宜了，不仅人舒服，植物也比以前好
养活。”蓝先波笑着说。

从8摄氏度到20摄氏度的温度变化，
得益于我市大力推进的农村清洁取暖改
造工程。2022年，蓝先波家中的燃煤炉子
拆除后，取而代之的是用天然气取暖，如
今只需通过安装在厨房墙上的天然气壁
挂炉，便可以轻松设定温度。“暖气温度可
以根据需要灵活掌握，使用起来比以前的
烧煤炉子可方便多了。”蓝先波说。如
今，在蓝家庄，已有 90%的村民和蓝先波
一样，家里实现了清洁取暖。

说话间隙，孙春梅拉着记者去卧室
的炕上感受一把“暖意”。由于炕下面敷
设了水暖管，清洁取暖的“暖流”在此流
经，整个炕都变得暖烘烘的，旁边的矮柜
上摆放着全家福相框，让屋里显得十分
温馨。坐在暖炕上，孙春梅和记者叙起
了家常，“别看现在屋里这么干净，过去
可不是这样，以前是烧煤取暖，早起倒煤
渣、半夜看炉子，麻烦又累人，不仅外头
脏，家里落得也都是灰”。

“可不是嘛，以前为了过冬，每年都
要储煤，现在不用这么麻烦了，只要动动
手指头、按几下按钮家里就热了，关键还
比用煤更加安全。算起账来，现在利用

清洁取暖比以前烧煤还省钱哩。”伴随
着发自内心的笑声，蓝先波也忍不住“插
话”，聊了起来。

蓝家庄村民的“绿色暖冬”是我市推
进清洁取暖的一个缩影。清洁取暖，一头
连着农户冷暖，一头连着蓝天白云。记者
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2022年上
半年，我市成功入选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
暖支持项目名单，获中央财政三年 21 亿
元的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支持。去年我市
不断扩大清洁取暖覆盖面，提升清洁取暖
工作水平，农村地区实现清洁取暖改造
13.07万户，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持续推进清洁取暖工作，通过三年
集中攻坚，实现农村地区应改尽改，助力
青岛构建绿色城市，早日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的愿景目标，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村镇建设处处长崔娜介绍说。

记者手记
“清洁取暖”开启乡村生活新方式。
清洁取暖是一项有“温度”的民生工

程、民心工程，做好这项工作既是保护美
好环境、打造绿色城市的本质要求，又是
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保障。

经过走访记者发现，在农村地区因
地制宜地通过“煤改气”、“煤改电”、生物
质燃料等方式实现清洁取暖，为美丽乡
村带来的不仅是天蓝水清、舒适宜居的
乡村环境，它更改变了长久以来农村的
生活方式，让村民们享受到便捷洁净的
小康生活，让人民群众暖身又暖心。

蓝家庄的“绿色暖冬”
村民通过安装在厨房墙上的天然气壁挂炉，便可轻松设定温度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冰洁 文/图

■通过清洁取暖改造，今年蓝先波的家里“温暖如春”。 ■女书画家们来到独居老人车秀珍家，为她送上“福”字。

1月13日上午7点，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中心青年突击队一行4人，驾驶检测专
用车，迎着大雾天气，来到平度市仁兆镇
沙北头村韭菜种植基地开展现场检测，
开启了忙碌的一天。

春节临近，时令蔬菜、水果和肉、蛋、
奶等都是市民消费量较高的产品，为从
源头上保障消费安全、升级消费品质、提
振消费信心，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开
展节日期间专项抽检和新春走基层技术
服务活动。活动主要围绕三方面开展：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保障“两节”
期间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开展“质量
兴农牵手”行动，为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
提供免费公益检测服务，让检测报告成
为安全优质农产品的“绿色通行证”和

“最佳代言人”；开展农产品品质提升技
术服务，推动特色优质农产品通过“国字
号”认证。

在种植基地，青年突击队队员布置
好检测现场，立即采取韭菜样品，开展
现场农药残留检测，短短 10 分钟，这批
韭菜的农残数据已出现在了检测仪显
示屏上，数据显示这批韭菜没有检测
出任何的农药成分。“要在过去，我们
是要先采样回实验室做检测，通常需
要两天才能出结果。但现在在大棚里
现场就能做，只要 10 分钟，就能检测多
达 28 种农药残留。”评估鉴定科负责人
初晓娜介绍。

在日常，这台检测车几乎每天都会
载着青年队员，奔波在各区市农村的田
间地头，还有各种养殖场、屠宰场、采摘
园等等。“这台车一年的行驶里程就超过
了6万公里。”突击队员张朋朋告诉记者，
而把检测车开进田间地头，就是要在源
头上杜绝任何问题农产品流入市场。

“这是我们种植的头茬盆栽韭菜，主
打春节市场，有了国家级权威质检中心
为我们出具的报告，我们的销量大增。
不仅仅是检测，从育苗开始，市农产品
质量安全中心就提供全程的质量控制
技术指导，韭菜的品质指标有了明显的
提高。我们正在申请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 品 ，有 了 这 个 金 字 招 牌 ，价 格 会 更
好 。 我 们 的 韭 菜 品 牌 就 叫‘ 长 韭 之
财’。”沙北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王
东高兴地说。

从沙北头村的蔬菜大棚出来，青年
突击队奔赴即墨，来到环山蛋鸡养殖有
限公司。

“节假日是大家消费的高峰期，也是
我们最忙碌的时候，今天我们采样的地
点主要是平度、即墨两个区市，包括韭
菜、鸡蛋、猪肉等各类样品的采集检测工
作。”初晓娜说。这一年他们要检测超过
3500个产品样本，实现重点品种、重点领
域、重点环节、重点时段全覆盖。

环山蛋鸡是一家蛋鸡养殖生产企
业，队员们在这里通过抽样 App 高效完
成了鸡蛋的采样。“这个App是我们刚开
发的，不仅能提高抽样效率，还能方便查
询检测结果。每张检测报告都会生成一
个二维码，通过扫码，可随时随地查询结
果。”初晓娜告诉记者。

简单的午饭过后，大家又开启了新
的行程。在鳌山卫街道国信中船（青岛）
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青年突击队队员送
来了这里生产的野游大黄鱼品质鉴定报
告和全国特质农品证书，并为他们详细
讲解了证书的使用方法，包括特质农品
统一标识、产品专属二维码和特征指标

等。“这次确定的两项特征指标，希望你
们能定期监测、保持优势，我们也会继续
提供跟踪服务。”负责产品认证工作的吴
燕表示。

“市农业农村局前期为公司提供了
免费公益品质评价，指导其成功申报了
全国第一个海鱼类的特质农品，不仅让
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到产品，更为百姓餐
桌上添一道美味的年夜菜。”企业副总经
理张璐说。

“春节期间是猪肉消费的旺季，为了
保障百姓‘肉盘子’安全，我们今天晚上
要前往屠宰场。”张朋朋说，屠宰场的工
作时间是在凌晨，为配合屠宰场工作时
间，像这种晚上抽检对他们来说是常态。

凌晨1点，检测专用车准时来到鑫盛
屠宰场，抽检人员现场采集两份猪肉样
品，带回实验室进行瘦肉精等违禁添加
和抗生素等兽药残留检测，回到家已是
凌晨3点。一天的行程下来，留给检测人
员的睡眠时间不到4小时，对他们来说这
已成为节假日的常态。虽身心疲惫，但
是能够为守护百姓餐桌上的安全贡献一
分力量，大家觉得值。

上午7点上岗、凌晨3点归家，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青年突击队步履不停——

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张 晋 通讯员 冯 志 文/图

每到春节前，青岛丰顺粮油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就得到处找钱，为春节后的“硬
仗”备足“子弹”。作为粮食收储企业，资
金是否充足决定了春节后玉米收购的筹
码。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可以帮助企业
提高银行贷款额度，“有了农担，开春就可
收储更多粮。”丰顺粮油的经理王景春说。

2022年青岛又是一个丰收年，全年
预计粮食产量达到305万吨。作为山东
省第一产粮大县，平度有胶东“金粮仓”
的美誉，每当晒场上粮食被阳光带走水
分，粮食收储企业便闻风而动，将农户的
粮食归集入仓。

1 月 16 日上午，青岛市农业融资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市农担公司”）收
到青岛农商银行发来丰顺粮油的资料，
下午市农担公司平度办事处业务主任王
志涛和主管朱珂琤便来到丰顺粮油走
访。在见到王景春之前，两人已掌握了
企业整体情况：企业成立于 2013 年，主
营业务是粮食收储和销售，业务覆盖全
国，年营业额约 1.2 亿元，有职员 11 人，
标准仓库 4 栋。“仓库里现在有多少粮
食？”“手记账能否给我们看一下？”刚落
座，王志涛直奔主题。

目前，丰顺粮油已收购了近万吨玉
米，这些粮食将在开春运往饲料加工
厂。在丰顺粮油的仓库中，记者看到堆
得满满当当的“粮山”，但王景春并不满
足。他测算，“农户出手的玉米可能仅占
收成的三成，春节后的 3至 4月份，还有
大批囤粮待收购。”

尽管已通过抵押物从银行贷款 500
万元，但相较于业务预期，丰顺粮油还需
要更多资金，“方圆5公里以内的农户都
就近把粮食送到公司来，我们想再扩大
收购范围，而且今年小麦和玉米的价格
比往年高，所以资金越多越好。”王景春
表示。经过青岛农商银行初审，丰顺粮
油可通过“政策性担保+银行”模式，顶
格申请300万元担保贷款。这一模式由
市农担公司为农户提供担保，无需抵押
物，企业可在现有的抵押物贷款的基础
上再扩大融资额度。“平度市90%粮食收
储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王志涛介绍。

农业融资需求同第二三产业比起
来，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市农担公司总
经理毕晓政表示，“对农户来说，最首要

的是快，养殖场急等着钱购买饲料喂鸡，
你不能让鸡等着吧。”融资效率提升，也
是青岛政策性农担近几年主攻的重
点。以此次丰顺粮油申请的“农担贷”
产品为例，该金融产品为市农担公司与
青岛农商银行联合开发，借助青岛农商
银行懂农村、懂农民、农村网点丰富等
优势，对行内申请担保贷款的客户进行
初审，初审通过后再由市农担公司进行
审核。“如此一来，市农担公司便不需要
对业务流水、征信、企业负债情况等进行
重复审核，更多的精力可以考察申贷户
经营的真实性、关联风险等，审批时限也
由原来20天左右压缩到5天以内。”毕晓
政说，青岛政策性农担累计担保金额已
达46.89亿元，释放政策效能近15倍。

春节前后，市农担公司平度办事处
工作人员的行程安排得特别满，王志涛
说：“这个节点，有的农户要扩大蔬菜种
植的规模，有的农户则是旧账到期需要
资金周转，都比较着急，但农村地广，客
户之间的距离比较远，我们能快则快，尽
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尽调审核，让他
们落袋为安，过一个安心年。”

记者手记
高质量发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仍然在农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
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
务体系。”农担是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
成，加固了传统金融的薄弱环节，也给努
力致富的农户和农企企业主递了一把

“趁手”的工具。
“有了农担，真的太方便了。”采访

中，多位农户向记者表示。政策性农担
为涉农经营主体提供了一种融资手段，
相较于“联保贷”等传统担保方式，有助
于提升农户融资额度，降低融资成本。

乡村振兴要真刀真枪地干，离不开
真金白银地投。就当下来说，政策性农
担模式解决了农业融资的很多问题，但
融资额度不能满足部分经营主体需求也
是不争的事实，农村还需要更多元的融
资平台和融资手段。好在我们看到农业
投融资平台已在部分城市陆续成立运
营，以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等
多元化手段支持农业融资，为现代农业
向前迈步带来更多探索。

“有了农担，开春就可收储更多粮”
青岛政策性农担累计担保金额46.89亿元，释放政策效能近15倍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丁倩倩 文/图

■青岛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青年突击队在田间地头开展农药残留检测。 ■市农担公司工作人员走访申贷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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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履匆匆，在乡村感受抚慰人心的“人间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