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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琳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7日讯 少年岳飞、

泰 山石敢 当 、 山 东 好 汉 武 二 郎 、 鲁
班……一个个带有鲜明山东地域特色的
卡通形象在荧幕上跳跃着，让人眼花缭
乱。今天下午，记者随第七届中国网络
媒体山东行采访团来到位于济南高新区
的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展厅幕墙上
最显眼的，就是这些本土动漫企业的原
创卡通形象。

“挖掘山东本土资源来设计卡通形象
和动漫故事，这已经成为济南原创动漫的
一大特色。”本土漫画家、国内资深动漫
创意设计师苏庆曾参与央视多部动画片的
创意、设定和制作，他这样总结济南动漫
发展的特点。

多家动漫企业都热衷于挖掘本地故
事，这是为什么？原来，几年前，一家济
南动漫公司曾在一所小学作过这样一份问
卷调查：把公司自主设计卡通人物和故事

大纲张贴到黑板上，由小学生们无记名投
票，看看是否能接受。结果让人瞠目结
舌：80%以上的孩子选择了“非常不喜
欢”。

这个调查让苏庆着实难过了一阵子，
也促使他和更多的动漫人意识到：济南本
土动漫企业从做“外包”转型到做“原
创”，仅仅跟风参考国外设计元素推出一
个卡通新形象是不够的。“中国原创动漫
从‘外包’企业大军中脱颖而出，想要激
发原创活力，必须走更多的路、尝试更多
的方法。

“山东号称文化资源大省，这么多民
间传说、历史名人，他们的故事本就有一
定流传度，应该好好利用。”苏庆说。
基于类似的想法，济南呀咔咔动画、源
潮文化、海水科技等本土动漫企业将目
光投向了武二郎、岳飞、泰山石敢当和
鲁班等角色，用时尚有趣的动漫形式传
播优秀的传统文化。源潮文化的宋援朝
介绍，为了让这些颇有说教意味和主旋
律色彩的题材让孩子们接受，他们在人
物、情节设置上更为夸张。“比如鲁
班，我们让他像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

踢着石子走路。”海水科技公司的《少
年岳飞》两次推翻原稿，在少年岳飞的
成长期增加了小动物的角色，使之更适合
孩子观看。

编剧的作用至关重要。《泰山石敢
当》的编剧张欣娜说，挖掘本土传说、历
史人物来改编成动漫，对剧本创作的要求
比较高。“我们要查找大量的资料，推测
各个故事的可能版本，要找到一个最适合
编成动画的故事。我们自己首先当观众，
才能做出好看的动画片。”

原创动漫人的坚持和执着，使一个
个山东本土动漫形象跃然荧屏。近年
来，济南的动漫游戏企业从10余家增至
1 8 0多家，从业人员从不足百人到过万
人，动画片年制作能力从几百分钟增至2
万多分钟，年产值从不足3亿元增至20多
亿元，初步形成较完善的动漫游戏产业
链。动漫泉城，正在原创力的迸发中悠
然绽放。

□记者 李占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9日至14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尹慧敏带领省

人大常委会视察组视察了临沂市、枣庄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情况。
视察组认为，临沂、枣庄两市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作为必须完

成的重大政治任务，加强组织领导，注重创新工作思路，规划编制详
实具体，资金落实及时到位，土地供应优先保障，工程质量总体良
好，工程手续齐全，进度快于预期，管理运营规范，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有序高效开展，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尹慧敏要求，要加快城市房屋征收和存量土地储备，科学筹划明
年及“十二五”期间的建设任务，争取主动，以便及时、顺利开工；要坚持
多渠道筹集保障房建设资金，抓住契机，积极争取上级财力支持，加大
市县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增强融资和抗风险能力；要完善分配制度，研
究建立退出机制，实现公平公正分配；要高度重视保障房工程质量，把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成为群众满意、政府放心的民心工程。

□宋 涛 李占江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7日讯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

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云龙带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农村土地承包法执
法检查组来我省开展执法检查。今天下午，检查组在济南召开会议，
听取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工作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尹慧敏主持会
议，副省长贾万志代表省政府汇报我省农村土地承包法贯彻实施情
况。

这次执法检查的重点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宣传和贯彻实施基本情
况；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高流转合同签订率、建立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市场和流转服务机构的情况；对非法征用占用土地、违法将承
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等行为的查处情况；对仲裁工作的指导和支持情况，
运用调解、仲裁渠道化解纠纷的情况，法院对仲裁的监督情况；支持粮
食主产区发展的情况；加强林业建设，增加林农收入的情况。

据了解，目前我省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9144万亩，家庭
承包经营的农户1912 . 3万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773 . 3万亩，占
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8 . 5%，流转出承包耕地的农户200 . 6万户，
占家庭承包经营农户总数的1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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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视察临沂枣庄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情况

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来鲁

□记者 杨国胜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0月16日，潍坊学院建校60周年庆祝大会举行。全

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山东省副省长黄胜等领导，部分两
院院士和知名学者，及师生代表等共2万多人参加了庆祝大会。

60年来，潍坊学院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科研水平稳步提升，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能力不断增强，为国家培养了11万余名优秀
人才，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

黄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潍坊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表示
热烈祝贺。他希望潍坊学院借鉴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的办学经验，抓住
“三区”开发建设的良好机遇，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的能力，力争多出人才、多出成果。

校庆期间，山东省教育厅、潍坊市人民政府举行了省市共建潍坊
学院签约仪式。

潍坊学院庆祝建校60周年

□记者 王 原 通讯员 王建科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16日上午，山东职业学院举行建校60周年庆

典。省政协副主席王新陆出席并致贺词。
山东职业学院源于1951年建成的济南铁路机械学校，1958年至

1963年曾升格为济南铁道学院，2000年10月经省政府批准改建为济南
铁道职业技术学院，2010年9月学院被教育部、财政部遴选为100所国
家骨干高职建设院校之一。2010年11月经省政府批准更为现名。山东
职业学院凸显“路地兼顾、以工为主、机电见长、工管互补”的专业
特色，设有轨道交通、机械工程、机电装备、电气工程、信息工程、
土木工程、管理、生物工程8个教学系，同时设有职业技能鉴定所，
可对48个工种开展高级工技能培训和鉴定。建校以来，为我国铁道行
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山东职业学院喜庆60华诞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0月15日，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主办，省委宣传

部、省文明办等单位承办的“道德的传承”——— 全国道德模范与“身
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在青岛举行。

现场交流活动通过播放短片、现场访谈、诵读经典、文艺节目等
形式，讲述了“中国好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
献、孝老爱亲的感人事迹，展现了身边好人的崇高品质，感染了现场
所有的人。

助人为乐“身边好人”姜凯、见义勇为“身边好人”魏振迎、敬
业奉献“身边好人”马文娟等一一登台进行现场交流。姜凯曾是北海
舰队航空兵司令部副参谋长，离休后，在思想教育宣讲战线战斗了23
年，参加各类宣讲活动3000多场；魏振迎面对入室盗窃犯罪分子挺身
而出，与歹徒搏斗，身中三刀，最终制服歹徒……

许振超、李学海、白云、刘明君等全国、全省道德模范参加了交流活
动，并同“身边好人”一起与广大网民、现场观众进行了互动交流。

自2008年中央文明办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以来，
我省共有266人荣登“中国好人榜”，青岛市有29人获得“中国好人
榜”身边好人称号。

全国道德模范与
“身边好人”在青交流

泉城动漫主打原创本土牌
从业人员过万人，初步形成较完善的动漫游戏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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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春晓 赵 琳
韩希江 马景阳

金秋十月，天高气清，稻谷飘香。
站在山东大地肉牛清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办公楼的天台上，正好可以俯视到
一番自然恬淡的田园风光全景：运送秸秆
的车辆出出进进，排成长龙；不远处，开阔
敞亮的牛场里，几头小黑牛撒欢儿跑起
来，身姿矫健……这时，牛场旁边一排蓝
屋顶的库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那是一个占地21700平方米的有机杏
鲍菇车间。”大地肉牛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郑孝国解释道，语气中带着一份
自豪。

山东黑牛已成为高青县乃至山东的一
个品牌产品，一头牛按照部位的不同能细
化成117个高端产品畅销全国，记者对此亦
早有所闻，但是如何也无法把黑牛同有机
杏鲍菇联系起来。

“去库房看看你们就明白了。”看到大
家一脸疑惑的神情，随行工作人员小赵有
些神秘地笑笑说。

在小赵的引领下，大家准备一睹有机
杏鲍菇的“芳容”。路上被告知有机杏鲍
菇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十分严格，是一个
密闭的循环系统，想要进入库房需要经
过层层“关卡”。果然，记者先按照要求站
在紫外线灯下照射消毒5分钟左右，换上
统一工作服，并穿上水鞋后，再进入一个

消毒池，这才被放行。
这是一处采用彩钢冷库板建造的培

养、出菇车间。一进去，先是感觉到一股冷
飕飕的凉意，“现在屋里的温度在15度左
右，由高效制冷机智能控制环境，使食用
菌处于最优生长环境。可以一年四季工厂
化循环生产，按日均衡地向市场供应鲜
菇。看，那是菌棒！”郑孝国所指的“菌
棒”，是利用饲喂山东黑牛的前期饲料，包
括玉米秸秆、花椒粉、山楂粉等天然原料
制作而成。菌棒先通过高压灭菌后，在高
标准无菌恒温净化车间内自然生长，产出
有机杏鲍菇，经层层筛选后投放市场；产
菇后的菌棒，利用专业技术转化为菌蛋
白，作为山东黑牛精饲料生产的主要原

料。“这样，生长出的杏鲍菇是有机绿色食
品，山东黑牛牛肉为无公害产品。不仅节
省成本，而且让杏鲍菇成为黑牛产业链上
一个新的增长点。”

记者看到，每个菌棒上均匀地长着2-3
个白嫩饱满的杏鲍菇，胖嘟嘟的“身子”上
顶着一把小伞，个头大约有15厘米，煞是可
爱。

“这些杏鲍菇长了多长时间了？”记者
好奇地问道。

“已经20天了，现在正好是出菇盛期。
杏鲍菇是高档菜，市场售价每公斤在24-25
元之间，经常与海参等搭配，不愁销路。”

一棵手掌高的杏鲍菇，能撬动多大的
产业？带来多大产值呢？

“目前，加上建设冷库等各项投入需
要7000万元，从建设期到正常生产期3年
就能回本。现在这173个出菇房利用了一
半，等批量生产后，开足马力，达到日产20
吨，一年下来的产值就是1 . 3亿元。”

说到投资回报，郑孝国难掩兴奋之
情。“我们发现黑牛这条产业链可以不断
延伸，每段链条都有增长点，杏鲍菇就是
去年刚发现的一段新链条”。

从屠宰到养牛，今又种起杏鲍菇———

每段链条都有增长点

□陈巨慧 于晓峰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7日讯 今天上午，“春

雨工程”边疆志愿者大讲堂——— 山东文化
共享工程与古籍保护培训班在济南举行。

据了解，文化部组织开展的“春雨工
程”通过搭建边疆民族地区和内地交流互
动平台，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根据
活动安排，我省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
对口志愿服务，通过讲座、培训的方式，
面向边疆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开展专题知识
讲座和文艺辅导、技能培训等。在随后的
一周里，来自自治区的30余位市县图书馆
馆长将在我省进行文化共享工程和古籍保
护工作方面的业务培训学习。

□记者 汤序民 报道
10月17日，小学生们在用清澈的自来水洗手。当日，地处黄河北岸的济南市鹊山小学投资3万多元兴建的自来水工程正式通水，彻

底改变了偏僻小学没有饮用自来水的历史。

新疆30余名图书馆长

来鲁培训

□李志海 倪金叶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0月12日，在垦利县举办的黄河三角洲国际农产品

食品暨深加工技术设备展览会现场，与会客商纷纷在黄河口大闸蟹展
台前驻足，对个大体硕的大闸蟹评头论足，尤其是对体重506克、360
克的蟹王、蟹后赞不绝口。

据介绍，由于大力推广科学养殖模式，生产能力和产品规格全面
提高，今年标准化池塘平均亩产达到80公斤，苇田平均亩产50公斤，
规格在150克以上的黄河口大闸蟹比例达到40%以上。东营现已成为黄
河流域最大的大闸蟹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生态养殖面积达到80万亩，
可年产成蟹1 . 4万吨，创产值17亿元。目前，膏满黄肥的正宗黄河口
大闸蟹已全面上市。

近年来，东营提出了“大养蟹、养大蟹”的目标，制定出台了扶
持大闸蟹产业发展的意见，市财政每年列支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在扩
大养殖规模、提高规格质量、完善营销网络、提升品牌形象等方面取
得突破。培育起了景明、东润等一批大闸蟹龙头企业，黄河口大闸蟹
也入选“全国十大名蟹”，通过了农业部地理标志产品认证登记。垦
利县被认定为“中国大闸蟹之乡”。

东营建成黄河流域
最大大闸蟹生产基地
年产成蟹1 . 4万吨，创产值17亿元

□ 本报记者 梁利杰

“来青海挂职8个月来，得到的锻炼
是我工作几年都体会不到的。”10月9日
晚，因山东大学即将校庆，曹锐特意从挂
职地——— 青海省兴海县匆匆赶到自己的学
校。在谈起自己的西部经历时，这个只有
27岁的小伙子对记者发出诸多感慨。

作为团省委进行基层团干部锻炼和基
层团组织建设的有益探索方式，2010年12
月，包括曹锐在内的我省16名高校团干
部，共同组成为期一年的山东省团干部赴
青海挂职工作队。

曹锐的挂职地兴海县是藏区，藏民占
90%，当地平均海拔4300米。如果说语言不
通、文化风俗、生活方式等的巨大差异还
能让曹锐慢慢地融入，如影随形的高原缺
氧反应却让这个身高1 . 80米、体格健壮的
小伙子瞬间胸闷气短、措手不及。同时，
全身因强光照晒出了日照性皮炎，干燥的
气候也使得他不停地流鼻血……每每谈及

之前的种种不适应，曹锐都是一笑而过。
“作为80后团干部，我觉得到西部本身就
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近一年的艰苦基
层工作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的阅历，将对
我一生产生重大影响。”

“其实，让我们这群团干部最棘手的
就是角色转变。”当记者联系挂职青海德
令哈市的张冰时，这位来自山东师范大学
的80后，正在把当天的工作情况整理成博
客文章，以供其他成员参考。张冰笑称：
“为了尽快适应角色，融入当地，我们这
些团干使出浑身解数，纷纷各显其能。”

在贵德县挂职的周建伟，报到第二天
就开展了调研工作；在格尔木市挂职的孙
启龙，自费制作了调查问卷；在化隆县挂
职的刘怀柱，到任后了解到当地在济南的
务工人员较多，团县委正在积极筹划驻外
团组织建设。他主动请缨，立即又返回山
东，进行大量的调研工作……16名团干仅
仅在挂职的前两个月里就深入青海农村乡
镇、厂矿企业、社区学校调研200余次，完

成调研报告18篇。
“我们就是想给西部发展做一点事

情，哪怕给他们注入一点点新鲜血液，提
供一些科学的工作思路、方法，我们就已
经满足了。”挂职前担任聊城大学团委副
书记的孙作顶表示。

“这种角色体验所带来的收获非常珍
贵。在最艰苦的地方它使挂职者更深入地
了解基层共青团工作的特点，更深刻地感
受基层人民的疾苦。”团省委书记王磊认
为，“现在一些年轻团干部对西部的认识
还比较模糊，当来到西部后，他们的感受
立刻就会大不一样。优秀的年轻团干部就
该多具有这种难得的经历。”

“来自山东高校的挂职团干素质高，
有思想，他们主动从了解最基本的民情开
始，从易到难，逐步适应，不到三个月时
间就独立开展工作了。他们不仅给当地共
青团工作增添了活力，而且甚至在很多地
方都值得我们学习。”青海格尔木团市委
书记祁小青评价说

16名团干部到青海挂职，服务当地同时自身也得到成长

西部经历是一生最大财富

□记者 王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根据省教育厅近日调

研，我省许多地区设立上万人的超大规模
高中，已经影响了教育质量与学校管理。
省教育厅近日发文重申，各地不得设立规
模过大的学校，超大规模学校将不能通过
省规范化学校(简称“省规”)验收，并将
针对各地控制学校规模与班额情况建立监
控制度。

根据之前公布的《山东省普通中小学
基本办学条件标准(试行)》的规定，学校
的适宜规模为普通小学12至36个班、初中
18至30个班、高中24至48个班、九年一贯
制学校18至36个班，原则上不再设立24个
班以下的高中和规模过大的学校；普通小
学每个班级不超过45人，初中、高中不超
过50人。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争取用3至5年的
时间，基本解决学校规模、班额过大问
题，实施中小学校规模和班额报告通报制
度，实时对各地控制学校规模和班额工作
情况进行监控。

中小学校规模

不得随意膨胀
否则不能通过“省规”验收

□王佳声 张文倩 报道
本报济宁10月17日讯 据济宁市住建

委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济宁
市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14693套，完成省
下达给该市年度开工任务的114 . 4%；另
外，该市棚户区改造安置近9000户居民，
也超额完成省下达的目标任务。

记者了解到，济宁市自2008年以来，连
续3年超额完成省下达的目标任务。截至去
年底，该市共建成保障性住房220多万平方
米，实施棚户区及城中村改造350多万平方
米，惠及困难家庭7 . 5万余户。

济宁保障性住房

开工率超年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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