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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桂路

“还是不要去老人那里了吧。”5月20
日，在济南市文化东路清华园社区，张兴才婉
拒了记者想去看看他“父母”的要求，“老人
年纪大了，采访的时候如果说起以前的伤心
事，我怕他们承受不了。”

“父母”是张兴才43岁的时候才认的。20
年前，张兴才的战友张毅去世，张兴才对他们
说，“以后，您二老就是我的父母，我就是您
儿子”。张兴才的亲生父母走得早，但加上岳
父母，63岁的他现在抚养着4个老人，“有老

人可以照顾本身就是件幸福的事情。”他说。
1974年，张兴才还是历城县的武装部宣传

干事，被派到张毅所在的村里做群众工作。当
时经济困难，又买不到食物，一饿一两天是经
常的事。张毅的父母时常叫儿子给他带去油
饼、馒头，张兴才记住了他们的好，“滴水之
恩当涌泉相报，他的父母把我当成自己的孩
子，我也同样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父母。”

张毅这一年高中毕业，觉悟高、能力强、
有热情，在张兴才看来是块好料，两人经常在
一块谈心。1975年冬，张毅在张兴才的帮助
下，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到了上世纪90年
代，张毅退伍后考取了临沂供销学校，毕业后
留校任教，后又下海经商。不幸的是，他在
1995年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不久病逝。

“那段时间老人受的打击特别大，整天神
神叨叨的，一整天见不到人，到张毅坟前一
找，肯定能找到。”因为这件事，老人差点得

了失心疯，张兴才还把张毅母亲送去过精神病
医院。看老人这么悲痛，张兴才心里也不好
受，“我们本身就是好兄弟，我替张毅行孝，
再应该不过。”张兴才决定要替张毅行孝，
“以前在我下村的时候，他们把我当亲人一样
看待，感情很深，我把他们当父母也很正常。”

到现在，张兴才时不时就到“父母”那里
看一看，邻里街坊的还以为他是亲生的。以
前，“父母”住在小清河旁边，环境不好，张
兴才就给他们换了套房子，买了新家电。

张毅的父母更是把张兴才当成了心头肉，
做了什么好吃的都给他留着，有时干脆送到
家。“蒸了包子、包了饺子，都放在冰箱里等
着我去吃。”这些都让失去父母多年的张兴才
备感温暖。

现在，4位老人还是习惯独自生活，张兴
才尊重他们的意愿，只是往老人家里跑得更勤
了。他已经和妻子商量好，将来一旦老人生活

不能自理，都接到家里照顾。
不管是对待战友的父母，还是对待岳父

母，张兴才都是一样地孝顺。“能做人儿女是
一种幸福，因为有人疼你、有人时刻牵挂你
啊。”张兴才说，自己从老人那里得到的爱更
多。比如，他给岳父买了西瓜，岳父一定要看
着他吃完一块，自己才吃。

年纪大了，张兴才越来越能理解老人的心
境，“人越老，心越小，要不怎么会有老小孩这个
说法呢，人老了就该宠着，他们不在乎你花多少
钱，买多少东西，他们要的是人陪着。”

现在，张兴才还会不时拿出和张毅的合
影，看看张毅以前的模样。张毅生前还写过七
八本书，其中一本书加上他的名字算作合著。
张兴才说张毅是个人才，可惜不能为老人尽
孝，自己一定替他做好这件事，“他英年早
逝，就为老人尽孝这一件事做的不完美，我得
成全他”。

战友去世后，他义务照顾对方父母20年

“有老人可以照顾是件幸福的事”

□记 者 晁明春
通讯员 李 娜 路玉湘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23日和26日，宏达小额贷
款公司和山水小额贷款公司相继在济南市长清
区开业。在今年济南市新成立的7家小额贷款
公司中，长清区就占了2家。

山水集团是全国知名企业，也是长清经济
的支柱企业之一；山东宏达集团是一家集民用
供热、石油化工、深冷核电、环保、安装于一
体的大型集团化公司。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成
立，将对改善长清区域内金融服务条件，提升
金融产业发展水平，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个
体商户和“三农”融资难问题，发挥重要作
用。同时，也标志着两大集团产业转型升级又
迈出新的步伐。

据统计，目前长清区各类金融机构达到17
家，其中银行分支机构10家，小额贷款公司3
家，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家，担保公司1家，典
当行1家。今年1-4月份，全区金融机构各项存
款余额达到199 . 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45 . 2亿
元，银行机构实现税收3863万元。2008年开业
的北辰小额贷款公司每年税收达到600万元以
上，相当于一个中小企业，但是占地面积、工
作人员上远远低于加工制造企业规模，是真正
的高效能产业。

长清新增

2家小贷公司

一家企业注册好几个品牌，各吆喝各的，谁也代表不了谁———

长清茶亟需抱团“炒”品牌
□ 本 报 记 者 晁明春

本报通讯员 柴洪亮

远看高山低陵，茶园层层叠叠；近看小桥
流水，茶树郁郁葱葱。在白云飘拂的青山脚
下，采茶女提一个藤编茶篮，穿行在碧油油的
茶树丛中，连清空气中都溢满淡淡的茶香。

这是记者5月初在位于泰山北麓的济南市
长清区万德镇北马套村立泰山茶园看到的一
幕。作为全国纬度最高的茶产区之一，长清茶
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并获得国家农业部的
“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济南市也将发展茶
产业列为“十大”富民产业之一，但“小”
“散”“乱”的现状，离打造成全国知名的茶
叶产地还有不小距离。

“一亩茶，十亩田”

63岁的北马套村村民段崇来种了一辈子
地，小麦玉米一年两季，忙活一年满打满算每
亩收入也就是两千元。6年前，随着长清茶灵
岩特色品牌示范基地的建立，他改种茶了。

“全家种了4亩多茶。第一年，每亩茶的

收入也就是 1 . 2万元，去年到了 1 . 4万元左
右。”老段说。

“一亩茶，十亩田，一个芽头三毛钱，茶叶树
上全是钱。”同村的兰俊忠是唱着这句顺口溜成
为茶农的，虽然入行晚，但他一出手就通过土
地流转种植茶园20亩，去年纯收入达20多万元，
今年茶园进入全盛期，收入有望再创新高。

“长清茶能异军突起绝非一夕之功。但说
起来可能没有谁会相信，1999年之前，济南境
内没有一棵茶树。”山东立泰山茶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庆国告诉记者。从事茶叶经
营销售20余年的他，不甘心济南人只会饮茶而
不会种茶，于是从1999年开始尝试恢复茶树栽
培种植。在山东农业大学专家教授的指导下，
先后投资200多万元，经过4年的反复试种，终
于于2003年7月培育出济南市第一片40亩地的有
机茶园，恢复了济南中断千余年的种茶史。

“千年灵岩寺，好客长清茶”。作为全国
纬度最高的茶产区之一，长清区近年来把茶产
业确定为重点发展的特色农业产业之一，在政
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大力扶持，茶叶种植面积
从零开始，发展到如今红、绿、白、黄金芽茶
共6000多亩，包含7个系列10多个品种，培育茶

叶龙头企业5家、专业合作社15家，并自发组
织形成了长清区茶叶协会。据不完全统计，长
清区去年成龄茶园实现平均亩产值1 . 64万元，
3000多户群众实现茶产业致富。

“小、散、乱”何以搏市场

“按照一轴、二区、六园的茶园规划格
局，长清区今年新发展白茶1000亩，力争2015
年实现茶园面积1万亩，茶叶总产量500吨，总
产值5 . 7亿元。同时，不断完善种茶、采茶、制茶、
卖茶、茶旅游产业链条，进一步打响‘长清茶’品
牌。”长清区区长张洪武这样表示。

“小米汤，板栗香，叶片厚，耐冲泡。”
来自国家茶研究所的专家用十二个字总结了长
清绿茶的特点。长清境内工业污染少，空气质
量好，多丘陵地，适宜发展无公害茶园。但专
家们也不回避：“济南的茶叶市场已经成熟，
但本地的茶产业还刚刚起步，有了好品质并不
意味着就有了好品牌。”

“有天时地利，有专家指导，种茶我们不
怕，但怎么能把茶卖出去？还能卖个好价钱？
我们就不行了。”北马套村的老支书孙士水指

着他们村里成立的将军山茶业公司告诉记者，
在市场面前，他们经常是一头雾水。

“别看企业规模都不大，每家企业还都注
册了好几个茶叶品牌，一起平推到市场上，各
吆喝各的，都是长清茶，但谁也代表不了长清
茶。”董庆国说，“别说与南方茶相比，就是
与同是省内的日照茶、崂山茶相比，长清茶在
品牌打造上也落后了一大截。”

据长清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长清
茶已采取“合作社+公司+协会+农户”的产业
化经营模式，建立起以企业为龙头、以基地为
依托、以种植户为基础的网络体系，各方利益
共享、风险共担，形成紧密良好的产业化协作
关系，特别是公司负责给茶农提供茶苗和技
术，农民负责种植采摘，公司还每年给予茶农
垫资统一购买茶种、塑料大棚支架、塑料布、
有机肥等生产资料，有效保证了茶叶的品质。

“长清茶亟需抱团‘炒’品牌。”董庆国
告诉记者，他们也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
今年4月底5月初的长清区第三届茶文化节开
始，几家龙头企业轮流采取一家主办、其他协办
的方式，与旅游、民俗及休闲度假等深度融合，
争取创出能与国内名茶相媲美的长清茶品牌。”

□记者 牛远飞 通讯员 李晓斌 报道
5月26日，《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一册、第二册发放到历下区每一名中小学学生手中，该读本纳入学生的品德与生活（社会会）课程进

行系统学习，以培养学生日常的交通安全意识，实现交通安全教育工作常态化。

□记者 马桂路 通讯员 朱恒彬 报道
本报章丘讯 近日，记者了解到，章丘市今

年将规划建设幸福院36处，城区日间照料中心10
家，为服务社会老人开创新载体。

按照“村级主办、互助服务、群众参与、政
府支持”的原则，从去年章丘就开启了农村幸福
院建设工程，各村充分利用村内闲置土地、房屋
和现有服务资源，根据老年人特点进行综合改造
和提升，形成一个集生活居住、日间照料、休闲
娱乐、精神慰藉等多项服务为一体的农村老人养
老场所。去年，章丘市已有16家幸福院建成并投
入使用。

章丘今年规划建设

36处幸福院

□记者 马桂路 通讯员 赵军 报道
本报平阴讯 5月22日，平阴县医疗责任保

险签约仪式举行，随着县人民医院、孝直镇卫生
院与县人保财险公司正式签定医疗保险合作协议
书，在全市县级医院中率先签下医疗责任保险，
同时，平阴县一级以上医疗机构均实现了医疗责
任保险的全覆盖。

2013年，平阴全县所有一级以上医疗机构实
现了第三方调解全覆盖。同时，平阴县作为全市
医疗责任保险试点县，已于2013年7月份启动工
作。经过平阴县卫生局、保险公司、医疗单位等
反复磋商、座谈，拟定了开展医疗责任保险工作
方案。今年1月28日，安城镇卫生院签下了全县
医疗责任保险第一单。随后，平阴县计生站、东
阿镇卫生院、县中医院、玫瑰镇卫生院、县妇幼
保健站、洪范池镇卫生院、孔村镇卫生院等都陆
续签单。随着县人民医院的签约完成，全县一级
以上医疗机构均实现了医疗责任保险的全覆盖。

平阴签下全市

第一单医疗责任保险
一级以上医疗机构实现

医疗责任保险全覆盖

□记者 马桂路 通讯员 苏红其 报道
本报平阴讯 日前，记者从平阴县获悉，

为解决孤儿上学及就业难题，进一步提高孤儿
权益保障水平，该县民政局不断探索孤独保障
机制，在征求孤儿及监护人的意见后，设立了
孤儿成长发展基金，为全县49名孩子每人办理了
两本存折。这一创新做法，济南市内开创了先
河，在省内乃至全国也不多见。

平阴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文波告诉
记者，成长发展基金就是用来见证孩子成长、
记录社会关爱孩子的一笔财富，通过孩子的两
本存折来记录。孤儿每人每月可以享受到1120元
的儿童福利津贴，这1120元分别存在两个存折里，
其中用于生活保障600元的存折账户可随时提
取，单独储蓄(全年6240元)为储备基金520元的存
折账户平时无法支取，待孤儿年满18周岁或大学
(全日制大学)毕业时一次性领取，用于成年后生
活、创业，确保孤儿当前生活有保障，未来就
业有基金，为孤儿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平阴49名孤儿有了

成长发展基金账户

□记者 韩伟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天桥区教育系统成立

群众监督团和家长委员会。其中，120名群众受
聘成为教育系统群众监督员，64名家长组成了首
届天桥区家长委员会。

为践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天桥区面
向全区征集了120名社会各界优秀代表，组成教
育系统群众监督团，每届聘期为两年。同时，
聘请来自于全区中小学、幼儿园的64名家长组成
天桥区家长委员会，在天桥区64所中小学、幼儿
园分别成立了家长委员会。据了解，监督员团
成员和家委会成员可以听取学校工作报告，监
督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情况，可以就
教育问题向教育局、学校及幼儿园提建议，并
对学校工作及教职工进行评议。

64名家长组成

天桥家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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