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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一个靠谱微友”

与AC米兰球星切磋球技，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水上紧

急救援知识，参观自来水厂了解饮用水的净化过程……这个夏

天，少年于万铖过得特别充实。自从关注了张店青年汇微信公

众平台，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找到了一个靠谱微友”。

每隔一段时间，张店青年汇微信公众平台就会在朋友圈发

布活动招募信息，只需打个电话提前报名，就可以免费参加活

动。参加了几次活动后，他俨然已经成为“青年汇”的忠实粉

丝。

“太开心了，特警叔叔跟我们分享了警队趣事和各种特警

器械知识。”刚参加完“青年汇”组织的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

局特警大队之旅活动的于万铖兴奋地向记者表示，成为一名帅

气的特警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此次特警大队之旅加深了他对

特警了解的同时，还认识了好多新朋友，他说以后有类似的活

动将会第一时间告诉周围的伙伴们一起参加。

截至目前，科苑街道办事处“益友吧·青年汇”成立6个月

以来，已成功举办包括“走进自来水公司”、“走进特警大

队”等6个专题活动，参加活动人次多达百余，其微信公众平台

关注粉丝也已多达2000余人。

“‘青年汇’对于活动的设计和开展，制订清单，分必选

项和可选项，每个青年汇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团体活动，每次不

少于30人参加。”张店区科苑街道办事处益友吧·青年汇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介绍，“青年汇”的建设理念定位于为全区广大青

少年打造一个好玩的俱乐部、一个靠谱的朋友圈、一个梦想的

加油站。

多样活动凝聚青年

9月12日，记者来到科苑街道办事处“益友吧·青年汇”，
首先便被屋内生动形象、色彩亮丽的彩绘所吸引。该“青年
汇”分上下两层，可用室内场地面积约260㎡，分为咨询接待
处、儿童游乐场、歌舞排练室、社团管理中心和图书长廊五个
功能区。

“咱们益友吧·青年汇”是张店6个街道青年汇的旗舰店，
地处城市中心区域，教育文化资源丰富，以“青春加油站，互
动趣味课”为品牌，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给居住工作在附
近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交流、聚会的好去处。”该活动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

记者了解到，目前，“青年汇”设有舞蹈、摄影、咖啡
（烘焙）、运动、化妆、心理健康咨询等六大达人榜，每期活
动都会根据粉丝的不同需求，邀请达人与志愿者分别开设不同
的课程。

记者了解到，刚刚完美收官的“益友吧·青年汇”暑期环保
夏令营活动便是一次免费向社会开放的公益活动，来自大学和
社会的十余名志愿者利用3周时间带领孩子们体验书法、国画、
纸塑、话剧等课程。

“活动的初衷就是让孩子们的暑期不再被电脑和电视所占
据，能够变得更加有意义、充满乐趣。我们也会竭尽所能，用
自己‘所长’服务大家。”志愿者心理健康达人黄薇说。

“‘青年汇’以‘汇青年、汇智慧、汇青春、汇正能量’
为目标，以青年融入城市、交友、教育培训、技能交换、文体
娱乐、法律心理服务以及青年自组织发育等为主要服务内
容。”共青团淄博市张店区委员会书记苑坤介绍，通过不断开

展联谊交友、旅游拓展、兴趣交流、切磋技能、志愿服务等活
动，“青年汇”将逐步成为方便青年交流，吸引和凝聚青年的
阵地和载体。

品牌影响力有待提升

“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公益平台，‘青年汇’还远没有中
国麦田计划、星空志愿者联盟那般成熟。目前，所有举办的活
动均以‘短、平、快’的小众活动为主，所以活动缺乏品牌
性，影响力不足，覆盖人群也极为有限是目前青年汇所面临的
最大问题。”青年汇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负责人还告诉记者，下一步，除了谋划、打造属于“青
年汇”自己的品牌活动外，还将联合社区周围企业，开展长期
合作，出资共建，使青年汇成为其施展企业文化、扩展员工交
际圈、增加团队凝聚力的平台。并且将实行会员制，根据青年
参与活动次数，一定数量以上办理会员登记，发放会员卡，联
合商家用此卡可享受打折服务，让青年汇真正惠青年。

“‘青年汇’是我们自己的舞台，我们在这里不仅能充分
发挥群体的力量、提出自己的想法、发挥自主创造力、实现良
性互动，更可以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体现自身价值。”“青年
汇”粉丝贾寿珂说。

“‘青年汇’是张店区开展城市街道区域化团建工作的重
要成果，是整合优化社会资源，进而吸引青年，服务青年，凝
聚青年的必由之路。”苑坤说，它的产生源自于广大青年的需
求，其目的是通过开展各种服务和活动，把青年凝聚在一起，
形成城市青年的新型“熟人组织”，为城市青年提供“社会支
援和社会约束”，打破不同行业和层面的青年交流壁垒，实现
对青年的有效服务。

一个好玩的俱乐部 一个靠谱的朋友圈 一个梦想的加油站

“青年汇”汇聚青春正能量

合作社经营开荒致富

梨峪口村地处淄川区南部山区，除了800亩土地外，其余全
是山林。5年前，由于年轻人大都到外地打工，村里到处都是荒
山荒地。怎样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并给村民带来效益呢？梨峪
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德江绞尽脑汁。

2009年3月，李德江牵头成立了淄川锦鸡岭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对700亩土地进行了流转。76户农民不种地，每年也能从每
亩地拿到600元钱，比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收入高得多。

同时，梨峪口村还因地制宜成立了摘星山散养山鸡专业合
作社、梨峪口村核桃专业合作社，养殖种植两不误，目前全村
山鸡存栏量达2万多只，引进的“响铃”薄皮核桃新品种也种了
4万多株。

梨峪口村大规模流转土地和成立多样化合作社，在全区产
生了良好的效应。淄川区还在城区设立了梨峪口村有机农产品
配送中心，产品由村里直供。区政府把全区唯一的淄川有机农
产品示范基地颁给了梨峪口村，21种有机农产品使梨峪口村成
为全省拥有有机农产品种类最多的村庄。

“合作社通过示范带动，激发种地热情。能力大的种十几
亩，能力小的种几亩，种不了地的可在农场打工。”李德江算
了一笔账。在农场打工，一月收入1000元，一年1 . 2万元，有点
技术的可挣到1 . 8万元到2 . 4万元。

“扣除生活费，比在城里打工合算呢。”正在给枣树整穴
的高明光说，过去在外边建筑队干活，又苦又累不说，更难得
与家人团聚。现在回村里按点上班，工资虽然少点，但一日三
餐在家中吃，其乐融融。

资本进村搞活乡村经济

2005年8月，“麦莎”台风来袭，梨峪口村却因祸得福。经
过暴雨的洗礼，梨峪河多年的积淤全部被洗刷一空，20多眼山
泉全部喷涌，为日后梨峪口村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天然条件。

那时，全国商业百强企业淄博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淄博
的南部山区寻求旅游、农业发展的新空间。当年，淄博商厦组
织队伍进山考察，山清水秀的风景深深吸引了他们。最终公司
拍板，成立淄博摘星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承租村里5000亩荒
山进行旅游开发。

吸引投资者的除了美丽风景，还有丰富的林果、杂粮资
源。梨峪口村家家户户种香椿，但都是散户种植，形不成“拳
头”优势。淄博商厦在此成立了淄博远方有机食品开发公司，
全面推行标准化种植，梨峪口村也有了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种植
示范区。

截至目前，淄博商厦已先后投资3000多万元，整修山道、
种植树木、修复景观，仅种植各类树木就达10万多株。2010年，
张庄椿芽还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速冻香椿原浆和脱水香
椿还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淄博远方有机食品开发公司成为淄
博市唯一一家获得酱腌菜出口卫生注册的食品生产企业，“远方”
牌系列产品远销美国、法国、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

梨峪口村的发展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资本进山
后，昔日荒芜的山田，种上各类经济作物，老百姓家的山鸡
蛋、豆腐、粮食、水果，正源源不断地走进各大超市，价格也
直线上升。“我们这儿的山鸡蛋一直都是15元一斤，没有淡旺
季。有多少卖多少，从没有积压。”李德江说。

“开心农场”变现实

秋色中，梨峪口村的窄阔嵧中满目金黄，米数高的枣树

上，大枣缀满枝头，好似一个个小红灯笼，随风飘曳。树旁，

拎着大包小袋忙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从开春到现在，到这

儿采摘、观光的游客就没断过。”李德江非常自豪地告诉记

者。

为了吸引更多的城里人来到大山里消费，梨峪口村改变传

统的“种植—运输—销售”模式，决定建设现实版的“开心农

场”，将窄阔嵧建成一个集生态观光、野生采集和有机作物种

植、生态养殖于一体的高标准生态观光园。2010年，他们推出

“梨峪口有我一分田”活动，将虚拟的农场变成了现实，很多

城里人甘愿来当“农夫”。

“这个农场由村集体自己经营，我们把土地以20元每平方

米的价格包给城里人，他们可以自己耕种，也可以雇用我们的

村民帮着耕种。”李德江说：“他们既体验了农事劳作的快

乐，又能吃到自己亲自种出来的新鲜蔬菜，到现在已经有500多

户来认领了土地，我们彼此的关系很融洽，好多人都成了我们

的‘荣誉村民’。”

农场的发展拉动了农民劳动的欲望，梨峪口村村民复垦土

地1200多亩。这种通过土地流转从事旅游的模式，让当地村民

年人均收入由旅游开发前的不足2000元增加到现在的近2万元，

村民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改观。

“大山是个宝，关键得找准开发点，好的资源需要有序利

用，荒山也能变宝地。”李德江说。

淄川区西河镇梨峪口村实施土地流转，通过多样化经营使村民致富

农业综合开发让荒山变宝地

张店区是淄博市的政治经济中
心，企事业单位中年轻人比重大，工
作之余生活枯燥单调，缺乏相互沟
通、联系的平台。截至目前，张店区
户籍人口已达60余万人，35岁以下的
青少年为36 . 5万人。快速城镇化的过程
中，外来青年数量也不断上升。“就
业难、住房难、婚恋难、交友难”成
为年轻人普遍反映的最迫切的需求。

今年3月份以来，共青团淄博市张
店区委员会以开展城市街道区域化团
建工作为契机，在该区科苑街道办事
处试点打造了青年工作平台、服务青
年的有形化阵地——— “青年汇”，一
时间颇受青睐。

□ 本报记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冯萍 程思颐

山鸡合作社、核桃合作社、旅游

公司、“开心农场”……近年来，淄

川区西河镇梨峪口村土地大规模流

转，700亩荒地种上庄稼，100多座荒山

生出林果，村民们不再守着荒地“饿

肚子”。梨峪口村通过成立合作社，

引进投资商，多方位开发农村资源，

农产品种植加工和生态旅游“两手

抓”，带动全村致富。

10月22日，记者来到梨峪口村，

探寻小山村使荒山变宝地的秘诀。

□ 本报记者 杨淑栋 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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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茜茜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今年以来，博山区池上镇紧紧

围绕“北工南游”发展战略指导，化生态优势为
后发优势，将乡村旅游作为镇域经济发展的突破
口，以鲁中慢城为建设目标，围绕“慢城庄
园”、“慢城旅居”、“慢城养生”三大主题，
聘请北京唐人旅游规划设计组对全镇鲁中慢城建
设进行高标准规划，致力打造乡村旅游新高地。

打造生态观光农业园区里的“慢城庄园”。
镇域整体规划整合形成五大园区，即20000亩蜜
桃种植示范园，1000亩茶叶种植示范园，20000亩
板栗种植示范园，3000亩桔梗示范园和5000亩金
银花示范园，将沿河、沿路等交通条件适宜的园
区进行改造升级，规划建设适合观光、采摘的农
业休闲庄园，完善景点间道路交通设施，建设方
便自行车、电瓶观光车通行的游览线路，让游客
在“慢交通”中体验农业庄园的魅力。

建设乡村农家乐中的“慢城旅居”。全镇规
划上小峰、池埠、中郝峪等7个村连片发展农家
乐，制定了农家乐特色旅游村建设标准，扶持农
家乐经营业户改厨改厕，提升居住环境和服务品
质。农家乐还将老博山饮食文化融入其中，在中
郝峪、池埠等村建设美食体验街，让游客自己制
作豆腐、煎饼等特色美食，尽享舌尖上的诱惑。

博山———

池上争建鲁中“慢城”

□记者 魏茜茜 报道

本报沂源讯 10月22日，在沂源县鲁村镇草

埠一村街道两侧，一幅幅内容涉及孝老爱亲、勤

俭节约、美化环境、移风易俗等文明新风尚的画

面被精心手绘到墙面上，五彩斑斓、通俗易懂的

画面吸引了村民们的眼球。而一处新安装的“科

技展板”，更是吸引群众纷纷驻足观看，交口称

赞。

今年，在开展“美丽沂源乡村”活动中，该

镇将建设美丽乡村与四德工程、繁荣农村文化有

机结合起来，以“文化墙”为载体，采取漫画、

标语等村民喜闻乐见而又浅显易懂的形式，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公德、尊老爱幼等文明新

风内容绘制在村里街道和人口集中区的墙面上，

让一面面旧墙变成美观而又会“说话”的文化墙。

为了让这些“文化墙”具有一些特色新亮

点，并与科普知识宣传工作结合起来，该镇在沂

源县科学技术协会的指导下，通过科学规划、丰

富内容等手段，把“科普展板”也“美化”在文

化墙上。这种创新让“文化墙”知识更丰富，表

现形式更灵活，更具有吸引力，极大丰富了农村

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群众的文明素养，赢得了

群众的好评。

沂源———

鲁村“文化墙”添新景

□记 者 魏茜茜
通讯员 崔立来 于金弘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0月24日，在位于淄博市临淄
区的淄博地安再生资源技术有限公司，一辆辆大
卡车鱼贯而入垃圾处理中心，满载的工业废料、
建材废料和建筑垃圾被倒上流水线，经过破碎、
球磨等处理工序后，由传送带直接运送到了地下
充填的入口。

“高水膨胀材料充填采煤技术解决了地表塌

陷等生态问题，但以前我们采用的主要填充原料

是粉煤灰，成本相对高，现在经过处理的煤矸

石、建筑砌块废品和建筑垃圾不但可以直接作为

矿井填充物，还能用来做道路修建辅料和生产空

心砖。”项目负责人高中宝介绍。这个投资2000

万元的垃圾处理中心，年可处理工业废料、建筑

垃圾等100万吨，正在成为临淄工业、建筑垃圾

的消化中心。

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是困扰多地城市管理的

难题。临淄区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成立专

门机构，先后出台各项规定，向城市顽疾宣战。

治标治本重在强化源头管理、狠抓运输环节、规

范消纳场所。临淄区实施建设工程文明施工保证

金制度，按照“准入制”原则，由住建、交警、交通、

工商部门联合把关，成立6家渣土运输企业，投资
5418万元购置密闭运输车129辆，实现了渣土运输

全过程封闭、全过程跟踪、全过程监管。

为进一步规范建筑渣土存土场，临淄区要求

所有消纳场所设置必须符合土地规划、环保要

求，硬化出入口道路，设置冲洗、除尘等相关设

施，从事渣土运输企业必须设立工程渣土消纳

场。各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消纳场所要到区环卫

局备案，并接受监督管理。同时，区财政根据各

消纳场所的消纳量给予每立方米2元的补贴。

临淄———

科技助渣土“绿”处理

□记者 魏茜茜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张店区“爱心大妈”城

管志愿者队伍成立，首批50名“爱心大妈”城管
志愿者正式上岗，协助城管执法人员开展城市管
理执法志愿服务活动。

此外，淄博市关爱帮扶老年人协会30余万名
敬老志愿者也加入到“爱心大妈”城管志愿者队伍
中，为淄博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出积极的努力。

“成立‘爱心大妈’城管志愿者队伍后，就
可以让市民参与到城管执法中来，了解城管执法
的过程，协助我们更好地维护市容市貌，让我们
居住的城市变得更好。”张店区城管执法局综合
执法一中队中队长高绍兵说。

张店———

50“爱心大妈”

当上城管志愿者

“青年汇”组织
青少年参观淄博市自
来 水 公 司 。 （ 资 料
片）

□闫盛霆 报道
金秋时节，梨峪

口村农田里，农民丰
收忙。


	2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