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杜娜 朱虹

“二月二，龙抬头”。这天，莱芜市雪
野旅游区富家庄村村民张永花早早地出了
门，朝自己农田走去。不同的是，那里已被
开发为富甲庄园精品采摘园，她那片原本种
花生、种地瓜的贫瘠山地，已种上了蓝莓、
红肉苹果、矮枝樱桃等珍稀水果。每到节假
日，总能吸引很多城里人来采摘游玩。在雪
野，越来越多的农民像张永花一样，享受着
农业融入旅游业带来的新福利。

三跨产业成就精品采摘园

“雪野绿道串连起了不少旅游景点，人
气绝对不成问题。”3月9日，站在一排排温
室大棚前，看着正在不断建设完善的富甲庄
园，总经理房增利信心满满。

房增利靠建筑起家，与钢筋水泥打了一
辈子交道，在济南、德州等地承包工程，积
累了些资金。去年，雪野区建成了一条200
公里的环山绿道，方便了祖祖辈辈出不来山
的村民们的出行。当区里提出农业融入旅游
业带动群众致富时，他将眼光投向了黄土
地，决心改行当“农民”。

房增利看中了雪野绿道带来的人气，几
经衡量后，将采摘园地址选在了富家庄村。
要做就要做精品采摘园，这是房增利给富甲
庄园的定位。庄园占地面积53 . 68公顷，种植
樱桃、油桃、苹果、蓝莓、草莓、山楂、桑
葚等十几种水果，每一种都是精选的优良品
种。“比如这个红肉苹果，是从济南引进
的，浓酸浓甜，果肉玫瑰红，光树苗每株就
比普通苹果苗贵80%。”谈起庄园里的水
果，房增利如数家珍。

品种是最优的，种植管理也要用最好
的。以往农民种地靠经验，房增利却从山东
农业大学请来教授给自己“把脉”。苹果、
梨、板栗等苗木，全部使用矮化密植栽培，
苗木最高不过一米半，方便游客进园采摘。
他还采用了最先进的水肥一体化灌溉技术，
既节约用水，又提高肥料利用率。

当农场主不过瘾，房增利还跨界，做起
了游乐场场主。在富甲庄园北区，有一片迷
你滑雪场，还有动物逗乐区。游客在采摘区
享受一番田园乐趣后，还可以带着孩子滑滑
雪或者喂养一下小动物。

“一年四季，有的吃，有的玩。”房增

利三跨产业，正在将富甲庄园打造成莱芜独
一无二的精品采摘园，带动当地农民增收。
以前，村民张永花一年的收入不足2000元，
还得供两个女儿上学，每天都得为钱犯愁。
“土地租金900多元，打工还能挣9000多元，
打工一年比种五年地都强！”张永花掰着手
指头算着，脸上早已乐开了花。

荒坡上造出个乡村游景点

走进雪野镇王老村，四面环山中，一座
座灰白相间的别墅映入眼帘。这一排排别墅
不仅是王老村村民的住宅房，更是一个个农
家乐接待中心。

王老村背靠通天峪生态旅游度假区，耕
地面积少，山场面积大，人均七分地，种植
生姜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通天峪生
态旅游度假区的大力开发，每年都有大量游
客来此休闲垂钓。干了30多年的老支书魏振
龙敏锐地感受到了村庄发展的大好机会，
“发展农家乐，让游客在这吃，在这住，买
咱的特色农产品，带动村民增收。”

为达到既能居住又能经营农家乐的条
件，王老村靠着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在旧
村改造一开始就坚持高标准规划。魏振龙带
村民们去四川、北京等地考察，学习先进的
设计管理理念，请省里专家对村庄面貌进行

整体规划，并率先建成了一个日处理污水6
吨的污水处理站，彻底改变了落后山村的旧
貌。

村庄环境变美了，游客接踵而至，为提
升接待水平，去年，村里成立了农家乐旅游
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统一定价，调度安排游
客接待，并成立了农产品销售推介中心。

贾新玲是第一批加入合作社的39户农户
之一。自去年6月到春节前，她家接待了五
六批游客，青岛、北京、临沂等地的都有。
“一个铺位一晚30块钱，有的一来住半个多
月，”精打细算的贾新玲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再加上吃饭，一年多挣了两三千块钱
呢。”目前，合作社的农户达到53户。

“农家乐很好，但要想长远发展，单靠
着村自己的能力可不行。”魏书记和大家伙
商量，积极寻找能帮助村里发展的合作伙
伴，“不能怕让人管理！”很快，来自济南
的一家银行决定在村里投资，建一个休闲养
老中心。村里有加工糖姜片的传统，魏振龙
把这门技术重拾起来，让村民地里的生姜变
成旅游特色产品姜片，还要把王老村打造成
一个乐趣独特的乡村游乐园。

记者看到，村里的水坝、河道正在进
行改造，打造沙滩摸鱼、河道漂流的嬉戏
区，流转部分土地打造耕作乐园，届时游
客们可以扛着锄头去挖土豆、挖地瓜，享受

田园乐趣。

小山村中药材卖进北京

雪野镇胡多罗村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中药
材收购村，村民们一直有收购中药材的传
统。村民王德东从事中药材收购30多年了，
自从把商品信息传到了农家特产网，他越来
越尝到互联网带来的甜头：“全国各地的人
给我打电话，买家明显增多了，去年最大的
一单卖了6吨柴胡。”

王德东从15岁开始从事中药材买卖，是
村里的药材收购大户。王德东说，以前他
们需要自己开车到淄博、济南等地打听信
息，哪个厂家需要药材，啥药材好卖。回
到村里收购到药材后，再自己开车把货运
给买家，十分辛苦。2012年，为推介优质的
生态农产品，助推当地旅游业发展，雪野
镇主办了“农家特产网”，在每个村都设
置了管理员，登记特色农产品信息，面向
全国推广当地农产品。村里还专门建成了
一个中药材展览室，里面陈列着75种当地的
特色药材。

如今，管理员将中草药的信息发到网
上后，王德东不用出门，拿着一部手机就可
以把药材卖到全国各地了，“咱当地产的远
志，都卖到北京同仁堂了。”

名气大了之后，游客们慕名而至。去
年，一位游客来到村里，说起他在医院看
病，医生给开的方子中有一味中药很稀少，
跑遍了多家药店都没有买到。没想到这种稀
缺的中药在胡多罗村却十分常见，买下之后
这位游客连说感谢。

村两委成员由此也受到启发，他们和村
民们商量后决定，围绕本村的中药材特色产
业研发特色“药膳食品”，请老中医给游客
免费坐诊，开发带动中药特色旅游项目。

农业接轨旅游业 乡村引来城里人

雪野旅游区村民添了新福利

□于向阳 报道
胡多罗村中药材展览室陈列着75种当地的特色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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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梦
本报通讯员 赵永斌 陈秋实

随着清明节的临近，高唐县梁村镇高庄村又
迎来一个“返乡客”的小高峰，村里村外满是回
乡的私家车。“他们大多都是高庄在外工作人
员，利用清明假期去村公共墓地祭祖的。”村党
支部书记高庆峰告诉记者。

高庄村是个不足500人的小村，别看村子不
大，却是高唐殡葬改革的一支“先行军”。“俺
们村52年前就建起公共墓地。”高庆峰说。

据高庆峰介绍，1964年，村里就把15亩盐碱
地作为公共墓地建设，受传统观念影响，一开始
没人愿将祖坟迁入，后来党员干部带头，将去世
亲人安葬在公共墓地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殡葬新
风。50余年来，已有百余位逝世村民在此安葬。

殡改半世纪，到底给高庄带来了啥？年过六
旬的葛玉祥深有体会地说，村里设公共墓地，不
仅节约了土地，方便了耕种，还促进了村风和
谐。“以前，田里有坟墓，大型机械进去耕种收
获都非常不便，不少还因为田中坟墓问题引起纠
纷。如今，田里一马平川，村民们再也不为这类
问题烦恼了。”

高庆峰告诉记者，因为村民田中的祖坟都迁
进了公墓，适于大型机械耕种，而且不易引起纠
纷，该村在土地流转热潮高涨的今天拥有了自己
独特的优势，不仅吸引了多位客商前来洽谈，还
引来周边十里八村的负责人前来求取“公墓建设
经”。

公墓建设开启了高庄村的殡改新时代，经过
多年磨合，简约环保、文明祭祀的观念已深入这
个小村村民心中。近几年，村委会号召村民自觉
维护公共墓地，鼓励他们摒弃不文明的祭祀方
式，以更简约更环保的方式寄托哀悼之情，得到
村民们的大力支持。该村更是借势引导村民树立
跪乳反哺生前尽孝的传统价值观，形成了重孝
道、尚礼仪的好村风。每年春节、清明等节日，
高庄公墓上常不约而同地集聚百余位村民，深深
鞠躬、鲜花祭奠越来越多地取代了烟雾缭绕的鞭
炮、烧纸等旧俗祭拜。

“现在，15亩地的公墓已用了一半，下一
步，村里将在帮包单位公共事业园林局的支持
下，向上争取建设资金对公墓进行修缮，并种上
垂柳，让公墓的环境更加良好。”高庆峰说。

新风深深扎根的高庄村，百姓日子步步高。
如今，村里不仅有了光伏发电致富项目，还将建
设高标准的文化广场，多次被评为县级文明村。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张贺 报道
本报新泰讯 3月28日，走进新泰市基层党建信

息管理服务中心视频总调度室，工作人员正在认真查
看各村工作实时画面。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青云街
道福田社区干部正在接待来访群众，岳家庄乡辉德村
正在召开村“两委”干部工作会。新泰916个村的党
建工作情况全部做到了实时督察。

今年以来，新泰市依托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
育网络，设立了党建信息管理服务中心，通过建立
市、乡、村“三级视频网络”，实现村级党建工作全
覆盖监控、全过程管理和全方位服务。

“我们建立这个集调度、服务、督促等功能于一
体的监控体系，主要是强化对村级党建工作的督察，
确保基层党建工作任务落到实处，也为基层开展工作
提供便利。”新泰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桑民介绍说。

在网络建设上，新泰在市级设立总调度室，安装
了视频管理平台、流媒体服务器等设备，统筹调度全
市镇村党建活动开展情况。21个乡镇街道都设立了视
频监控室，并安装大型电子显示屏，实时录播本镇各
村居的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在全市916个村级党员活
动室、村干部值班室等场所，共安装摄像头1920个，
与乡镇、市级网络做到互联互通。

建好是基础，用好才是关键。在日常管理使用
中，新泰市探索实行“两督三察”工作法，特别是把
随时抽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督促工作落实。

“两督”，即在线查看督，安排工作人员在市级
总调度室轮流值班，通过监控随时查看基层工作情
况；记实留痕督，各乡镇将村级党建活动开展过程的
音像资料存入硬盘，市级安排人员每月查看一次。
“三察”，即做好村级党建活动日、村干部坐班值班
以及第一书记驻村等察看情况。

今年以来，新泰共组织党员集中学习6次，开展
党建专题活动4期，组织优秀党员事迹报告3次，帮助
第一书记解决困难问题70多个，规范了村干部坐班值
班，有力推动了基层党建工作开展。

□宇鸿 刘敏 报道
本报乐陵讯 3月14日，在乐陵市城区张枝梅村

末梢水质检测点，该市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取水进行
水质检测，仪器上显示余氯含量正常。“我们设立了
40个末梢检测点，定期采集水样检测，确保将安全水
送到千家万户。”乐陵市自来水公司经理赵富庆说。

乐陵市先后投入2 . 6亿元实施安全饮水工程，铺
设供水管网1618公里，建起加压泵站6处，将供水管
网延伸到了全市1089个村，68万城乡居民全部喝上了
黄河水。“实现了全市城乡供水一体化，更要保障供
水质量。为此，我们新建水源水库一座，以双水源供
给调节丰蓄枯用、保障饮水安全。现在，新建的丁坞
水库已经开始蓄水，今年就可使用。”赵富庆说。目
前，该市已形成了两座水库互保、两座水厂相连、一
张管网贯通、六座泵站提升的供水格局，保证了城乡
供水同源、同网、同质。

□本报记者 刘磊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李伟 白玉彪

2月27日，记者来到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奎一
村，干净、整洁的村居环境，鳞次栉比的青红砖小路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几年，奎一村不仅修了水泥路，村民的生活也一
天比一天好，完全没有了过去脏乱差的感觉。谈起令村
民拍手称快的改变，莫过于村南首垃圾沟的改造工作。

2003年，身为淄博世宏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的王世宏当选为奎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2009年2月，他和其他村委商议并征求村民意见后，
最终决定集资彻底改造村里的垃圾沟。一期工程150余
位村民和企业集资90余万元，王世宏自己便拿了50万
元。工程开工后，他每天搬个马扎坐在工地旁，一边
研究规划设计，一边监督施工，这一坐就是3个月。

2014年，他个人又追加50余万元，对村里的广场
进行了提升扩建。

“2003年刚上任时，村里正在进行电力改造，可
账面上的2万多块钱哪里够工程款啊。”王世宏说。为了
让工程顺利进行，王世宏再次从家里拿来了20万元先
行垫付，本打算慢慢找补，可13年来，垫付的资金越来
越多，对于找补一事他却再也不提了。从2003年以来，
王世宏已累计出资1000余万元用于村庄建设。

近年来，在王世宏的带领下，奎一村村居建设日
新月异，群众素质明显提高，文明新风发扬光大。
2015年，奎一村评选出“四德”典型693人，其中仁
德16人，孝德210人，爱德204人，诚德263人。

高唐县高庄52年前建起公共墓地，至今百余位去世村民在此安葬———

殡改半世纪 新风深扎根

□本报记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许俊华

在莱芜市莱城区，68岁的商人李登华，
经营“白布”生意十几年，如今他的店铺正清
仓处理，准备关门。“白布我是每米两块八进
的货，现在两元就卖。都处理完了，我就不干
了！”他沮丧地说。

与李登华一样，口镇村民刘福顺三代人
吹唢呐，是方圆五十里出名的喇叭匠子。“原
来忙的时候，我们一天接两三个活，现在一
星期还接不到一个活，丧事生意不好做了。”

刘福顺告诉记者。
门可罗雀的生意背后是简约不失庄重

的丧事现场。记者在高庄街道尚家庄村偶遇
一桩丧事，没有唢呐锣鼓，只有四个儿女在
83岁母亲灵前守孝，跑前忙后的理事会不过
几个人。口镇下水河村成立治丧委员会的同
时，建起了一座告别大厅，既方便了村民，还
刹住了大操大办的风气。目前大厅已承办丧
事22场，共为村民节约开支24 . 2万元。“原来
一场丧事要花好几万元，现在两千多元就办
完。”会长于来峰说。

前年开始，苗山镇常庄村在荒山上建设

村级公墓。从丧事到下葬，全过程服务、管
理，不但节约了土地，而且让村民渐渐养成
了文明祭祀的习惯。“村里修建公墓，提倡丧
事简办，不但让老百姓有面子，又省了钱，省
了心，确实是件好事。”母亲刚刚去世的村民
司志新说。

莱城区围绕移风易俗，在全省首创“宣
传发动、成立机构、制定标准、组织实施
和落实奖惩”的移风易俗“五步推进
法”，倡树丧事简办新风。去年全区共办
理丧事5000余场，节约资金2500多万元、人
工10万多个。

莱城区“五步推进法”倡树丧事新风

“白布”店的生意不好做了

□通讯员 刘连坤
记 者 王福录 报道

本报无棣讯 “在我们大张
邢王村，谁家办丧事，全部托管
给我们理事会，一场丧事下来比
邻村节省8000多元！”3月31日，无
棣县车王镇大张邢王村党支部书
记张金鹏说，“我们村才300余口
人，有的户门大，有的户门小，特
别是那些单门独户的人家，如遇
办喜事或丧事，真忙不过来。自从
成立了红白理事会，这些事情都
好办了。”

7年前，大张邢王村党支部
征求全体村民意见，选出7位德
高望重的村民，成立了村红白理
事会，全权负责每家的红白事。
谁家有事，理事会全体出动，妥
善安排各项活动。人手不够，由

理事会统筹安排外出打工人员
及时赶回村来，帮助办事。张金
鹏说：“我们定下一个村规民约，
所有参加帮忙的人员，全是义
务、免费，不让主家破费。仅此一
项，就可让主家节省6000—8000
元。”村民张君现在居住在100多
里外的马家山子镇台子村，到张
君这代人已迁出大张邢王村50
年。他的母亲临终前要求去世后
要回老家入土。张君很为难，回
老家大张邢王村寻求解决办法。
经过理事会商议，决定特事特
办，按照本村村民待遇进行了火
化安葬，没有让张君给村里出任
何费用。“下一步，我们还要再推
行生态安葬，不但给村民节省费
用，还要尽量节省占地。”张金
鹏说。

□通讯员 赵延怀
记 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汶上讯 “去年咱村
因为规定烟酒的标准和丧事规
模，每场丧事下来都能省个万
把块钱，今年还得把丧事不披
麻戴孝只戴黑袖章这条写进
去。”3月24日，在汶上县康
驿镇解庄村修改村规民约村民
代表大会上，村民代表李作成
发表自己的看法。

为刹住村民中互相攀比之
风，推进移风易俗，康驿镇连
续三年引导各村进行村规民约
的修订，把丧事简办、喜事新
办、促进村风民风逐步好转写
进了村规民约。全镇60个村全
部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每年
修改完善村规民约，倡导节俭

治丧、文明殡葬，破除人们传
统思想中的陋习。

像解庄村一样，很多村
红白理事会规定，人死后6小
时之内上报给镇里，一律火
化，头天不开丧，一桌不超过
100元，不超过十桌，一盒烟不
超10元，一瓶酒不超10元，不大
操大办，不披麻戴孝。村委开
追悼会，敬献花圈。此外，今
年又增加了丧事亲朋好友一
律佩戴由村理事会提供的袖
章、白花等条款，树立厚养
薄 葬 的 孝 德 观 念 ； 喜事新
办，一律不租用大型豪华车
队，本村街坊礼金一律不收
等规定。截至目前，该镇60个
村 都 进 行 了 村 规 民 约 的 修
改，惠及群众7万多人。

村村安装摄像头 市乡设立监控室

新泰党建督察

有了“千里眼”

康驿镇60个村

修村规民约树新风

车王镇大张邢王村

红白理事会有权威

聚焦移风易俗

乐陵城乡供水安全

实现全程监控

王世宏：自掏千余万

建设美丽乡村

□张环泽 李宗宪 报道
枣庄市山亭区积极扶持农民利用小麦、玉米等农

作物秸秆生产食用菌，既减少了秸秆焚烧对环境的污
染，又可获得较高经济效益，目前全区有2000多农户
依靠发展食用菌栽培项目走上富裕路。图为3月24
日，西集镇枫林家庭农场的农民在大棚内采摘木耳。

聚焦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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