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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吕光社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黄欣悦

初秋时节，田间处处散发着即将收获的
气息。9月1日午后，邹城市郭里镇高李村
“状元村”牌坊下，又一批今年刚考上大学
的学子与家乡依依作别。这个藏身在邹城西
南群山间的村落流传着“耕读传家，崇文重
教”的故事，影响着世世代代的高李人，也
造就了这里的人杰地灵。自高考恢复以来，
每年都有大批学子升入高校，到目前为止，
村里走出的大学生799人，博士、硕士生达20
余人，被称为“状元村”。

正在山东财经大学读研究生的“90后”
李崧峤，虽然年龄不大，但对家乡的传统文
化非常了解。他带记者来到村里的山东省文

物保护单位、高李李氏民居里，边走边将村
里的历史娓娓道来。

村里李姓人占三分之二，《李氏家谱》
上记载：“古邹境西南，福佑卧虎山。先有
高老庙，后有李家庄。”李崧峤说，高李村
原名高村，源于卧虎山下一个高老庙，后来
李家壮大后，将村子从老址迁到现址，渐渐
发展成现在的村落，1982年改名为高李村。

高李李氏民居可谓是高李村村居文化中
心。据《李氏家谱》记载，李家大院始建于
嘉庆时期，为李朝良及其后人所创建，大院
扩建历经110余年，形成了面积3万多平方米
的家族式建筑群。在清代以及民国时期，享
有“邹县西南第一村”的美誉。

李氏家族开始创业时，就重视教育，
“耕读传家”，蔚成风气。《邹志》记载，
早在明朝末年，时任布政司省祭的高村人李
春茂就在家乡兴办义学，让周围的乡亲子弟
都能免费接受教育。从那时起，义学一兴，
文风迭起，士子如云，科贡得中者不绝如
缕。因此，高李村的学子们在这样的氛围中
长大，潜移默化，受益良多。

尽管“状元村”里没出过状元，但是在
明朝时候的县志中记载，这个村出过很多进
士、贡士，特别是明清时期李家代代有人取
得功名。从李氏家族老祖宗李春茂开始，连
续十三代人都有功名。在高李村，崇文重教
的风气一直很浓厚，后期继承、发扬得也比
较好，考取的大学生自然也就多了，在邹鲁
地区才有了“状元村”的称号。

在高李村，人人都坚信“要有出路就读
书”，村民们都是想尽一切办法为孩子上学
创造条件。李崧峤说，高李村学习的氛围是
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以前过穷日子的时
候，家家不比别的，就比谁家供出来的大学
生多。有的一家3个孩子、5个孩子都考上大
学，而且一家有教授，有博士，有硕士，涌
现出各行各业的精英。上个世纪70年代末恢
复高考后的第一年，高村联中一个班40人，
有24人考上了大学。

此后，村里崇文重教的风气愈发浓重。

1981年一开春，没有经过动员，村民们就和
学校的老师一起到离村60里外的沙河用布兜
子抬沙，到山上用小推车推石头，盖起了当
时邹县农村第一座二层的教学楼。

行走在这个小山村，最吸引人的就是路
边一个个的“状元榜”，榜上展示的是这些
年高李村走出的大学生们。现在他们分布在
全国各地，在各行各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因为村里出的大学生太多，起初这种“状元
榜”做了四五十个，整条街都放不下。

今年高李村又有13人考上了大学，可高
李村村主任李治俊对此并不满足。他说，自
高考恢复以来，村里出了799名大学生，其
中又有很多人大学毕业后又考上硕士、博士

等。村里每年在大学开学的前一个星期举办
一次欢送活动，并让村里的中小学生参加，
在他们面前向考上大学的学子们发奖金、奖
状，激励年幼的学子发奋读书，再接再厉。
高李村人才辈出，这些人又成为下一代学子
的榜样，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除了“状元榜”，高李村路中间的一块
石头也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这块石头上窄下
宽，就像一支倒立的毛笔笔尖，名叫“文笔
石”。李治俊说，关于这座“文笔石”的起
源，村里很少有人知道，但是这座“文笔
石”却一直寄托着祖先对后辈们“文脉不
绝，书香永驻”的期望。

“状元村”诗书传家出学子
邹城市郭里镇高李村讲好“耕读传家 崇文重教”好故事，高考恢复以来走出大学生799人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尹彤
本报通讯员 范培倩

“美国白蛾在中国大部分一年三代，
以8-10月的二代危害最严重。近期设备一
直在进行远程监控，目前还比较平稳，没
出现激增的情况。”9月1日，济宁市慧胜
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长治告
诉记者，利用“病虫害远程测报机器人装
置”可以相对准确地发现区域内害虫发生
动态，为病虫害预防提供科学依据。

在公司里，记者见到了这台远程测报
装置。“美国白蛾通过黑光灯的吸引进入
到这个盒子里，盒子四周的高压电网将其
电死后，白蛾掉入载虫板上。内部的高清
摄像头对其拍照后将信息传递网站后台，
从而准确记录昆虫的数量。”李长治说，

此外，装置上还配备风向、光照强度和温
度湿度传感器，可以实时记录当时的环境
状况，对于后续分析虫害有很大的帮助。
“目前任城区安置了7台设备，主要是和
任城区林业局、东华园林苗木种植基地合
作。”

美国白蛾的危害巨大。以往，林业部
门都会在其高发季提前组织养护人员对各
自责任区域内的园林植物加强巡查，但毕
竟人力有限，不可能实时现场监测。“能
否开发这样一种仪器，将虫害的情况实时
传递过来？”根据林业部门的个性化需
求，济宁市慧胜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
技术人员为其“私人定制”了这款病虫害
检测设备。每半小时搜集一次信息，每台
机器覆盖50亩，准确知晓美国白蛾的变
化，大大节约了人力。

“其他公司此前也有类似的产品，但
能传递图像是我们公司的专利。”李长治
说，其他产品只能得知大致数量，但因为
没有图像，无法确定是不是美国白蛾。公
司研发的仪器，可以将白蛾的影像传递过
来，方便随时调取查询。目前公司正在开
发“农林业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手机
APP，其“有害生物监测”模块就是为了
让工作人员随时掌握病虫害发生情况。

病虫害监测只是该公司农林业大数据
平台中的一部分。李长治告诉记者，现代
农林业面临个体农户和大市场信息不对称
的情况，时常出现的跟风种植往往会导致
市场行情剧烈波动。为服务于农林业，破
解这一难题，公司依托北斗导航的定位功
能，开发了平台七大系统，通过综合采集
种植面积数据、作物长势数据、生产管理

数据、市场行情数据等相关信息，对市场
行情开展精准分析，通过优化种植结构，
帮助农林企业化解市场风险，而且平台还
可以提升生产自动化的水平，降低生产经
营成本。

“比如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对作物的苗
情、生长状况及其面积变化进行宏观监
测，完成作物的生长状况、肥力等数据采
集。也可以利用定位功能，准确掌握金乡
大蒜的种植面积，从而估测大蒜的产量，
对价格起到指导作用。”李长治说，此外
依托该数据平台也能为有需要的农林业部
门提供定制化服务，比如病虫害监测功
能。“目前平台仍在开发阶段，只有部分
功能投入使用，预计9月下旬全面上线推
广。届时我们将和农林业部门进行合作，
为精准农业的发展助一臂之力。”

□ 本报记者 王德琬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张美荣

在兖州物流园区建设指挥办公室的墙
上，醒目地挂有一张兖州全境地图，上面
清晰地标注出六块区域，这代表了兖州今
后十年的现代物流产业整体发展思路，即
“两港两区两中心”的发展格局。在今年
的济宁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把兖州定位
于枢纽型物流中心。如今，一张物流产业
发展蓝图已然被勾勒分明，今后五年，区
域性枢纽型物流中心将成为兖州这座工业
老城的新名片。

大物流撬动大产业，大产业带动大城
市。兖州区是老工业基地，区内有造纸包
装、橡胶轮胎、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六
大支柱产业，239家规模以上企业，产业
的迅速发展为现代物流业发展提供了持续
增长的物流市场需求。位于327国道一侧
的太阳纸业工业园外，一辆辆大型货车鳞
次栉比，这些车辆都来自于当地的金德物

流有限公司，该公司直接为太阳纸业提供
纸浆及纸制品仓储、配送等第三方物流服
务，对其产品在国内作全程运输。公司副
总经理刘贤贤介绍，他们每年将太阳纸业
200余万吨的生活纸和成品纸运往全国各
地。物流在压缩商品库存量、节约库存占
压资金、提高设备利用率、保护商品等方
面蕴藏着巨大经济效益。为了给客户节省
成本，他们总是在各个环节节约时间。

“工业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生产性
服务业，特别是物流业的发展，改善和发
展物流，可以大大加快商品流通速度，降
低企业资金占用成本、储存运输成本，加
速资金周转，促进企业在单位时间内创造
更多的物质财富。”8月14日，兖州区委
书记王宏伟在区内物流企业调研时提出。
但目前，兖州区物流业企业虽有5 0 0余
家，但真正有规模、能提供全面综合物流
服务、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不多，企业
“小、散、乱”现象比较严重，而且没有
建立统一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企业“单

打独斗”的现象比较多，经常出现“货找
不到车、车找不到货”的现象，配送效率
不高，物流业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经济发展。为此，王宏伟强调说，“要把
兖州交通优势转化为物流产业优势，整合
‘小、散、乱’，瞄准大企业、大品牌、
智能化，引进和培育竞争力、综合实力强
的物流企业，做好公铁空港无缝对接文
章，尽早打造物流中心平台，为兖州新旧
动能转换再添新动力。”

此次规划建设的“两港两区两中心”
眼光远、标准高，“两港”即公铁联运物
流港、航空物流港；“两区”即综合服务
区、保税仓库区；“两中心”即国际商品
展销中心、快递物流中心。按照“三年打
基础、五年成规模、十年创新高”的总体
目标，兖州区将加大基础设施和招商引资
力度，加快现代物流园区建设。利用三年
时间，完成园区内所有企业和村庄的搬迁
及土地征收，园区内基础设施实现“九通
一平”，力争引入3—5家大型物流企业，

2家以上物流企业实现正常运营。航空物
流港完成高点定位的规划，实现物流中心
与机场的同步建设；利用五年时间，完成
公铁联运物流港全面建设任务，现代物流
体系初步形成，航空物流港投入使用，建
成全国示范物流园区，成为区域性枢纽型
物流中心；利用十年时间，进一步扩大两
大物流港规模，拓展外延和内涵，与整个
现代物流园区建设融合发展，建成集中欧
班列、航空、港口、公路等多式联运的国
际化物流园区。

随着机场、高铁、多式联运物流园区
的加快建设，兖州的交通区位优势将越来
越明显，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等将
“泉涌”般地涌向兖州。对此，兖州区提
出要算清“四笔账”抓招商，一是给政府
的税收贡献账，二是给当地企业的降本增
效账，三是给市民群众的就业收入账，四
是给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账。目前，初步
规划方案已经形成，已与国内知名物流企
业和快递企业确定合作。

兖州：老工业基地绘出物流蓝图

农林业大数据：精准农业的助推器

□记者 王德琬 吕光社 报道
本报济宁讯 9月1日，记者从济州古城与运河文化研

讨会上获悉，总占地约1863亩、总投资约55亿元的济州古城
项目将于近期奠基，年底正式开工建设，规划设计图纸已经
出炉。

据了解，济州古城项目位于南张街道内，地块西至西
外环路(105国道)，东至济安桥路，南至金宇路，北至枫杨
路和任城大道。“济州古城”项目在功能布局上划分为
“一核、一环、两轴、三区”。其中，一核为古城传统文
化展示核，一环为大运河文化体验环，两轴为横向发展轴
和纵向发展轴，三区为古城休闲度假区、生活配套服务区
和运河民居博览区。

目前项目区拆迁已完成95%，正在进行引水工程建设
和项目供地工作。项目计划近期奠基，年底正式开工建设。
建设周期为自项目开工之日起5年，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分
3—5期建设。主要建设内容为：挖掘济宁市历史文化内涵，
打造特色文化旅游古城，发展壮大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建设
文化旅游景点设施和旅游服务配套项目及特色风貌居住
区，将古城打造成济宁及周边区域文化旅游集散中心和文
化旅游产业引导的新型城镇典范项目。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郭洋 报道
本报济宁讯 8月26日，省科技厅在济宁市组织召开

由鲁南技术产权交易中心承担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项目子
项目——— “鲁南技术产权交易平台”项目验收会。由北京
交通大学冯华教授担任组长的验收组5名专家听取了子项
目承担单位的工作汇报，审查了相关验收资料，经质询、
讨论，验收组一致认为：项目承担单位完成了合同规定的
各项任务目标，验收合格。

鲁南技术产权交易中心2015年承担了国家火炬计划重
点项目子项目———“鲁南技术产权交易平台”项目，项目实
施期间，建设完成了以“发掘市场需求、整合科技资源、提供
增值服务”的特色科技服务公共平台，项目获得验收专家好
评。平台运营后，每年增加技术交易超过200个项目，增加交
易额2亿元以上。承担起济宁市每年5112件以上专利、322件
以上科技成果的宣传及推广和中介任务，为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及其他机构和个人极大地拓宽了进入市场的通道。

济州古城项目年底开建

总投资约55亿元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济宁市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总体方案（讨论稿摘要）（2017年-2021年）》
正式公布，济宁市将形成传统动能加快升级与新动能加速
成长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统筹创新、改革和开放三大动
力，聚焦园区、企业和项目三大引擎，集中突破信息产
业、装备制造、能源化工、纺织服装、新材料、文化旅
游、现代物流、现代农业、医养健康、金融业等十大产
业。到2021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36%。

5年内，济宁市将构建8个“新旧动能转换区”。其
中，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园区）把开发区建成各县市区
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平
台，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载体。

五年内服务业增加值

占比超过50%

鲁南技术产权交易平台

顺利通过验收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高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9月1日，济宁市“我为农家书屋献爱

心”捐书惠民活动正式启动。此次活动以建设“农家书
屋”为目标，以党委和政府职能部门配合、机关事业单位
和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参与为主要形式，确保全市6308个村
（社区）的“农家书屋”有足够的存书量。

“我为农家书屋献爱心”

捐书惠民活动启动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徐恩利 报道
本报微山讯 近日，记者获悉，针对2016年以来涉及乡镇

（街道）的信访举报件，微山县纪委通过采取向乡镇党委发函
交办，进一步压实基层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主体责任。

微山县纪委通过梳理重点线索，针对村级换届年信访
问题增多等实际情况，梳理筛选出纪检监察重点信访问题
线索23件。对梳理出的涉及13个乡镇（街道）的重点信访
问题线索，微山县纪委书记亲自批示，采取向乡镇党委发
函、党委书记阅件处置的方式，在全县纪检监察机关执纪
审查工作座谈会上进行集中交办。要求各乡镇党委做到领
导包案、责任到人，把握落实好双向承诺制，及时报告信
访举报件有关办理进度，县纪委主管协作区指导的常委、
副局长跟踪督办，将信访矛盾化解到基层，稳控在当地。

微山县纪委：多举措压实

基层纪检监察信访主体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济宁是孔孟之乡，运河之
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在这片文化
沃土上，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济宁人一直在行动。《大众日
报·济宁新闻》特推出《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 济宁故事》栏目，深
度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故
事，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
值，呈献精神食粮和文化盛宴，
引导读者争做中华文化的笃信
者、传承者、躬行者。

□记者 孟一 报道
诵经典、拜先师、临书帖……9月1日，曲阜市实验小学“开学第一课”：让优秀传统

文化走进小学课堂，激发小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兴趣，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良好的
人文素养、道德品质和人生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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