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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到如今的网红村，寿光
市田柳镇东头村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一场“艺术
改变乡村”的涂鸦艺术活动吸引了100多名艺术家
到东头村进行涂鸦创作，以大街小巷作舞台，以传
统和地方文化为素材，将东头村画成了远近闻名的
“网红村”。下一步，田柳镇将以这次涂鸦艺术活
动为带动，重点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带动民宿、餐
饮及其他行业的发展，以旅游业拉动当地经济发
展，推动乡村振兴。

□ 本 报 记 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刘瑞华

今年端午节假期，在通往山东海拔第一
村临朐县嵩山生态旅游区淹子岭的九曲十八
弯山路上，“咬着尾巴”上山的汽车在满目
苍翠中闪现。这里号称潍坊“小西藏”，有
“一脚踏四县，鸡鸣闻三市”之称。山顶新
建的两个大停车场，停满了鲁B、鲁Q、豫
A等外地牌照的轿车。一座座大房车里，住
满了游客。他们都被这里的乡村美景陶醉
了。

如今的“齐鲁最美田园”淹子岭村，在
4年前还很偏僻闭塞，五道山梁夹着三条深
沟，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崎岖旋转的山
路，高悬石崖的村落，风蚀雨琢的石屋……
这是城里人眼中的世外桃源，却是山里人欲
破难立的屏障，贫瘠和落寞成为这里的代名
词。村里许多老人，甚至一辈子没下过山。
逃离这片荒山野岭，是村里年轻人唯一的出
路。村民靠天吃饭，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
淹子岭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直到
2015年，全村只有一辆旧面包车，是全县有
名的穷村。

2016年，临朐县全域旅游发展的春风，
唤醒了沉寂的淹子岭村。他们发扬愚公移山
的精神，不到半年，打通了山路。村民走出
大山，先后到寿光、沂源等地参观学习，联
合周边村建起了万亩高山蜜桃基地。村民衣
明君种着800多棵桃树，去年收入过10万
元，像他这样的种桃户占全村三分之一。

青山绿水的满目桃园，让赏花经济成为
了村民的又一致富渠道。每年4月，万亩桃
花盛开，南北纵深10公里的嵩山蜜桃旅游观
光带，吸引游客流连忘返。“等到花谢了，
蜜桃成熟，游客们又会来享受采摘乐趣，形
成‘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果’的旅游链
条。”淹子岭村支书国成勤说，每到节假
日，游客日均流量1000人次以上。

淹子岭村芳名远播，外地游客纷至沓
来，慕名来淘“山货”的客商络绎不绝，于
是村里陆续建起了黑小米、高山蜜桃等特产
门店，村集体收入也水涨船高。去年，仅旅
游业就为村集体带来40万元收入。

村党支部将市场前景看好的蜜桃，以
“村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形式发动村
民广泛种植。2017年初，村干部先带头自筹
资金成立合作社，让村民通过土地入股，让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这

样，每年净利润的50%按亩分红给农户，同
时提取净利润的10%作为村集体收入。

村民国成忠算起去年的收入账，“土地
流转合作社，3亩山地700多块钱，打工挣了
1 . 5万元，蜜桃卖出去了，还有3000多元的
分红。”

林果种植和旅游业让村民富了起来，淹
子岭村却没有停下产业振兴的脚步。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回来了，有的搞农家乐，有的开
饭店，都与乡村旅游相结合。去年，村民孙
启强辞去了县城的工作，投资4万多元改造
了4间房屋，开起了“农家乐”。“我们这
儿，羊、山鸡是村民自家养的，生菜、芹菜

等蔬菜都是自家种的，主食也是我们这里的
特色苦杏饭、苦菜窝窝头等。”孙启强说，
开业当月净收入近两万元。

巢好凤来栖。落户淹子岭的总投资5000
万元高山房车露营基地项目已走上正轨。据
悉，这是全省第一家高山房车项目。“我们
重点打造黑虎台观光区，增设木栈道、凉亭
和相关旅游设施，建设房车位60个、露营帐
篷位120个，能够一次接待游客500人。”项
目负责人王之晓说。

来自淄博的王朗带着爱人和孩子体验了
房车。“早就听说淹子岭上有大房车，来了
一看果然很有特色，里面厨房、空调一应俱

全，非常方便，我提前3天才预约上呢！”
不仅农家乐、民宿、房车生意红火，村

民们的黑小米、黑土豆、熏腊肉、笨鸡蛋等
土特产也都俏销，村民的赚钱路子越来越
宽。目前，全村38户，已有22户买了私家轿
车，村里还专门建起了停车场。

走“生态路”，念“致富经”，打“产
业牌”，变田园为景区、农家为客舍，把农产
品变成旅游商品，以旅助农、以农兴旅，淹子
岭乡村游产业正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下一
步，我们将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继续搞好旅
游发展，让村民的钱包更鼓，日子更红火。”国
成勤对淹子岭村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 殷明 都镇强 杨新斐

于龙喜从事养殖已经近20年，从昔日小
打小闹到现如今的国家级畜禽标准化养殖
场，可谓是远近闻名的养殖高手。肉鸡出栏
了，但留下的粪便和废水如何处理？一次偶然
的机会，让于龙喜决定尝试生态循环经济。从
2013年开始，他在临近养殖场南侧的潍坊市
坊子工业发展区北眉村二村流转300亩土地，
尝试发展种植业，也让养殖场产生的粪便与
污水有了再次循环利用的去处。

头几年，于龙喜搞农业没有经验，纯属闷
头琢磨。一开始，于龙喜在承包的土地上种玉
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但由于土地灌溉条件
差，导致年年亏损。实际上，于龙喜承包土地
的北眉村二村村民也是守着土地刨不出“金
疙瘩”。据北眉村二村党支部书记辛登虎介
绍，村民种植粮食收入较低，由于离市区近，
年轻人多跑到城里打工去了，甚至连土地的

流转费用都很低，只需要每亩500元左右即可
流转出去。

坊子工业发展区党工委、管委会注意到
了于龙喜返乡从事农业的事情，主动上门服
务，从源头上为于龙喜的发展出谋划策，并以
此带动北眉村二村村民共同发展。2016年冬
天，在坊子工业发展区组织下，于龙喜与辛登
虎等人一起到临朐县、大连市等地取经。“看
到了我们与人家的差距，也看到了高效农业
的前景。于是，我和辛书记一商量，回来成立
合作社，抱团儿发展高效农业。”于龙喜说。

2017年，首批包括于龙喜、辛登虎在内10
名社员的坊子区瑞丰祥种植专业合作社成
立。通过外出取经，于龙喜、辛登虎等社员决
定在流转的土地上种植大棚果树，品种选择
了金丽人黄金桃、樱桃等。同时，坊子工业发
展区党工委、管委会引导扶持北眉村二村成
立了由5名党员组成的瑞丰祥合作社党支部、
由10名党员群众组成的瑞丰祥现代农业示范

园理事会，走“党建+合作社+农户+N”的新型
发展路子。

“工业发展区还聘请专家对园区进行高
点定位、科学规划，为我们园区硬化绿化周边
道路，完善基础配套。目前，已吸纳300余户村民
流转土地1000亩，支部每周至少开展一次业务
培训，科技兴农增强发展动力。下一步，我们还
要继续吸引村民入社。”辛登虎告诉记者。

于龙喜的国家级畜禽标准化养殖场就在
园区北侧，他们开始推行禽畜、果树、蔬菜“三
位一体”，养殖—沼气—种植循环利用的立体
生产模式。为此，合作社投入200万元购置了
专门的粪污处理设施，利用“农牧副产物集成
化快速处理与高值化利用”新技术，将养殖禽
畜所产生的粪便通过发酵作为活性微生物培
养后当做有机肥料用于园区内种植树木。“我
们形成了‘就地取材-原位处理-就地利用’
的生态循环产业新模式。今年下半年，我们还
计划建设1000立方米的沼气池。”于龙喜说。

2018年5月份，合作社的金丽人黄金桃上
市，通过线上、线下等途径促销，销售额达70
余万元。不过，于龙喜对此并不满意。在他看
来，整个园区的产量不够，跟不上经销商的需
求，主要症结还是在于缺乏经验，导致管理没
有完善，输在了亩产量上，“今年亩产在2000
斤左右，如果管理完善，每亩3500斤的产量没
有问题。”

由于距离潍坊主城区较近，且交通较为
发达，有城市主干道直通北眉村二村。为此，
瑞丰祥合作社开始谋划“农旅+N”结合模式，
以此拓宽农民致富新途径。“我们丰富发展服
务业态，促进农旅一体化发展，打造‘月月
有花赏、季季有果尝、处处有景观、时时有
休闲’的高端现代农业示范园。目前，14个
金丽人黄金桃大棚，4个布鲁克斯、美早樱
桃大棚等已完成，规划建设石榴、樱花、紫
藤、玫瑰等长廊1000米，休闲休憩小屋10
个。”于龙喜说。

新新 锐锐 大大 众众 客客 户户 端端 导导 读读

详细内

容请见新

锐大众潍

坊县市区

频道

乡村振兴为山东海拔第一村带来新气象

山顶建起停车场 房车开进“小西藏”

乡乡 村村 振振 兴兴 看看 行行 动动

月月有花赏 季季有果尝 处处有景观 时时有休闲

高效农业积蓄乡村发展后劲

□ 本报记者 张 蓓 宋学宝

6月26日，在一家美容店内，美容师正在
给客户做面部护理，只见其将一团透明黏稠
状物均匀地敷在顾客脸上。

这团透明物体正是从芦荟当中提取的芦
荟凝胶。

开美容店，做芦荟美容。干这事儿的竟然
是一名80后小伙子——— 刘浩。他一开始干的
可不是美容业，而是单纯种植芦荟，靠卖芦荟
原料为生。

2006年，刘浩大学毕业去潍坊一中当了
一名音乐老师。但喜欢闯荡的性格使他最终
辞职选择北上，到北京开了一家音乐工作室。
搞音乐之余，刘浩从一位生物学博士那里偶
然得知了芦荟种植具有非常大的市场前景，
于是，返乡创业的念头在他脑海中萌发了。
2012年，刘浩发起成立了昌乐宜仙堂芦荟专
业合作社，一双弹吉他的手拿起了农具，开始
了农耕劳作。

芦荟的品种有很多，价格差异很大，但是

幼苗的样子看起来却差不多。他第一次购买
幼苗就被坑了，用高价买回了低价的品种，种
下的芦荟生长周期长。这一次，刘浩损失了几
十万元，同时还丧失了乡亲们对他的信任。大
家伙儿觉得，一个搞艺术的怎么可能懂农业，
带领大家致富，更是天方夜谭了。

在家人的支持下，合作社度过了危机，但
是一直不成规模。“当初我们的产业模式不
行，产出的芦荟只当做初级农产品销售，去饭
店和农贸市场批发。”刘浩说。产业模式的低
端，直接造成了农户的参与度不高，一棵五年
生的25斤到30斤的芦荟原株只能卖到两百多

块钱。大家都觉得种芦荟收益一般，不如种植
其他农作物赚钱。

刘浩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由于潍坊市支持
大学生返乡创业，刘浩的公司成功进驻潍坊市
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并享受到了一系列待遇。
这期间，创业导师对他讲：芦荟经过深加工，可
以大大提高产品附加值，比如美容产业。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自家种着芦荟，做起
芦荟美容来自然有着先天的优势。刘浩开始
自己研发美白、补水等芦荟美容产品，并将自
家成立的品牌“宜仙堂”上市销售，他也从一
个原来单纯的芦荟种植户变成了品牌运营

商。短短几年，补水系列、逆龄紧致系列、面
膜、气垫cc霜、芦荟胶、仙人掌系列应运而生，
目前，共研发了9个系列80余款芦荟、仙人掌
美容产品。由于刘浩用的原材料是自家产的
绿色植物，而且主打芦荟产品，让“宜仙堂”很
快在行业内树立了较好的口碑。如今，已跟全
国近千家美容院进行了合作，而他的芦荟美
容店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花结果。

现在，凭借近500亩的种植面积和80余款
纯植物美容养生产品，“宜仙堂”成为长江以
北最大规模的芦荟产品生产研发基地，现在
已经有20多家社员入股。

从芦荟种植户到品牌运营商

刘浩：大棚里念起“美容经”

寿光———

文化旅游助推乡村振兴

最近，总投资50亿元的潍水田园综合体项目在
昌邑市石埠经济发展区坚定有序推进，一幅壮美画
卷如诗意般初绽在潍河东岸。项目核心区樱花长廊
已完工，金字塔形的立体种植阳光温室雏形初具，
占地1 . 8万平方米的高科农业展示中心已完成主体
建设，智能育苗大棚鱼菜共生系统进入设计实施阶
段。据了解，该项目是山东省唯一省级田园综合体
建设试点项目，规划占地面积3万亩，重点打造
“一带一廊两翼三组团”，计划2019年建成运营。

昌邑———

打造田园综合体

发展样板

“合作社带民致富、农旅融合助农增收、民生
项目方便新生活……”一个个细微变化，一串串精
彩故事，装满了“三农”发展的大箩筐，甜美了山
乡百姓的幸福生活，引得群众纷纷点赞。截至目
前，临朐县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1778家，新增农业
示范园区、家庭农场49个，新发展果品面积5万
亩，新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品牌6个，受益农
户20多万户。2017年，在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中，民生支出占83 . 7%。总投资8 . 2亿元的县文化中
心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市民休闲娱乐、文化交流展
示的重要平台。

临朐———

“三农”发展甜美蝶变

今年以来，昌乐经济开发区紧紧围绕新发展理
念打出新旧动能转换组合拳:依托优势产业招商引
资，强链补链；以投融资机制为改革重点，破立结
合，注入发展活力；以作风建设为保障，优化软环
境软实力，推动区域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对总投
资7 . 8亿元的纳佰味食品、智能机器手、精密自动
化设备等5个在谈项目，安排专人全程跟踪服务。
确保年内引进过亿元项目10个以上，超额完成年度
招商引资任务。

昌乐———

经济开发区打出

新旧动能转换组合拳

为推动党员进党校培训工作提质增效，滨海区
结合实际，大力构建“5+4+3”教学质量评估体
系，通过创新评估路径、细化评估对象、强化结果
运用，真正确保培训结实果、落实效。截至目前，
全区已成功举办区级培训班17期、培训党员4655
人，全区党员素质能力在党校“大熔炉”中得到显
著提升。

滨海———

推进党员进党校培训

每逢假日，淹子岭房车露营公园里，许多游客远道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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