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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尹彤 姜国乐
通讯员 邱伟 孙欣 报道
本报嘉祥讯 “虽然俺村现在没法按

接骨张村的路子走，但张书记给我们指了
一条新路，和万张街道的供销社合作，预
计村集体每年可增收2万元。”8月23日，嘉
祥县马村镇大碾王村党支部书记王杨云深
有感触地说，双向挂职这三四个月，自己
在接骨张村学到不少，这“对子”接上
了，以后两村的干部就像走亲戚一样，可
以随时走动学习。

这两年，大碾王村的各种基础设施都比
较完备，但究其根源是因为其在美丽乡村示
范片区里，有上面的资金帮助。可村集体本
身没钱，没能为村民谋福利，结果导致威信
下降，村里人心不齐。在去年的群众满意度
电话抽查中，个别村民对村里不满意，考核
成绩不理想。

今年5月下旬，嘉祥县在深入开展“大学

习、大调研、大改进”活动的基础上，大力实施
农村干部素质提升年工程，选派27名农村党
支部书记进行双向挂职：薄弱村党支部书记
到经济强村挂任党支部副书记，同时强村党
支部书记挂任薄弱村“第一书记”；潜力村党
支部书记到嘉祥地域相近、发展较好的先进
村挂职学习，担任党支部副书记。王杨云去双
向挂职的地方就是万张街道接骨张村。

提起接骨张村，算得上是万张街道的
“明星村”，在今年嘉祥县大排名大考核年
中考评中更是荣获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这
些年，接骨张村各方面工作都名列前茅，尤
其是发展集体经济，村党支部书记张庆伟和
阳光农科合作，自己从承包工程款中抽出
10%的资金，流转了村北的350亩地种毛豆、
西兰花、甜玉米，双方签订保底收购合同，
并根据收购品质和产量以收购价格的5%作为
二次分红交给村集体。粗略估算，一年三季
村集体就能增收十万元以上。

双向挂职开始后，张庆伟到大碾王村挂
职第一书记，在主题党日上，他提到接骨张
村的发展模式，迅速成为村民热议的焦点。
“虽然大家都很看好我们村的发展模式，可
想要完全套用，大碾王村目前还没有这个条
件。”张庆伟事后找王杨云商量后，推荐村
里和万张街道供销社合作种植小麦，由供销
社统一提供麦种、收购价格每斤比市场价高
五分，还提供一次飞防打药，供销社每斤再
拿出五分钱留给村集体。这样一来，村民和
村集体都能增收。经过做工作，今年已经有
400亩土地加入供销社。

除了在本县挂职，还有11名村党支部书
记到济宁市任城区、汶上县、菏泽市巨野县
挂职，总结和吸收外地的先进经验，增强工
作本领。

仲山镇仲山北村党支部书记司正国去任
城区长沟镇水牛陈东村挂职，村党支部书记
陈杰是干了29年的老支书，党性特别强。从

他上任后，水牛陈东村就从原来的上访村变
成了村民团结、村集体富裕的优秀村，各项
工作推进快、效果好，究其根源就是最大限
度地发挥了党员的带头作用。

“很多工作仅靠村‘两委’去推进太
难。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去宣传发动，效果就
不一般。”司正国说，在水牛陈东村待了几
天，陈杰将自己如何调动党员开展工作的做
法“倾囊相授”，回来后司正国一方面加大
对党员的管理力度，增强向心力，另一方面
发动党员到村民家中宣传政策，逐步推进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原本低价承包出去
的集体土地、坑塘等收回，清理后重新拍卖
发包，为集体增收18万元。

嘉祥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直机关工委
书记陆信凛告诉记者：“开展双向挂职，是
用管理乡镇干部的方法培育村党支部书记，
提升组织力，不断增强村党支部书记‘头
雁’引领作用。”

手把手传授 融入式锻炼

嘉祥农村党支部书记双向挂职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孔浩

62岁的于光彩是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中陈郝村村民，
30多年来，他自发保护村里的古瓷窑遗址，并将自己发
现、收藏的数百件珍贵古瓷器全部捐给了中陈郝村古瓷博
物馆。

8月20日上午，当记者来到中陈郝村采访时，于光彩
正趁着闲暇的片刻在村头田间转悠，防止有人偷挖瓷片，
破坏古瓷窑遗址。他告诉记者，中陈郝村历史悠久，是我
国北方地区瓷器烧制业的发祥地，有“江北第一窑”和
“鲁南瓷都”美称。早在1400多年前的北朝时期，这里就
开始烧制瓷器，并且形成了交易市场。历经隋唐、五代至
宋元，瓷器市场兴旺昌盛，瓷窑遍布村庄四周。村里的许
由河直通微山湖，将瓷器运送到大江南北。

于光彩说，他自幼在中陈郝长大，对村子的历史了如
指掌。他小时候，村民盖房子、耕地，经常挖出来很多瓷
器，大部分都是生活用品，如碗、盘子、罐子、坛子等。
但那时人们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没把这些瓷器当好东西。
他高中毕业后回到村里，相继担任了团支部书记、村主任
职务。1987年秋天，山东大学历史系和枣庄市博物馆联合
对中陈郝村古瓷窑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部分文物，确
定了烧制瓷器的时间。于光彩参与了这次发掘，被文物专
家们渊博的知识所吸引，从那以后，在农闲时便想方设法
查找资料，并到市博物馆请教专家，结合着村里经常能见
到的各种瓷器及碎片，学习瓷器考古知识，逐渐掌握了鉴
赏考证及瓷器修复技巧。现在只要是中陈郝出土的瓷器，
他打眼一看，就能说出是哪个朝代生产的，具有什么样的
特征，有着多高的价值。

参加完考古发掘后，于光彩便开始自觉保护村里的瓷
窑遗址，看到有人在遗址上采土、挖坑，就及时制止。听
说有村民从地下挖出了瓷器，他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看到瓷器品相好、造型奇，总是想方设法留下来，以免瓷
器流失或破坏。就这样，30多年时间里，于光彩收藏了大
大小小的瓷器数百件，都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前几年，
村里筹建全国第一个村级古瓷窑博物馆，于光彩被聘任为
馆长，他将自己收藏的瓷器全部无偿捐出。

中陈郝窑址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于光彩说，他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为了保护好古
瓷窑遗址不被破坏，他愿意终生守护。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胡克潜 张肇伟

“大爷，可算是找到您了，您是这孩子的救命恩人，
我们一家人在这里给您跪下了。”8月28日上午，家住汶
上县南旺镇太平村的付吉明老人家门口围满了人，来自嘉
祥县大张楼镇运山村的山长省一家几次要给老人下跪谢
恩，都被老人拉了起来。

8月16日下午3点多，正在京杭大运河里驾船打鱼的付
吉明，突然听到岸边有呼救声，循声望去，隐约发现不远
处两个孩子溺水了。他赶紧放下渔网，驾船赶去救人。靠
近孩子以后，付吉明使尽全身力气先后将两个孩子拉上了
船，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看到孩子们已没了意识，
他赶紧帮助他们把肚子里的水吐出来。很快，众人赶到，
合力把孩子们送去了医院。

这时，付吉明才感到心口处痛得厉害，几欲昏厥。跌跌
撞撞回到家中，付吉明赶紧吃了药躺下，许久，心口处的疼
痛才略有减轻。原来，现年64岁的付吉明，患有心脏病多年，
体内放有支架，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两个落水孩子中，有
一个虽然只有13岁，体重却足有150余斤，平常老人根本拖
不动。“当时光想着救人了，我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劲。”
付吉明事后才知道是用力过度引起了心绞痛。

付吉明的邻居付建华对记者说，老人命运坎坷，小儿
子意外去世后，体弱多病的老两口和两个年幼的孙子相依
为命，平时除了种地收入，就是到运河里打鱼贴补家用，
生活比较艰辛。付吉明还是一名有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
员，当过多年村主任，在村里威望很高。临走时，山长省
一家欲留给老人1万元钱作为酬谢，老人执意不收。

薛城一村民30多年

自发保护古瓷窑遗址

汶上六旬老党员

勇救落水俩少年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朱道国 李 明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十余年
来一直在孩子学校旁边租房陪读，给孩子择
校是无奈的选择。”家住泰安旅游经济开发
区、高铁新区(以下简称“两区”)大官庄社
区的刘芳告诉记者。今年大官庄社区旁边的
泰安实验中学建成后，孩子刚好上高中，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流的教育资源。泰安实
验中学硬件、师资等配备都很强，漂泊十余
年的刘芳终于回到了“老家”。

泰安实验中学负责人王冲介绍，今年9
月如期投入使用的泰安实验中学是泰安市教
育局直属的一所公办高中学校。学校实行全
寄宿、封闭式、精细化管理。校园西侧是三
幢连体教学楼，每个年级相对独立，能容纳

60个班教学规模。
除了泰安实验中学外，两区今年还有四

所新建学校同时开学，分别是泰安师范附属
学校(高铁硕园校区)、泰安市岱岳区智源小
学、泰山学院附属中学(高铁校区)、泰山区
万官路学校。

现在，走进两区的学校，图书室、阅览
室、电脑室、多媒体室、实验室等一应俱
全。学校实现了千兆进校园，千兆到桌面，
无线全覆盖的网络架构，并且为每位学生免
费配备3800元的学习专用平板电脑。“以前
家里条件好点的，都送孩子去外地上学，现
在在家门口就有好学校，看着学校一步步变
好，我想在这里教一辈子书。”泰山学院附
属中学(高铁校区)新入职的老师纷纷感慨。

开元中学在去年投入使用，为了避免出
现因接送孩子而导致交通拥堵的现象，学校

将校园内缩，在学校周边建设了500余个家长
专用停车位，方便了家长接送孩子。今年新投
入使用的五所学校均建有大量地下停车位，
学校内部不允许车辆出入，客人来访、家长接
送均进入地下，确保了孩子们的安全。

此外，学校为每位学生准备了午休房
间，确保孩子们中午能有地方休息。房间为
4到8人间，均配有独立卫生间和空调，并有
专门的生活老师负责。在两区，校外小饭桌
没有了市场。

近年来，两区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位置，把教育当作头等民生大事来抓，大
力实施教育民生工程，把有限的财力优先用
于教育等民生事业。共规划建设幼儿园10
处，中小学8处，总投入资金约20亿元，总
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

工程建设中，两区领导班子带领全区干

部群众干在实处，走在前列，高起点规划、
科学选址建设，抢抓工期，严格落实标准。
仅仅9个月时间，泰安师范附属学校(高铁硕
园校区)建成使用；15个月时间，泰安实验中
学拔地而起。“承建泰山区万官路学校运动
场以来，24小时不间断施工，一定要赶在开
学前将学校操场建设完毕，让孩子们迎接新
的学习、锻炼环境。”山东天成运动设施有
限公司项目经理张际祥说。

“通过高点定位，高位发展，把全市最
优质的教育资源吸引到这里，解决孩子们上
学难问题的同时，让他们享受到一流的教
育，力争把旅游经济开发区、高铁新区建设
成为教育事业方面的精品区、示范区，打造
全省乃至全国一流的教育平台。”泰安旅游
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高铁新区建设发展
中心主任杨荣和说。

泰安“两区”20亿元打造民生教育

5所新建学校同时开学

□本报记者 肖芳
本报通讯员 刘耀泽 李倩

8月29日，一场雷雨过后，青岛市即墨
区龙泉街道莲花山碧绿如洗，阳光婀娜地
“钻入”蓊郁翠茏的枝叶，在山下莲茵河上
投坠出青青倒影；从祖辈留下的石坑里取材
打磨出的石桌石凳，静谧地伫立在村口迎来
送往；一阵嘹亮的戏曲声，不知从谁家石砌
老屋里欢乐传出……

莲花山的台子村，是即墨区今年重点打
造的精品示范村。土生土长的党支部书记张
立太对记者感慨：“我如今也50多岁了，做
梦都没想到我们村能发展成这个美丽的模样
儿！”

山水田园处，生活好光景。各类田园综
合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一幅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斑斓画卷，正在即墨大地
缓缓铺开。近年来，即墨区政府相继出台多
项利好政策，扶持乡村振兴阔步前行。台子
村所在的莲花山·莲花湾乡村振兴示范区，
集生态体验、田园休闲、康养度假、乡村文
创于一体，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据龙泉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永刚介绍，依
托莲花山、莲茵河自然禀赋的山水优势和休
闲农庄较多的产业优势，当地因地制宜地采
取村企联合模式，以发展农业生态休闲游为
突破口，沿辖区内莲茵河生态中轴按照“全
域景区”的思路打造了“五彩莲山·生态龙
泉”乡村旅游线路，整合培育100余家生态
农庄、18家特色农业合作社走三产融合发展

道路，打造瑞草园茶叶、麦泊蜜桃、莲花山
葡萄等“生态龙泉”特色农业品牌，实现村
庄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双赢”。

“原先这地方就是一片荒地，光秃秃的
啥都没有，现在摇身一变倒成了休闲农旅的
圣地了！”王为国是青岛莲花山庄生态庄园的
负责人，2015年，他包下汪河水南村500亩地发
展果蔬采摘业。今年，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
他的采摘园从1 . 0版本直接升级到3 . 0版本，搞

起了生态田园综合体，种植采摘、户外垂钓、
亲子乐园、农耕体验一应俱全，眼下全家正在
为下月开业的民宿做着最后的准备。

如今每逢周末，莲花山庄就被络绎不绝
的游客“踏破”了门。汪河水南村村民徐广
义紧抓这一红利，每天都扛着锄头到莲花山
庄干活。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家有7亩
地，平时也就种植小麦和玉米，一年到头也
存不下几个钱，现在把土地承包给生态庄园

农场有一部分流转收入，自己在农场打工，
一天工资少说赚80元，多则200元，一个月下
来还能额外多赚3000多元。

和莲花山庄不同，乡村振兴示范区内的
瑞草园，是一家有近十年历史的现代化茶叶
企业。如今，这家茶企也华丽转身，变农业
产区为景区、卖劳动成果为卖劳动过程、外
销产品转为内销体验，成为优势农业转型、
产业联动的“领头雁”。

“这是我自己炒的茶叶，我要带回家给
爸爸喝！”走进瑞草园的生产车间，一群小
学生正在学习如何烘干炒制茶叶，现场好不
热闹。作为青岛市科普教育基地和即墨区青
少年社会实践教育基地，瑞草园每年寒假、
暑假都会迎接大批学生前来体验制茶乐趣。
为提高科普教学能力，公司建设了生态宠物
乐园、宠物运动场等配套设施，使园区基本
做到一年三季有花、四季有果，充分满足了
顾客一年四季采摘的乐趣和亲子休闲的需
求。通过探索农、旅、文联合发展模式，企
业年收入从不到40万元，到如今增长了近十
倍。

“我们抢抓政府打造乡村休闲采摘旅游
的机遇，采取‘公司+合作社’的模式，不
仅为周边村民提供种植培训，还帮他们把种
植的优质农产品在龙泉农产品展示平台上售
卖。”青岛瑞草园茶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连英介绍说，公司搭建了电商平台，对统
一标准的绿色农产品进行线上线下“双链销
售”，不仅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而且给村
民增收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即墨：特色农旅诠释新“山水经”

□肖芳 报道
风景秀美、淡雅宜居的青岛市即墨区龙泉街道台子村新貌。

县域 7

更多报道内容可见新锐大众客户端地方频道及
大众在县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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