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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鹏 通讯员 焦自香 报道
本报诸城讯 2019年元旦假期，诸城市各大景

区活动丰富多彩、旅游产品档次提升、旅游市场安
全有序。近郊游、乡村游、研学游魅力倍增，吸引
了大量游客来诸城旅游体验。三天假期全市共接待
游客31 . 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 . 5亿元，同比增长
9%，游客出行呈现出持续增长趋势。

假日期间，游客纷至沓来，探秘神奇的恐龙世
界旅游团队批次增长明显。以“科技体验”为主题
的迈赫机器人大世界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种类最
多、科技水平最高的智能化体验中心，各种娱乐项
目和VR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亲身体验虚拟现
实技术的魅力。

众多市民前往近郊乡村，体验乡村风情，品尝
农家美食，享受动手乐趣。众多乡村旅游点吸引了
大批回乡过节的游客和市民游览，竹山生态谷和惠
源采摘园推出的草莓采摘活动，每天吸引近千人前
往进行草莓采摘，体验收获乐趣。位于近郊的诸城
市野生动物园作为景区中的“后起之秀”，十分引
人注目，环游世界、摩天轮、高空飞翔、丛林穿
梭、疯狂老鼠、鬼屋等诸多娱乐项目给众多家庭带
来了欢乐。据悉，诸城市野生动物园正着力准备春
节灯会，与即将开始的美食节交相辉映，共同为春
节联欢，为诸城旅游增光添彩。

同样，位于近郊的“网红村”南湖区西蔡家沟
村依托常山文化、苏轼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规
划建设了蔡家沟艺术试验场，邀请北京、上海、广
州、潍坊、莒县等地的部分艺术家及诸城派古琴、
诸城剪纸等非遗传承人，牵头建设艺术家工作室、
乡村记忆馆、古琴馆、百工传习中心等场馆，吸引
了大批游客前往游览。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王晓磊 报道
本报诸城讯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2018年12月27日，“庆祝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翰墨融居·好风相从——— 逄建明、许传
良、丁凯先生书画展，在诸城市华融东鲁展览馆开
展。

本次展览首开诸城市国家级会员三人联展先
河，逄建明、许传良、丁凯三位书画家联合举办的
书画展，是该市精品书画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对
于用书画艺术记录伟大时代、展示改革开放巨大成
就、推动书画创作创新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近年来，诸城市广大书画艺术家不断提高艺术
修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大量
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书画作品，展示诸城的新形
象，讴歌诸城的新发展，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为文化艺术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记 者 张鹏
通讯员 王槐德 张连丰 报道

本报诸城讯 2018年12月30日，桑莎集团在诸
城市体育馆举行“桑莎爱心基金会”启动仪式，拿
出1000万元作为爱心基金，专项用于救助困难职
工，让困难职工切实感受“家”的温馨与公司的大
爱。

作为引领地方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之一，桑莎
集团让更多的发展成果惠及员工和社会，坚持以人
为本的发展理念，维护员工主体地位，关心关爱员
工成长。他们对员工家庭进行调查，建立健全特
困、困难员工档案，加强帮扶工作的针对性，对员
工或其子女患大病、住院支付额较大、困难党员等
进行重点帮扶。加大奖补力度，表彰优秀班长和优
秀员工，提高员工工资待遇和福利保障。该集团还
积极投身社会弱势群体帮扶、环境保护、精准扶贫
等公益慈善事业，全方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实现
企业与社会和谐共赢、共同发展，极大提升了品牌
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王楠楠 报道
本报诸城讯 2018年，诸城市林家村镇社区化

发展不断深化，建设镇便民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
心和综合文化站，同时配套建设中心文化广场和体
育运动场，项目总投资700万元，占地74亩，目前
已投资530万元，建设四层楼房主体，建筑面积
3600平方米，计划安装各类文化体育设施100多台
套。

林家村镇加快土地整治、占补平衡、工矿复
垦、土地挂钩置换等工作，突出抓好桃园、黑土
夼、河湾村等项目，完成拆旧面积74 . 88亩，新增
耕地2046 . 15亩，节余面积410亩。持续开展造林绿
化活动，投资1800万元，完成林张路拓宽段、林熙
湿地公园、中心文化广场等景观绿化，增加绿地面
积10万平方米。每年造林面积都超额完成上级下达
的任务指标，栽植黑松、侧柏、杨树等苗木，绿化
荒山面积3000亩，建设优质果品示范基地1000亩，
被评为省级绿化模范镇。

这个镇依托临近青岛前湾港码头和靠近董家口
码头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临港物流配套联动区、
林熙商务新区、竹山旅游风景区、青岛都市农业聚
集区四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建设完成林熙人工
湿地公园、白鹭园休闲农庄、中心文化广场等亮点
工程。

此外，该镇对照国家卫生城市的标准，加大宣
传力度，共发放明白纸12000余份、张贴宣传标语
横幅80份、新增垃圾桶260个，投放毒饵站120处。
深入排查基础设施、环境卫生、集贸市场和重点行
业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垃圾清运、农贸市场
和便民服务点管理、老旧村庄小区的管理、公厕建
设与卫生整治、建筑工地与拆迁现场治理、城乡接
合部卫生、烧烤摊点管理等重点难点问题，制订科
学有效的整改方案，抓紧抓细，常抓不懈，彻底整
改到位。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李熙友

诸城市龙都街道杨春家园社区里有一个杨
春剧院。隆冬之际，上午8点气温仍低，剧院
舞台上空空如也，台下却早早来了几位戏迷老
人。

“这几天，剧院一直排练茂腔戏《罗衫
记》，还有一个小时演员才到场，我们这边就
有不少老人早早过去等着了。”杨春家园东南
处的老年公寓负责人徐秀娟告诉记者，剧院平
均一周有一场演出，对社区居民免费，看演出
成为这里最大的乐趣。

居民免费看戏，这样的文化惠民之举如何
产生？

原来，这得益于艺术团与企业的合作。
杨春剧院此前为杨春集团的大礼堂，主要

用于集团会议。除此之外，一年大部分时间都
在闲置。

在此期间，杨春大礼堂偶尔被租用出
去，供单位或剧团演出。诸城市舜龙艺术团
就是经常租用大礼堂的顾客之一。对杨春集
团而言，租用并不稳定，而且一年的租金并
没有多少。

而对诸城市舜龙艺术团团长韩鹏而言，经
常在诸城各处租借剧院，苦恼不已。“我们一

年要排几十场戏剧，演员们背词、学唱腔可以
自己找地方练，而与乐队合作或者联排时就要
到剧院中去。一场戏最少排练半个月时间，如
果我们花钱租赁，诸城当地一处差不多的礼堂
每天租金在9000元左右，一年下来支出非常
大。”

韩鹏说，如果剧团自己建造剧院，除了巨
额的建筑费用外，日常的维护和管理，再加上
水、电等费用就很让人头疼。

而杨春集团也有自己的尴尬。集团由村办
企业发展起来，送温暖、做活动都是惠民的重
要举措。逢年过节请来剧团和戏班子表演，也
需一笔开销。

2014年时，韩鹏提出，艺术团免费使用大
礼堂用来排练或演出，杨春集团和社区居民需
要的演出或文艺活动则由艺术团来负责。艺术
团演出时，社区居民可免费看戏。杨春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王潍政欣然同意。

此后，诸城市舜龙艺术团又先后投资增添
舞台灯光、音响等设备。原来闲置的企业大礼
堂，摇身一变成为惠民大剧院。资源共享，文
化惠民的路子走了出来。

“我们每次演出，都会做个大牌子摆放在
剧院前面，好让社区居民快来免费看戏。”韩
鹏告诉记者，如今艺术团基本不操心场地问
题，剧院冬天还有供暖，这些都是杨春集团承

担，为艺术团省下了大笔资金用于创作精品。
2018年7月18日至20日，诸城市舜龙艺术团

创作的大型现代茂腔戏《失却的银婚》声名鹊
起，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连演三场，得到社会
各界的赞赏。“而这其中就有社区观众的作
用。此前我们大联排时基本没有观众，现在一
个小排练台下就聚来不少人。我们根据观众的
反馈，不断调整唱腔和动作，努力把每场戏都
打造成精品工程。”韩鹏说。

《失却的银婚》在登上梅兰芳大剧院舞台
时，在音乐唱腔处理上，对“声腔”“板式”
“旋律”等方面进行了大胆革新，并借鉴京
剧、吕剧、梆子等其他剧种，极大地丰富和加
强了茂腔音乐的表现力。

“2016年11月，该剧本就定稿了。在确定
了舞美设计、灯光设计、服装造型设计、作曲
等主创方案后，经过3个月的紧张排练就首演
了，吸收了不少现场居民的品评和意见。”韩
鹏介绍说。

对杨春集团而言，大礼堂虽然借给了艺术
团，但是日常会议也没有耽误，还减少了大笔
外请剧团的资金。杨春集团还鼓励员工参与艺
术团的演出，这在诸城市首届职工文化艺术节
上得到充分体现。该集团凭借员工的精彩演
出，获得4个优秀创作奖和4个金奖的好成绩。

艺术如春风化雨，文化惠民带来和谐友

善。艺术团表演的多是传统曲目，颂扬廉洁奉
公、孝老爱亲等，对于宣传文明风尚作用极
大。

“前一阵子演出《三背娘》，社区就有媳
妇用轮椅推着老人过去看，我觉得看一场演出
的效果远大于多次说教。”社区居民刘锡良老
人说。

茂腔剧《特别条件》就是这样一出戏。戏
中讲述了辣椒婶不孝敬婆婆，让婆婆住在猪圈
旁的屋子里，还在儿子娶亲当天把她撵到闺女
家。儿子来顺和儿媳桂枝为了让辣椒婶转变思
想，故意在结婚当天把婚车停在村口不进家
门，并提出一个特别条件，让辣椒婶在老婆婆
猪圈旁的屋子里住一天。在辣椒婶左右为难之
时，儿子和媳妇搀着奶奶进了家门，辣椒婶非
常后悔，一家人终于和睦如初。此剧还在2018
年被评选为“山东文化艺术·优秀小型剧节
目”。

杨春家园社区是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地
方，尤其居民的文化生活异常丰富。每天晚
上，社区广场上人头攒动，悠扬的音乐一响，
广场舞、交谊舞爱好者翩翩而起。该社区多年
没有出现邻里相争、不孝敬老人等问题，先后
获得山东省文明社区、山东省绿色社区、平安
山东建设先进基层单位、省级卫生先进单位等
荣誉称号。

□ 本报记者 张 鹏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季廷勇

2018年12月27日下午，诸城市特殊教育学
校，雪花纷然而至。

教学楼前宽阔的活动场地和楼后的塑胶跑
道，一会儿就变白了。下课铃一响，孩子们跑
出教室，“咿咿呀呀”地叫着，追逐着。这里
是“折翼天使”的乐园。

就在这一天，诸城市投资2400万元，按照
《山东省特殊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标准》规划
建设的特教学校新校区全面启用。该项目设施
先进，功能完善，达到省内一流水平。

启用新校区，是诸城市“办好特殊教育”
的大手笔。近年来，诸城市把学校建设作为推
进教育发展的重要引擎，2016年以来规划建设
学校项目64个，特殊教育学校新校就是该市
2016年立项的校建项目之一。

“特殊教育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窗口，是民
生事业的组成部分。办好特殊教育，是党委政
府执政为民的应尽职责，也是造福民生的好事
善事。”诸城市委书记桑福岭对办好特殊教育
满含深情。

抓住发展机遇，跟上时代步伐。诸城市深
化对“办好特殊教育”的理解和把握，全面遵
循教育规律，建设区域品牌特教。

“我们持续建立办好特殊教育的长效机
制，潜心致力内涵发展，让全社会主动对接特
殊教育需求，让残疾儿童在友善和谐的环境中
学习生活。”诸城市教育局长李熙良介绍说。

今年9岁的小文羽，早上见到王国徽老
师，突然喊了声“老师好”，这让王国徽顿感
惊喜。入校两年来，小文羽一言不发，始终难
以打开心结。

为了让小文羽早日开口说话，王国徽想尽
办法，激发小文羽动手和交际的兴趣。除去日
常学习和训练，还带着他跟同学们开阔视野，
办聚会，游乐园，不断从孩子身上找长处，把
其微弱的优点放大。如今，小文羽的语言表达
能力进步很快，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与人沟
通的阀门一下子打开了。

“很多人感觉对特教学校的孩子，付出和
收获往往不成正比，一个知识点，需要反复讲
解几遍甚至几十遍，可能依然出错。我们就像
‘牵着蜗牛散步’，想拽着他们快走是不行
的，需要陪伴他们慢慢成长。”张守海，这位
集全国特教园丁奖、齐鲁名师、山东省教学能
手、潍坊名师等殊荣于一身的教师，已经在特
教学校工作27年。如今他负责学校教学，并坚
守在教学第一线。27年间，他遇到各类特殊学
生，总结出的经验就是：“老师要有耐心，需
耐磨。”

张守海亲眼看到有的年轻教师刚到特教学
校工作后，因为教学着急上火，夜不能眠，
“8岁的孩子来上学，要是会吃饭、穿衣，那

就是长处；有的可能还会帮老师打扫卫生，这
就是一种特别好的表现。时间久了，年轻老师
们就能看到孩子身上的优点，我们往往会因为
孩子的突然成长而感动。”

小佳瑞，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8
岁来学校时说话只能咬出一个字。从发音开
始，一个字一个字地教，逐渐到一个词，再到
完整说出一句话，张守海整整用了三年时间。

学校骨干教师齐砚花告诉记者，针对有的
孩子在家养成的一些难以纠正的不良习惯，在
学校里，老师们就把一天24小时分成不同时
段，每个时段都有教养员和老师在岗，反复训
练、持之以恒。

“我们突出缺陷补偿和潜能开发，侧重身
体康复、智力开发、劳动技能等，全面推进课
程改革，朝内涵式教学发展。”诸城市特殊教
育学校校长郭华坤介绍说，学校探索实施了
“4+2+X”课程设置模式，即4节基础性课
程、2节发展性课程和几节康复性课程。基础
性课程，主要落实国家课标规定的课程。发展
性课程，开设串珠、丝网花、纸编等课程。康
复性课程，利用先进教学设施，全方位实施康

复训练。学校还开设“每月一事”主题课程，
培养学生们的核心素养，增强他们融入社会、
自食其力的能力。

特教学校的孩子，即使编在一个班，也会
有年龄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智力水平不同的
差异，有的还有不良行为。2018年秋季开学
后，该校在“4+2+X”课程模式的基础上实行
了选课走班。通过感统训练室、律动教室、多
感官室、情境教室、家政教室等特色功能室，
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和纠正。

两年前来特教学校的丁小康，因为发育不
完全，相比同龄人个头显小，在群体里并不占
优势，容易害羞。在选课走班时，小康一走进
唱游律动教室，唱起歌来声音洪亮，十分自
信。

“有的学生有刻板行为，我们会鼓励他们
帮助老师摆放桌凳，收拾自己的宿舍，对良好
生活习惯养成很有帮助。”该校刚参加工作的
青年教师丁安琪告诉记者，这些学生并不是一
两年就能出成绩，但是老师们会慢慢陪伴，
“静待花开”。

令人欣慰的是，孩子们在一天天慢慢成

长，学校教学不断结出硕果。2018年10月，潍
坊市首届特教学校学生素质能力大赛，该校派
出3名学生参加6个项目，斩获单项奖2个一等
奖、4个二等奖以及团体第一名。孩子们用钢
丝盘成花瓣的形状，覆上彩丝网就能做成一朵
漂亮的花朵。此前，该校学生还走上中央电视
台《星光大道》的舞台，并多次参加诸城市的
春晚和文艺演出等。

全校教师的付出赢得了家长的信任和社会
的尊重。2015年以来，学校连续三年家长满意
度均为100%。除去市委市政府以及各部门单位
的关怀，大业金属、义和车桥、佳士博、慈海
医疗集团等企业对学校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大。
慈海医疗集团承诺，学生到集团下属医院就诊
享受5000元的报销额度，老师们可享集团职工
住院报销、免费查体等福利待遇。

“特殊孩子是弱势群体，怎么关心也不过
分；特殊教育是民生事业，怎么支持也不过
分。我们希望更大更持久的爱心力量投入到办
好特殊教育、助力特殊孩子的阳光事业中
来。”诸城市副市长单东升说。

（文中学生皆为化名）

□ 本报记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丁海丽 张吉生

闲冬腊月，往往是农民“猫”在家的季
节。不过，善于经营的农民却走进果园、弯腰
钻入大棚。在诸城市石桥子镇，不少农民开始
了冬季里的务农增收。

“今年天气好，五彩椒长势不错，春节可
以卖个好价钱了。”看着棚内长势良好的五彩
椒，石桥子镇现代农业创业园菜农苏培兵高兴
地说。

据了解，去年苏培兵种植的扁豆没赶上春
节上市，没有卖上好价钱。今年他早早整好了
棚，在种植扁豆的同时，又加种了两个棚的五
彩椒。

“去年春节前，菜价呼呼地涨，我却因
为种菜晚导致临近年关没菜卖，可急人了。
今年我的扁豆和五彩椒能赶在春节前上市，
现在五彩椒市场价格每斤3 . 5元左右，一个大
棚可以收获6000多斤，我有两个棚，收益能
近5万元。”苏培兵心里算着账，脸上笑开了
花。

拱棚韭菜正当时，徐家庄子的韭菜种植户
丰收在即。

种植户袁士禄的韭菜采用微生物菌肥加中
草药种植，目前还没到收割的日子，就被诸城
城区一家公司以每斤14元的价格预订了。袁士
禄告诉记者：“今年的韭菜卖价特别好，心里
别提多美了，钱包鼓了，生活也更有奔头
了。”在徐家庄子村，像袁士禄这样的菜农随

处可见，小小的韭菜正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的大产业。

“今年韭菜长势不错，我们徐家庄子村种
植韭菜600多亩，往年每亩可收入8000到10000
元，今年行情比去年还要好。”张洪发是村里
的“韭菜种植领头人”，对市场行情预测经验
颇为丰富。

在山地丘陵地区，石桥子镇高端果品产
业带的果农也早早行动起来。“以前冬天里
不干活，就是在家喝水聊天玩扑克。现在
看，与其整天在家闲着，还不如出来干干农
活，活动活动筋骨！”正在果园里修剪树枝
的种植户褚家福告诉记者，他栽种了6亩桃
树，赶上年成好，亩产在8000斤到1万斤，每
斤3元左右。

“去年鲜桃大丰收，价钱也很好，我们的
干劲更足了，趁着这几天天气转暖，得赶紧把
落下的活赶出来！”褚家福说，为了赶在果树
发芽之前修好树枝在秋天有个好收成，大家现
在就出来干农活，及早动手，为春耕生产做准
备。

“过去冬天，甚至出了正月都不来果园，
现在来了一拨‘土专家’，给我指导技术，农
民就靠着这些桃树增加收入，你把这技术搞好
了，收入就上去了。”原来，为了把果树修整
好，促进果树多结果、结好果，今年褚家福特
地请了几名经验丰富的果农“土专家”相互切
磋打老杈、剪枝、打头的技巧，大伙一边干、
一边传授技术，干得十分带劲。大半天的工
夫，百余棵桃树就已经被修整得井井有条。

文化惠民好剧不断———

企业闲置礼堂“联姻”艺术团

农闲增收致富忙

“猫冬”季节弯腰进大棚

全面构建“办好特殊教育”的长效机制———

特教学校的孩子乐享慈心大爱

在精细动作课堂，特校教师带领孩子们玩积木和拼图。

元旦假期
接待游客31 . 6万人次

“翰墨融居·好风相从”
画展举行

林家村镇：
民生项目亮点纷呈

企业启动
千万爱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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