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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斌

8月30日，南木加再次见到滨州援
青干部张新华时，热情地迎上前，一只
手紧紧握住他的手，一只手把住他的胳
膊，“坐我的车，咱们带记者去看看！”8月
29日至9月1日，记者一行来到青海省祁
连县，亲身感受滨州援助祁连发展的工
作成果。

南木加的越野车一路飞驰，公路两
旁是平坦宽阔的草原，成群的牛羊边走
边吃，牧羊人骑着马吹着口哨来回巡视。

南木加是祁连县野牛沟乡达玉生态
育牧业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而且现在
还是远近闻名的“名人”。由张国强、
王大治主演的，首部反映山东援青题材
的院线电影《牛王》今年5月份在祁连
县杀青后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预计11
月份在全国公映，里边有的部分人物就
是以南木加为原型。《牛王》以山东援
青实施的首个精准扶贫、产业协作项
目——— “千牛万羊进山东”为故事原型
改编而成，全景呈现东西部协作共进、
滨州对口支援祁连取得的丰硕成果和缔
结的藏汉深厚情谊。

记者了解到，畜牧业是青海省海北
州祁连县的支柱产业，但销售效果并不
理想。山东援青干部来到海北州后，开
始着手帮助当地农牧民解决牦牛肉、藏
羊肉销售难题，为此开展了海北州牛羊
肉进山东活动，购买的牦牛、藏羊每斤
价格高于当地收购价3元左右，给当地
牧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016年11月7日，经过40多小时、近
2000公里的长途奔波，海北州首批1000
头牦牛和10000只藏羊活体运抵滨州阳
信县山东借箭牛业发展有限公司 ,拉开
了海北州“千牛万羊进山东”的帷幕。
活动开展以来，阳信等县累计从青海省
购进牦牛4331头、藏系羊65万只，交易
额达5 . 5亿元，带动鲁青两地农牧民增收2700万元。其中，
2020年调运青海省牦牛1172头、藏系羊53000余只进入山东，
交易额6946万余元。

销路有了，如何更好地获得收益成了摆在牧民们面前的
另一个问题。南木加说，牧民以前卖牛羊，要么整体称重卖，要
么屠宰后大块卖，好肉也卖个普通价。

对这个问题，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中国第一牛县”滨
州阳信县拥有“发言权”。阳信牛肉的销售模式也曾是整头
或者屠宰后按部位大块卖，随着屠宰技术的不断进步，现在
一头牛已经能精细分割成200多种产品，其中5A级雪花牛排能
卖到数千元一斤，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大大提高。

为了促进牧民增收，通过援青干部牵线搭桥，今年7月24
日，阳信—祁连党建共同体祁连藏羊精深加工贮藏项目和祁
连县有机肥加工项目成功签约。祁连藏羊精深加工贮藏项目
促成了阳信借箭牛业与祁连县野牛沟乡达玉村、大浪村、大泉
村和边麻村进一步合作。通过引入先进的精细分割技术，建成
后可帮助祁连牛羊肉打入高端市场，卖个好价钱；年屠宰加工
藏羊可达到25万只，年仓储物流羊肉制品2000吨。项目将带动
4个村产业振兴和村集体增收，共同打造祁连有机特色畜产品
品牌。有机肥加工项目年可处置畜禽粪便、旱厕改造粪污及
农作物废弃秸秆5万吨，生产有机肥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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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红 段婷婷

棋山，坐落在济南市钢城区里辛街道东
部，峰峦起伏，石奇水秀。山顶有砂石酷似
棋子，巨石石缝纵横，宛若棋盘。传闻棋山
观村一人上山打柴，见两位老者下棋，观棋
一局，回头看斧柄已烂，人间已是百年。这
就是“棋山柯烂”的传说。

也许是棋局太过精妙，棋山曾一度被困
在这局里。周边村庄守着一方青山绿水，却
走不出大山，不同程度存在“贫、散、乱”
现象。当地政府也曾想方设法助力地方发
展，比如在2012年整合9个村成立棋山管委
会，抱团发展旅游产业，然而想要打破僵局
困难重重。

变局发生在2014年，管委会迎来了一位
“领头羊”。时年50岁的张学波任区旅游局
局长。看上去温文尔雅的张学波，骨子里却
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亲朋好友都劝他“这
块骨头没法儿啃”，他却偏要试一试。

“发展才能留人，致富才能聚心”，张
学波使出的第一招就是申建国家森林公园。
打响解局的“当头炮”，并不容易。当时管
委会账面上只有950元，却必须一个月内打

通棋山与寄母山国有林场联通的道路。张学
波带领管委会班子成员，托朋友、找资源、
垫钱修路，甚至卷起铺盖住进了工地。时值
初冬，夜里太冷就把沙发垫盖在身上当被
子。奋战一个月，一条贯穿棋山南北的25公
里高标准山路如期完工。2015年1月，棋山
正式升格为国家级森林公园，为发展搭建起
了框架。

“当头炮”一响，老百姓心里开始嘀
咕：难道棋山真的要变样？

随后两年，张学波又使出“连环马”，
各个村的泥土路都变成了水泥路。“修好了
致富路，当年村里就添购了13辆小汽车。”
八大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加前抑制不住内心的
激动。原先村里没有一条硬化路，车开不进
村，如今村里硬化道路2200米，还全部装上
了路灯。

条条道路为棋山困局打开了通路，也给
老百姓打开了心路。然而想让棋山焕发新
生，还得重新谋篇布局。“全域旅游、乡村
振兴、民生保障”成为棋山拉开发展框架的
三枚重要棋子。

原先提到钢城区，给人的印象就是工业
重镇，而棋山的优势却是自然禀赋，张学波
大胆擘画“全域旅游”，谋划“景区田园
化、田园景区化、村庄景点化”的旅游发展
路线，依托棋山国家森林公园、大汶河国家
湿地旅游公园等，重点培植发展了棋山温泉

小镇、棋山道观、棋山索道等一批旅游项
目，还塑造棋山炒鸡品牌、发展草莓采摘，
打造旅游生活圈。

为了使乡村建设融入全域旅游发展的大
局，棋山观、八大庄、仙人桥、三岔河、涝
洼、幸福村等被建设成为省、市美丽乡村。
“下一步，我们要逐渐丰富旅游元素，加上
标识牌、导览图，建设特色民宿，让每个村
庄都变成景点，真正实现全域旅游的战略目
标，让棋山人生活在景区。”张学波说。

今年8月8日，棋山景区热闹非凡，这里
的国际山地自行车赛道正式启用，3000平方
米的自行车技巧公园迎来了数百名来自全国
各地的骑行爱好者。发展旅游的同时，棋山
深挖文化支撑。发挥资源优势，建设“越野
小镇”，打造运动休闲旅游标杆，同时挖掘
围棋文化，连续十年举办全国围甲联赛，规
划建设围棋小镇。动静相宜，棋山的活力在
文化的碰撞中迸发出来。

全域旅游逐渐起势，张学波没有忘记，
地方发展最终是要让老百姓收益。棋山周边
多山岭薄地，产出少，如何通过振兴产业，
提高百姓收入？多方考察后，去年艾草被引
入棋山。

钢城区尚家峪村尚宪茂是去年第一批种
植艾草的村民。去年他尝试着种了半亩地，

“割了一茬儿就收入800多元。”尚宪茂今年把
一亩地都种上了艾草，他盘算着，“今年

1 . 8元一斤，割三茬儿，收入近5000元。”管委
会还出台政策，艾苗免费发放，一亩给予300
元补贴。村民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目前棋山艾
草种植面积已达到3000亩，每亩平均增收
3000元，部分达到了5000元。“3年种植面积
争取达到1万亩。”张学波定下目标。

如今，艾草种植渐成规模，以艾草产业
为核心的产业链也加快拓展。今年，新上了
棋山康养田园综合体项目，重点发展艾草种
植基地、艾草加工厂、高科技种植大棚，实
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随着一系列项目落子，棋山发展的大框
架已经拉开。“今年要让28个村集体收入全
部达到 5万元以上，三分之一达到 1 0万
元。”张学波信心满满，“有当家产业，有
旅游支撑，老百姓想不富都难。”

“没想到生活这么好，午饭、晚饭都免
费吃。”自从2018年6月村里幸福食堂生
火，棋山观村88岁的老人刘讯芝每到饭点就
拎着饭盒来，一菜一汤吃得热乎、熨帖。作
为民生保障的重要举措，今年5月10日，棋
山森林公园管委会28个村“幸福食堂”实现
全覆盖，供养老人达到328人。

如今的棋山，在老人笑出的皱纹里，在
山巅松涛阵阵里，在棋山炒鸡的香气里，在
随风波动的艾草地里，在运动员们的律动
里，有一股精气神儿在升腾。棋山这盘棋，
活了！

用好全域旅游、乡村振兴、民生保障三枚棋子

棋山这盘棋，活了！

扶扶贫贫小小故故事事
□□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姜姜国国乐乐 王王浩浩奇奇 孟孟一一

不不幸幸的的家家庭庭各各有有各各的的不不幸幸。。脱脱贫贫攻攻坚坚，，最最难难啃啃的的骨骨头头就就是是由由于于各各种种各各样样原原因因致致贫贫的的特特殊殊群群体体，，各各级级党党委委政政府府必必须须拿拿

出出““绣绣花花功功夫夫””才才能能帮帮助助他他们们脱脱离离困困境境。。近近日日，，本本报报记记者者深深入入基基层层蹲蹲点点，，采采写写了了几几个个扶扶贫贫小小故故事事，，故故事事虽虽小小却却沉沉甸甸甸甸，，

故故事事虽虽短短却却情情深深义义重重。。本本报报借借此此向向奋奋战战在在脱脱贫贫攻攻坚坚第第一一线线的的广广大大基基层层干干部部和和各各界界热热心心群群众众致致以以崇崇高高的的敬敬意意！！

孔维亮遇到的家庭困难，搁在许多人
身上都是难以迈过的坎儿。

父亲严重心脏病，母亲类风湿关节
炎，大姐脑瘫，妹妹癫痫，妻子心脏二尖
瓣狭窄，儿子先天心室间隔缺损。2015年
儿子手术花费20多万元，2016年父亲大腿
静脉血栓手术花费4万多元，2017年父亲
和妻子同日做心脏手术花费将近30万元，
除去新农合报销和泗水县大病补助外，其
他的全靠孔维亮东拼西凑。那阵子，椿树
沟村210户人家都被他借遍了，小山村的
人厚道，没等开口就一百二百、三十五十
地往他手里塞：“不用还了。”村支书渠井萍
说：“别人家的果树挂的是果子，孔维亮的
果树挂的是石头，树身子都压弯了！”

守着一家病号，孔维亮只能窝在村里
硬挨。2016年起，孔维亮的日子开始发生
变化：圣水峪镇政府在给他父母和姐妹办

理低保的基础上，又给他家四口人申请了
低保，每人每月80元的补助保证了全家人
吃饭；县里免除了全家每人每年250元的
新农合保险金，还给他父母每月发80元的
高龄补贴；村里奶牛场按精准扶贫政策，
以孔维亮的名义用政府贴息贷款5万元买
了三头奶牛，每头奶牛每年收入1600-
2000元；奶牛场有机肥车间优先安排他打
零工，每年收入3000元以上，并享受每年
以工入股分红500元；考虑到孔维亮四十
出头精力足，村委会把所有临时性公益岗
位先尽着他安排，并协调镇派出所发展他
为警务员，一年收入六七千元；了解到孔
维亮养着五头母羊，济宁市畜牧局送来两
头优质种羊，每年羊羔收入近三千元……

孔维亮掰着手指头细数着一笔笔来
项，眉头一展告诉记者：“头顶上的三万多
元债今年就能还清，可把腰杆挺起来了！”

9月4日下午三点，邹城市“友硕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大门口，刚下班的王凤荣
从超市买了一箱奶和5斤苹果，骑上电动
车匆匆向4公里外的婆家孔陈村驶去，她
要去看的不是婆婆，而是丈夫的堂兄孔凡
玉。撑起车子，王凤荣高声喊道：“大哥
大嫂，在家吗？”“哎呀，弟妹又来
啦？”患先天腿疾的朱运珍一瘸一拐地迎
了出来。

王凤荣2002年嫁到孔陈村，平时跟丈
夫住在大束镇匡庄社区，与孔凡玉几乎没
有来往。今年4月，邹城市实施旨在稳定
帮扶贫困户的“虚拟就业”，把两家连到
了一起。

“虚拟就业”是爱心企业提供的专门
用来帮扶失去劳动能力贫困户的就业岗
位。市就业中心负责安排给贫困户一个亲
戚或者邻居，每月企业多给他们发100元

工资，由员工当面交给帮扶对象。“友
硕”工会主席任德祯说：“一百块钱是小事，
关键是让贫困户知道穷在闹市也有人问。”

进屋坐下，王凤荣问：“凡玉大哥
呢？”朱运珍说：“去地里看花生啦！”

今年50岁的孔凡玉是瓦匠，常年在外
打工，2014年查出肝硬化腹水，折腾得全
家负债累累。2016年起，全家开始享受来
自政府和社会的各项帮扶，记者从墙上一
张“贫困户脱贫清单”看到：2018年10月
1日到2019年9月30日，孔凡玉夫妻及两个
上大学的女儿共收到低保金、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朝阳助学金、朱运珍服装厂打
工等9项收入共30008 . 5元。

朱运珍抹着眼泪说：“够吃够用的啦，
就是得这种病怕别人嫌弃，平常也不敢串
门。现在好了，凤荣妹每月来一趟，俺妯娌
俩有说不完的话，心里可亮堂了。”

强同荣，和她的姓一样，超出常人地
坚强。

她今年44岁，是汶上县南旺镇南旺三
村的贫困户，8年前在车祸中撞断左腿，
现在还钉着钢板。伤还没好利索，丈夫又
在车祸中去世，留下一双儿女和一个残
家。强同荣不认命，哭过以后，带着伤就
去服装厂上班了，7年一天假没请过，3口
人的日子渐渐有了起色。

命运似乎并不可怜这娘儿仨。今年1
月，强同荣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晕倒在
家，送进医院一住就是3个月，命保住

了，可她却不能进厂打工了。“最怕断了
孩子的钱花，这回真断了。”泄气时，她
发现银行卡上隔三岔五就来点儿进项：低
保、困境儿童补贴、助学金……“得了病
安心养，病好了再干，有啥顾虑咱政府帮
你担着！”扶贫干部刘茂雪的话让她心里
热乎乎的。进项里她最看重“防贫保”，
县里引入商业保险防止脱贫户返贫，收入
低于贫困线就启动理赔。“这次领了2100
元，就像跳出来的心又回到了心窝里，可
踏实了！”

99月月88日日晌晌午午，，黄黄河河南南岸岸一一片片杨杨树树林林里里饭饭
香香四四溢溢。。““冬冬瓜瓜炖炖肉肉，，馍馍管管够够！！””梁梁山山县县小小
路路口口镇镇马马岔岔河河村村的的师师朝朝荣荣一一边边招招呼呼工工人人一一边边
抡抡勺勺盛盛菜菜。。他他们们凌凌晨晨33点点就就打打着着灯灯挖挖地地瓜瓜，，
一一直直干干到到日日头头正正南南。。工工人人吃吃饭饭，，她她却却忙忙着着往往
地地头头搬搬地地瓜瓜，，袋袋子子往往地地上上一一蹾蹾，，冲冲着着老老伴伴马马
长长领领喝喝道道：：““我我累累得得直直不不起起腰腰来来，，你你还还有有闲闲
工工夫夫拉拉大大呱呱！！””

66年年前前，，师师朝朝荣荣因因髋髋臼臼劳劳损损病病做做手手术术花花
了了1155万万元元，，再再加加上上要要供供儿儿女女上上学学，，人人未未出出
院院，，全全家家就就陷陷入入了了贫贫困困。。盖盖的的被被子子都都得得靠靠救救
济济，，赶赶集集连连个个烂烂苹苹果果都都舍舍不不得得给给孩孩子子买买。。咋咋
办办？？““玩玩龙龙玩玩虎虎，，不不如如玩玩土土，，还还是是得得从从土土堆堆

里里扒扒奔奔头头。。””种种地地老老把把式式老老马马说说。。可可他他家家穷穷
得得出出了了名名，，谁谁都都不不敢敢把把地地租租给给他他。。镇镇政政府府和和
村村委委会会马马上上表表态态：：除除了了基基本本的的扶扶贫贫政政策策，，村村
委委会会出出面面担担保保，，帮帮他他流流转转110000亩亩地地，，等等收收了了
庄庄稼稼再再付付流流转转费费。。于于是是，，从从110000亩亩到到440000亩亩，，
从从小小麦麦、、玉玉米米到到大大豆豆、、地地瓜瓜，，老老马马越越干干越越大大
发发，，农农忙忙时时最最多多得得雇雇七七八八十十个个零零工工。。

日日头头落落入入黄黄河河，，马马长长领领蘸蘸一一下下嘴嘴唇唇开开始始
发发钱钱，，一一人人一一张张红红票票，，一一会会儿儿捻捻出出去去22000000多多
元元。。““那那几几年年吃吃了了上上顿顿愁愁着着下下顿顿，，如如今今我我也也
当当上上老老板板给给别别人人开开工工资资了了。。””老老马马感感叹叹：：
““天天天天跟跟做做梦梦似似的的！！””

故事一：

孔维亮的腰杆挺起来了
故事四：

有啥顾虑咱政府帮你担着

故事五：

穷在闹市也有人问

故事三：

我也能给别人开工资了

故事二：

命苦的孩子考上了大学
9月12日下午，济宁市任城区长沟镇钱

海村，镇扶贫包保干部刘斌叫着“坤成”推
开一扇门，随着“哎”的一声，屋里蹿出一
个小伙子，大眼睛、高鼻梁，1米76的黑瘦
高个……村支书王忠宁介绍：这孩子是吃百
家饭长大的，今年春季高考考了618分，被
齐鲁医药学院录取了。

钱坤成的母亲智力一级残疾，去年年底
去世，七旬父亲靠捡垃圾为生，今年3月因
精神分裂症加重被当地精神病医院收治。邻
居焦培苓说：“这孩子命苦，小时候他爹一
出门就把他搁纸箱里，一待就是一天。”

“把书念好是你唯一的出路。”小学班
主任的话，钱坤成一直铭记。升入高中后，
贫寒的家境和繁重的学习曾让他心灰意冷。
刘斌的到来为这个家点燃起希望：清洁、修
缮房屋，落实完善了扶贫项目分红、低保、
教育资助等近10项补助金。一有机会刘斌就
找坤成谈心：“家穷不要紧，怕的是志穷；
失败不要紧，怕的是不肯学。”疫情期间没
法上网课，刘斌就为他买了手机，送去复习
资料，帮他制订学习计划。钱坤成渐渐开朗

起来，成绩大幅提升。
快开学了，刘斌边帮坤成收拾行李边交

代：“大学的环境比高中自由，一定督促自
己好好学习……”坤成从柜子深处翻出一个
笔记本，里边工工整整地记录着资助过他的
政府和社会各界名单，小心地塞进行李箱：
“这是我前进的动力，我会一直带在身边，
日后也要帮助更多的人。”

图： 9月 1 2日，扶贫包保干部刘斌
（右）交代钱坤成进入大学后的注意事项。

图：9月8日，脱
贫户马长领家的春地
瓜喜获丰收。

（上接第一版）会议研究了关于召开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有关问题，建议常委会会议的主要议程
为：审议《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草案二次修
改稿）》《山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修改稿）》《山
东省公共法律服务条例（草案修改稿）》《山东省通信基础
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山东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条例（草
案）》的议案；审议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东省突发事件
应急保障条例（草案）》《山东省中医药条例（草案）》
《〈山东省清洁生产促进条例〉等六件地方性法规修正案
（草案）》的议案；审查有关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10
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并作出相应的决定；听取审议省政府关
于全省贯彻水污染防治“一法一条例”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情
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全省贯彻水污
染防治“一法一条例”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情况的报告，并进
行专题询问；听取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耕地保护工作情况的
报告，审议省人大城乡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该报
告的初审意见；听取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开
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
员会关于该报告的初审意见；审议人事任免案等。

会议还研究了《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题询
问工作办法（修订草案）》，研究了任免省人大常委会机关
负责工作人员职务事项。

山东省暨济南市消费扶贫
产品展销周启动

□记者 王建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4日讯 今天上午，山东省暨济南市消费

扶贫产品展销周启动仪式在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次展销周以“万企参与，亿人同行，消费扶贫，齐心鲁
力”为主题，活动时间为9月11日至15日，包括湖南湘西、
重庆武隆、西藏、新疆和山东五个特色扶贫展区。

启动仪式上，济南市菜篮子工程产销联盟发布了消费
扶贫倡议书，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联盟、影响济南经济人
物产业联盟、济南市菜篮子协会企业代表与重庆企业签订
扶贫产品认购协议，济南社区团购团长代表与湘西企业签
订产品认购协议，举行了消费扶贫智能柜、消费扶贫专区
和消费扶贫专馆“三专建设”签约。

据介绍，山东省与帮扶地区以省内大型商超和购物中
心为载体，充分发挥消费扶贫专柜、专区、专馆平台作
用，促进与帮扶地区产业合作、产销对接。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9月14日讯 记者从青岛市政府今天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经省政府批准，2020中欧企业家峰会青岛
论坛将于9月19日至20日在青岛举办。

该论坛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中外企业家联合会主办，青
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市国资委、中外企业家联合会青岛中
心承办。论坛将以“新变局 新机遇 新经济——— 共建‘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新格局”为主题，举办主论坛、圆桌
论坛、中外企业家与国内5市市长圆桌会议，以及系列招商
推介和合作项目签约活动。论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
办，在青岛设主会场，在伦敦、马德里、都柏林、米兰设立
4个海外分会场。

2020中欧企业家峰会
青岛论坛9月19日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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