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愿多花一万五，绝不落下这一户！
宁阳“户户通”名实相符，“幸福路”直通百姓家门口

□ 本报记者 张楠

如果把山东比作一杯咖啡，那它是怎样的
味道？

来自奥地利的咖啡师彼得·克林格用3年的
时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今年夏天，彼得合
作运营的蜗牛与麻布袋烘焙店推出了一款新的
咖啡。茶叶做底，再加上冷萃咖啡等混合调
味，颇受顾客欢迎，彼得把它称为“茉莉魔
力”。对于这位去过30多个国家的咖啡师而
言，山东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就像这杯“茉莉
魔力”一样，传统与时尚互相包容，逐渐融合
沉淀。

从业14年的彼得与全球70多个城市的同行
开展过合作，他觉得相对于欧洲人，中国人对
味道更加敏感。虽然已经努力去了解“中国味
道”，但满足中国人的味蕾，对于这位咖啡
“老炮儿”来说依然是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刚到中国时，彼得把目标放在了上海。
然而一次偶然的邀约，让他决定留在济南。
在彼得的标准里，3年前济南合格的咖啡馆
并不多。除了市场潜力之外，真正吸引彼得
的是植根于当地人心中的文化自信。在济南
考察的时间里，他到处去走、用心去看，在
烤串摊儿上，在路口的小饭店里，在公园和
广场上……

“济南人非常尊重传统，也乐于接受新
鲜事物，但并不会盲从潮流。”彼得对自己的
观察力非常自信，对他而言，咖啡更多的是一
种文化而非商品。“我们不是要教任何人做咖
啡，而是来提供服务的，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
程。”彼得想要的是一种文化的融合而非改
变，他认为自己的理念能够在山东得到认可。

彼得在店里时，会叮嘱来购买“茉莉魔
力”的人慢慢喝，这样才会喝到越来越多的味
道。慢慢品味是彼得在山东最深刻的体会，他也沉醉在了越
品越醇厚的“山东味道”里。“很多好的地方不在各种榜单
上，需要自己去找，甚至要通过熟人介绍。”在济南，彼得
常常能在街头巷尾发现惊喜。在青岛、烟台、聊城，他又发
现了不一样的味道。

最近，彼得爱上了烟台的苹果。他想在“茉莉魔力”
的基础上加入一些苹果的味道，做
一个烟台版的茉莉咖啡。他把想法跟
员工沟通，参考大家的意见。“虽然
这些山东的年轻人只接受了几个月的
培训，但是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跟他们相处非常愉快。”对于这些
年轻咖啡师的未来，彼得充满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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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宝书 丁兆霞

寒风瑟瑟，冬意渐浓。跨进日照蓝
城园艺小镇中式农庄的庭院，恍若一脚
踏进了一个春日“小江南”：高低错落
的绿植葱绿茂盛，火红浓艳的茶花娇俏
开放，一湾碧水倒映着嶙峋的怪石、古
色古香的亭台。曲径通幽处，移步易
景、隔窗望景，另有一分别致讲究。

整体规划面积约3500亩的日照蓝城
园艺小镇，位于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
项目计划总投资20亿元，分三期建设，
包含特色产业、人防教育、农庄度假三
大板块。自去年10月启动至今，生活服
务板块先期25套示范性江南中式建筑建
成后，惊艳了一批批闻讯而来的参观团
队，多套已经达成购买意向。

南湖镇党委书记柴岚民则更看重小
镇呈现出的“葡萄串效应”。“小镇建
设，可一举带动实现苗木产业转型升
级、人防资源综合利用、城镇内涵和品
质提升三大目标。”柴岚民表示。

做了二十多年盆景的时光，是中国

盆景艺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盆景艺术
家协会常务理事。今年，他将在别的
城市经营多年的盆景园，搬入了日照
蓝城园艺小镇的“盆景大师园”，成
为第一批进驻者。“周边有万亩彩色
苗木产业园的资源优势，还有正在打
造的包含春风农场、蜜糖果林、田园
牧场及盆景乐园等在内的文旅产业赋
能 ， 盆 景 大 师 园 可 以 发 展 成 一 个
‘产、销、研、学、游’于一体的综
合艺术产业园。”时光说。

盆景大师园，寄托着壮大南湖镇特
色产业、发展苗木“新六产”的期望。
“南湖镇是日照西部山区乡镇，依托山
水优势发展了特色苗木产业，是全省苗
木百强镇，但品种单一、规模分散，一
直是制约产业深度发展的短板。建设蓝
城园艺小镇和盆景大师园，可以将散而
小的产业经营模式向规模化、正规化转
变，打造苗木产业高地，开拓花卉苗木
与休闲旅游融合的绿色发展之路。”柴
岚民说。

日照蓝城园艺小镇项目负责人何建

军，对盆景大师园的带动作用信心十
足。他透露，早在项目规划之初，便已
与盆景协会15位大师达成了对应进驻协
议，携手共同打造盆景大师园。“后期
全部建成后，会有五六十个园艺大师进
驻。”

“这里是我们小镇的生活中心，超
市、食堂、医务室，可以一站式满足基
本生活所需。”11月19日，在日照蓝城
园艺小镇，何建军指着中式农庄北侧一
个十几处房子的小聚落介绍道，那里是
日照市人防疏散基地。“我们的小镇，
是‘产、游、人防’三位一体的园林艺
术小镇，是一个宜游、宜居、宜业的
‘自循环小镇’。对人防基地来说，这
既能为整个小镇提供配套服务，又拓展
了人防资源的功能。”

记者了解到，目前日照蓝城园艺小
镇项目一期已完成投资2 . 85亿元，建成
生活美学馆1处，中式农庄79套，盆景
大师工作室4栋，春风农场等农业体验
区已完成基础建设。一处日照市区近郊
品质生活的新基地，已经魅力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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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桑 蕊 赵 峰

近几天，宁阳县葛石镇小夏庄村的张
建，一直盘算着买辆小轿车。不仅因为手里
有了几个钱，更重要的是，家门口的泥巴路
变成了水泥路。

张建家在村子东南角，孤零零的一户。
尽管距离村子不过50米，但是修好这段路需
要多花1 . 5万元。修路，资金筹集本就有缺
口，为一户人家多花1 . 5万元，值不值？

“道路户户通，不能落下一户群众！”
村支书张召军斩钉截铁地说。

多年来，小夏庄村道路没有硬化，村民

出行十分不便，钱挣得很辛苦。“过去道路
坑坑洼洼，一到雨季就泥泞不堪，车子根本
走不动，摩托车开到哪儿就放到哪儿，连步
行都很艰难。”张召军说，更让他头疼的
是，许多村民都不愿待在家里，宁愿到外地
打工，村里的经济发展不起来。

修通水泥路，成了小夏庄村人最大的梦
想。而随着宁阳县农村道路“三通”（村村
通、巷巷通、户户通）工程项目的实施，这
个梦想一步步通向现实。

今年3月，项目下来了！听到这个消
息，村民们一片沸腾。但是，仔细算算账，
才知道需要花费60多万元。经济薄弱的小夏
庄村每年只有七八万元的收入，需要花钱的
地方还很多。尽管上级补助“大头”，但还
有不少缺口。有些群众打了退堂鼓。

不能让彻底改变村庄面貌的机会流失。
老支书于兴法带头捐款1万元，党员纷纷跟

上，村民也没有落下。短短几天时间，全村
捐款15 . 93万元。“村里老少爷们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我在天津打工，我老婆在卫
生室工作。我和我老婆每人捐了1000元。”
张建介绍。

两个月后，小夏庄村总长1100米、宽4
米的水泥路全线修通。还在路两旁种上了一
片片的“步步高”，彻底改变了村里面貌。

有了路，日子从此不一样。采访路上，一
群正在卖玉米的村民说到水泥路笑得合不拢
嘴。收玉米的大卡车停在路边，人们一边装玉
米一边说：“从前大车过不来，我们都是用肩
膀扛、用板车拉，累得要命，现在轻松多了。”

这样的幸福和期待，不只在小夏庄村发
生。近年来，宁阳县大力实施农村道路“三
通”工程，截至目前，县级财政已对完成验
收的村庄发放补助资金1 . 2亿元，不论工程
总量还是投入额度均创历史新高。不但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深入现场督进度、解难
题，交通运输、住建、财政等部门全力以
赴，沿线乡镇、村庄主动作为，施工单位和
广大建设者拼搏奋战。农村老党员、离退休
干部等进行义务全程监督，成立66人的验收
组，分片对所有村逐一验收。

截至10月20日，施工里程达到2522公里，
全县457个行政村，家家户户都享受到了“出
门踏上水泥路”的方便。农村道路“三通”拓宽
了农民增收新路子，全县今年新发展蔬菜3万
亩、苗木花卉1 . 5万亩、林果2 . 6万亩。

“让农村群众脚不踩泥、出门上车，既
种农田，又种风景。通过农村道路‘三通’
建设，畅通了阡陌村路，增强了城乡互动，
串起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实现了‘建好
一条道路、发展一片产业、带富一方百姓、
美丽一处乡村’的发展初衷。”宁阳县委书
记毕黎明表示。

日照市东港区以园艺产业为抓手，打造宜游、宜居、宜业的园艺小镇

“小江南”里走出苗木“新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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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刘 磊
本报通讯员 王克军

11月19日深夜12点，一辆辆冷链物
流运输车缓缓驶出山东新天地黑牛集
团，在夜幕中开往北京、上海等一线城
市。24小时内，车里运载的“纽澜地”
高青黑牛肉将进入全国21个城市的217
家盒马门店，新鲜直达6000万“盒区用
户”的餐桌。

作为目前国内唯一通过省部级鉴定
的高档肉牛新种质，“纽澜地”高青黑
牛不仅成为阿里巴巴盒马鲜生孵化的首
个全国性“盒品牌”，2018年还端上了
青岛上合峰会的餐桌。值得一提的是，
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时期，高青黑牛
创下了线上销售额增长300%的奇迹。

在山东新天地黑牛集团公司展厅，
记者看到正在实时滚动的高青黑牛管家
大数据云平台。19个牧场的地域分布、
存栏量、出栏量等实时信息一目了然，

牛群结构、牛只体重、各阶段牛只料肉
比等大数据精准明确。“每一头黑牛都
拥有自己专属的脖环，可以精确测算、
实时监测黑牛的走步数、体温、心跳
等。”山东新天地黑牛集团公司总经理
杜斌介绍，企业从牧场到餐桌进行全链
条数字化升级，不仅实现了个性化养
殖，还从源头把控了品质。

而在唐坊镇李孟德村的黑牛养殖牧
场，壮硕的黑牛正悠闲地咀嚼饲草。该
村合作社负责人何传明说，这些牛在村
里的牧场育肥后，再送到山东新天地黑
牛集团公司享受“五星级”的科学培
育：睡软床、享按摩、喝啤酒、听音
乐……2万余头黑牛在牛舍中，一边听
着音乐，一边吃着营养套餐，口渴了可
以喝啤酒，身体痒了可以享受按摩，养
殖环境不一般。何传明介绍，出产的牛
肉具有大理石花纹，最好的部位每千克
能卖到上千元，一头黑牛能创造近20万
元的价值。

高青县是淄博市唯一的沿黄县，黄
河过境47公里，生态环境优良，自然资源
丰富，是优质农作物和畜牧养殖的成长
沃土。该县充分发挥高青黑牛资源禀赋，
发展规模养殖场近200处，并且在唐坊镇
规划建设了黑牛特色小镇，带动全县黑
牛养殖等畜牧产业提档升级，加速在“牛
背上”谋划推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目前，依托“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发展新模式，“高青黑牛”成功与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联姻，龙头企业将黑
牛无偿租给合作社代孕、代养，通过订
单式、托管式带动当地合作社和农户从
事黑牛繁育养殖，合作社和农户主要负
责牛犊的饲养和初期的育肥，企业集中
精力做好架子牛的回购和后期育肥管
理。通过犊牛繁育、成牛育肥，每头牛
可帮助农户年增收2万余元。同时辐射
带动2万余户农民从事生态养殖、牧草
种植、精深加工等环节的配套服务，年
均增收5000元以上。

高青县依托“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建设黑牛特色小镇

“喝啤酒”的黑牛能卖20万
莱
西
市
借
助
企
业
力
量
推
进
矿
山
修
复

着
力
打
造
﹃
葡
萄
小
镇
﹄

废
弃
矿
山
上
建
起
葡
萄
酒
庄

□本报记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张娜

“真是做梦也没想
到，寸草不生的废弃矿山
上，竟然长出了葡萄。”初
冬时节，莱西市九顶山上
种植的数千亩葡萄刚过了
采摘季，落下的葡萄叶泛
黄泛红，在暖阳下熠熠生
辉。11月18日，莱西市院上
镇隋坊村村民董作苗告诉
记者，依托于矿山修复打
造的葡萄酒庄，他和老乡
们走上了绿色发家之路。

12年前，这里还是一
片坑坑洼洼、鲜有生迹的
废弃矿山。九顶山区安山
岩矿山关停后，遗留了两
处废弃矿坑，多年的开采
给山区的地形地貌和生态
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
2012年，莱西市与青岛大
好河山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借助
企业力量推进矿山修复和
环境治理。

在修复过程中，莱西
市组织自然资源等相关部
门及相关企业对项目占
地、产业布局进行科学规
划，考虑废弃矿区土地利
用现状和开发潜力、土壤
环境质量状况、水资源平
衡状况、地质环境安全和
生态保护修复适宜性等，
探索出“矿山治理+葡萄
庄园”模式：在原采矿区
建成集葡萄种植、葡萄酒
生产、文化展示、旅游接
待、休闲度假功能于一体
的九顶庄园。

根据山体受损情况，青岛大好河山葡萄酒
业有限公司通过清理危岩体、渣土回填、边缘修
整等方式，分类开展受损山体综合治理和矿坑
生态修复：就地取材，使用当地产石灰岩将废弃
矿山建造成一座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的酒堡，
原有采坑空间建造葡萄酒窖，上部建设酒庄城
堡及酒店；通过对周边荒山开展土地整治，建成
了数千亩葡萄种植基地。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九顶庄园种
植了3000多亩酿酒葡萄，年产葡萄酒近50万瓶，
供应国内外市场。我们通过引进推广葡萄种植
技术，带动周边村民种植新式葡萄，逐步形成规
模化产业，年产值达8000万元，人均每年增收2
万元。”院上镇副镇长刘文博说，项目实现了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下一步，
当地还将推出“中国院上—葡萄小镇”计划，规
划15000亩的葡萄酒庄聚集区，致力于打造集
葡萄产业示范、乡村休闲旅游、高端田园度假
等于一体的国产精品葡萄酒旅游产业集群。

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重要

结合点，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

台。近年来，我省多地创新发展思路，因地制

宜打造特色小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请

看，高青县依托“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

建设黑牛特色小镇，带动全县畜牧产业提档升

级；莱西市推进矿山修复和环境治理，废弃矿

山上建起“葡萄小镇”；日照东港区南湖镇打

造日照蓝城园艺小镇，带动实现苗木产业转型

升级。

■编者按

牧场内，高青黑牛边听着音乐，边吃着营养套餐，口渴了可以喝啤酒，身体痒了可以享受按摩。(□刘磊 王克军 报道)

盼盼望望着着，，盼盼望望着着，，初初雪雪来来了了！！记记者者从从省省气气象象局局了了
解解到到，，受受冷冷空空气气影影响响，，自自2211日日凌凌晨晨起起，，济济南南、、泰泰安安、、
临临沂沂、、潍潍坊坊、、淄淄博博等等地地迎迎来来今今冬冬初初雪雪，，降降雪雪主主要要出出现现
在在山山区区。。数数据据显显示示，，2200日日1177时时至至2211日日1177时时，，全全省省平平均均
降降水水量量22 .. 11毫毫米米。。

2211日日白白天天，，全全省省各各市市最最高高气气温温均均在在1100℃℃以以下下。。除除
了了泰泰山山的的最最低低气气温温达达到到--44 .. 22℃℃外外，，诸诸城城的的最最低低气气温温也也
接接近近冰冰点点，，为为00 .. 22℃℃。。受受冷冷空空气气持持续续影影响响，，未未来来几几
天天，，全全省省气气温温将将持持续续下下降降，，2233日日至至2244日日早早晨晨，，全全省省大大
部部地地区区最最低低气气温温将将降降至至--44～～--11℃℃。。((□□记记者者 方方垒垒
通通讯讯员员 俞俞豁豁然然 报报道道))

今今冬冬迎迎初初雪雪
美美如如水水墨墨画画

1111月月2211日日，，沂沂蒙蒙山山区区迎迎来来今今冬冬首首场场降降雪雪，，银银装装
素素裹裹，，美美不不胜胜收收。。上上图图均均为为雪雪中中的的沂沂蒙蒙山山世世界界地地质质
公公园园云云蒙蒙景景区区。。（（□□卢卢鹏鹏 公公茂茂栋栋 报报道道））

1111月月2211日日，，济济南南南南部部山山区区的的九九如如山山景景区区披披上上
““银银装装””。。((□□于于新新悦悦 崔崔新新程程 报报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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