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至汉堡
“中欧班列”开通
本报威海讯 9 月 2 日 10 时 58

分，在山东威海海关监管下，首列由中
韩 "桥头堡 "威海始发的铁路集装箱国
际货运班列缓缓驶出威海市文登火车
站，直奔德国汉堡。 这标志着威海 "中
欧班列 "正式开通，以海铁对接方式，贯
通韩日、中亚、欧洲的最便捷货运新通
道就此打开。

该班列初期每周发运一班、35 车
皮，经内蒙古二连浩特出境，途经蒙古
国、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终到德国
汉堡， 全程约 1.1万公里， 运行时间为
15至 18天， 比海运缩短 10天以上，运
费比空运节省 80％，具有明显的流通成
本优势。

此趟中欧班列的开通，不仅有助于
威海企业开拓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市
场，还将借助威海作为中国大陆距离韩
国最近的城市、对韩日贸易的 "桥头堡
"作用，形成一条东连韩日、西接中亚及
欧洲的海铁联运快速通道。（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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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历史文化名人（32）

书 家 至 圣———王羲 之
唐太宗为《晋书·王羲之传》添加的

传论中，对从汉代张伯英到南北朝萧子
云等的书法名家一一进行点评，最后得
出结论："尽善尽美， 其惟王逸少乎！ "
这里的王逸少就是书家至圣王羲之。

王羲之（303年 -361年）， 字逸
少，祖籍琅琊（今属山东临沂），5岁时
举族南迁建康（今江苏南京），后迁会
稽山阴（今浙江绍兴）。 因作过右军将
军，故世称王右军。其书法兼善隶、草、
楷、行各体，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笔势
委婉含蓄，遒美健秀，有刚柔相济的 "
中和 "之美， 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 "
二王 "。 代表作有楷书《黄庭经》、行书
《兰亭序》、草书《十七帖》等。

王羲之生活的时代， 好的书迹不
易看到，笔法保密，不轻易传人。 羲之
具有成为 " 书圣 " 的得天独厚的条
件：羲之出身于文化大族和书法世家。

“王、谢、郗、庾”为当时的四大家族，擅
长书法者有“三谢”、“四庾”、“六郗”、
“八王”之称。王氏家族为第一大族，不
仅世代为官，而且书法大家迭出。王羲
之的父亲王旷、伯父王导、叔父王
都是著名书法家。 王旷善行、隶，羲之
12 岁时曾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
论》；王导师法前代书法家卫 、钟繇，
擅长行、 草， 藏有钟繇的真迹《宣示
帖》， 渡江后赠送给羲之；王 工于
草、隶，尤擅飞白。王导的儿子王洽、王
劭等也都以书法闻名， 其中王洽各体
俱工，尤擅草书，卓然孤秀，有乘风飞
动之势， 羲之经常与堂兄弟们砥砺观
摩， 并从王洽处看到了张昶的《华岳
碑》。 另外， 前述 "三谢 "、"四庾 "、"
六郗 "等人， 大都与王羲之是师友关
系，郗鉴则是王羲之的岳父，郗夫人也
是 "女中仙笔 "；谢安、谢万是王羲之

过从甚密的朋友， 庾亮则是王羲之的
顶头上司。这些书法家聚在一起，互相
激励、研讨，是重要的生活内容。

这里还得提一位重要的启蒙老
师。 王羲之幼年时曾跟随著名女书法
家卫夫人（卫铄）学书。 卫夫人师承钟
繇。 其所著《笔阵图》中云："横 "如千
里之阵云、"点 "似高山之 石、"撇 "
如陆断犀象之角、"竖 "如万岁枯藤、"
捺 "如崩浪奔雷、"努 "如百钧弩发、"
钩 "如劲弩筋节。 唐人评说她的书法
"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
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 "。
这为羲之的书法增添了姿媚元素。
《晋书》上说，"羲之幼讷于言，人

未称奇。 "成年以后，王羲之开始离家
远游，遍访北方名山大川，瞻仰临摹李
斯、曹喜、钟繇、梁鹄、蔡邕、张芝、张昶
等名家帖碑。 他学钟繇，自能融化，对

钟繇隶书 "损益 "、"运用 "；他学张芝
也是自出机杼，对张芝草书 "剖析 "、"
折衷 "……他运用自己的心手， 使古
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推
陈出新，富于创造。 他精研体势，心摹
手追，兼撮众法，备精诸体，冶于一炉。

王羲之素无廊庙之志， 不得已曾
任秘书 、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会稽
内史等。他当官时决不尸位素餐，曾对
宰相谢安和参与朝政的殷浩等人发表
过重要而切实的政见，比如，强调行政
以道胜宽和为本，虚己求贤，除烦苛，
省赋役，与百姓更始。 他还忧民疾苦，
慈悲为怀，曾对饥民开仓赈济。羲之奉
信黄老学说，志在自然山水。大自然是
那样的自足圆满， 自由活泼， 生生不
息。从《兰亭序》中，我们看到了身在无
拘无束的自然怀抱之中， 羲之的内心
至乐。 （马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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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积极拥抱“金砖机遇”
今年前 7个月对金砖国家外贸进出口 1124.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0.6%；将进一步加深文化、技术领域的沟通
本报济南讯 9月 4日，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国际会议中
心举行，世界经济再一次迎来 "金砖时
刻 "。拥抱金砖机遇，鲁商在行动，据济
南海关统计， 今年前 7个月山东省对
金砖国家（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外
贸进出口 1124.6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
同期（下同）增长 40.6%，高于山东省外
贸同期平均增速 18.8个百分点， 占同
期山东省进出口总值的 11%。
原油、铁矿砂、大豆等大宗商品进

口量价齐增， 是带动山东省自金砖国
家进口大幅增长的原因。 金砖国家中
俄罗斯和巴西具备天然的资源禀赋，
是山东省重要的生产原料进口市场。
1－7月，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维持在 51%－52%的扩张区间，
山东省供需持续扩张，总体运行平稳。
今年以来， 山东省石油地炼企业

迅猛发展， 钢铁行业逐步淘汰落后产
能、 盈利回升， 大豆压榨行业需求增

长。 在相关利好条件作用下，对原油、
高品位铁矿砂、 大豆等商品的进口需
求回暖。 前 7个月，山东省自金砖国家
进口原油、大豆、铁矿砂的数量同比分
别增长 93.6%、6.1%、18.6%。原油、铁矿
砂、大豆进口快速增长，拉动山东省自
金砖国家进口整体增速。 此外，大宗商
品价格受国际供需影响明显上涨，其
中， 原油和铁矿砂进口价格分别上浮
25.1%和 43.8%。

从出口看，基建领域合作加深、产
品竞争力不断提高， 促进山东省对金
砖国家出口增长。 近年来，巴西、俄罗
斯等国家在基础设施改善、 运输能力
提升等方面的建设和投资需求不断增
加，在公路、港口和铁路、矿产开采等方
面与中国的合作不断密切。 同时，中国
与俄罗斯的油气开发协作日益加深，
仅亚马尔半岛天然气开发项目就吸引
多家山东企业前往投资建设。
受此影响，前 7个月，山东省向金

砖国家以对外承包工程方式出口增长
49.3%，机械设备、钢材等主要相关出
口商品分别增长 46.9%、48.4%。 另外，
随着山东省优势企业在海外营销、售
后网络的不断完善， 产品市场竞争力
增强，出口需求不断增长，前 7个月，山
东省服装、水果、轮胎、家电等优势产品
对金砖国家出口均有不同幅度上涨。
尽管 "金砖国家 "商机无限，但多

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对山东省外贸出口
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全球外贸增长缓
慢的大背景下， 金砖国家与中国在纺
织服装、轮胎、金属制品等中低端产品
的竞争日益激烈， 多种形式的贸易保
护措施频出成为影响山东企业对金砖
国家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
今年上半年， 印度对中国发起了

12宗贸易调查， 再次成为对华发起贸
易调查最多的国家。 在 8月 9日宣布
对 93种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反倾
销税后，近日，印度政府又以 "担忧数

据泄露危害安全 "为由，开始大面积审
查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 对山东省
电子产品出口的影响将逐渐显现。
除常规的 "双反 "调查外，以俄罗

斯 CU-RT、gost认证，巴西 IEC和 ISO
标准为代表的各国进口准入技术行认
证也因其繁琐的认证环节、 高昂的认
证费用增加了企业的出口成本。 据了
解， 山东企业对金砖国家出口过程中
经常性遭遇贸易保护措施， 其对出口
的影响不容忽视。

为此，济南海关建议，山东省应增
加与金砖国家的全面交流， 在传统外
贸、投资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文
化、技术领域的沟通，发挥金砖国家市
场互补性， 加强 "鲁商品牌 "建设，加
快外贸新旧动能转换步伐， 鼓励企业
完善技术、销售、服务网络，促进优势商
品的输出， 增进与金砖国家在基础建
设领域的合作，提升企业国际影响力。

（代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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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脱贫攻坚彰显山东力量

红都瑞金长出绿色“寿光菜”
“耕山钓水,宜画宜诗,荷塘香里月

初上；摘翠烹鲜,原汁原味,稻饭熟时酒已
沽。”这幅展现于中国蔬菜之乡———山东
省寿光市林海生态博览园诗情画意的图
景,在今天的红都瑞金已成为现实。

记者近日在瑞金叶坪乡田坞九丰
现代高效农业产业园看到,线形辣椒、象
牙茄子、论个卖的葫芦、重达 30多公斤
的南瓜,已挂满枝头。该园由山东寿光九
丰农业集团公司投资兴建, 可以说是寿
光企业走出去、向全国传播先进的蔬菜
种植技术的又一个“根据地”。
红都瑞金长出绿色“寿光菜”,彰显

了“苏区”脱贫攻坚的山东力量和山东
担当。

“瑞金速度”建起省级重点园区

农业一直是瑞金的支柱产业, 蔬菜
种植历史悠久。 但是,多年来,农业产业
龙头不凸显,集约化、科技化程度不高,
制约着瑞金的农业发展。 如何突破瓶
颈?从 2015年 9月开始,瑞金市领导不
断到寿光市等地实地学习、调研。 利用
现代农业园区助推精准扶贫和乡村旅
游,探索高效农业、绿色有机农业、智慧
农业、品牌农业融合发展的新路,走园区
景区化、农旅文一体化、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的路子, 这一产业发展新模式让考
察组大开眼界,极受启发。 于是,立即邀
请九丰农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宗清前
来瑞金投资考察。

考察中,王宗清了解到,瑞金发展
现代农业具备诸多优势。 区位方面,交
通便捷,运输成本低；旅游方面,瑞金是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共和国摇篮景区
为 5A级景区,每年游客达 600余万人
次以上；生态方面,土壤、水质、空气环
境无污染, 符合无公害蔬菜生产条件,
且已有一定产业基础；劳力方面,瑞金
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这些优势,加上
各项政策优惠,特别是江西、赣州、瑞
金各级领导的诚恳和热心, 让王宗清
萌发了在红都瑞金投资的念头。

二者一拍即合。该项目从 2016年 4
月份正式洽谈,当年 5月 7日协议签订、
6月 7日项目开工、9月上旬蔬菜上市
销售。 短短 5个月,完成了招商洽谈、土
地流转、投产运营,创造了当年签约、当
年投产、当年竣工的项目攻坚 "瑞金速
度 ",被列为江西省省级重点园区。
据介绍, 九丰现代高效农业产业

园是叶坪田坞打造现代农业特色小镇
的一部分。园区集生产科研、集约化育
苗、技术培训、试验示范、加工物流、生
态休闲、旅游观光等多功能为一体,是

一个现代农业综合体。 项目规划建设
面积 1000亩,总投资 3.6亿元,包括 3
万平方米智能温室大棚、20万平方米
连栋多功能大棚等。 2016年 12月试
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 50余万人次,
2017年 4月 28日正式开园运营后,当
天即吸引 1700余名游客参加,“五一”
假期带动整个核心区接待旅客 10.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24万元。

四种方式助农民脱贫致富

发展农业园区,最大受益者是农民。
目前,园区已安排数以百计的农民就业。
据来自山东的园区管理者、负责蔬

菜销售工作的王勇介绍, 包括贫困户在
内的当地农民可通过四种方式享受园
区带来的收益:一是劳力入股。以 5月份
为例, 农民到园区就业, 工资标准为 80
元 /天, 加上每月 300元的全勤奖以及
每天 20元左右的加班费,每月收入可达
3000多元。 另外,每人都加入了保险,还
会时不时地免费领到一些劳动保护产
品。 二是资金入股。 瑞金市对贫困户给
予每户每年 5000元的产业扶持资金,贫
困户一般将此资金入股园区, 每年可获
得高于银行的利息。 三是自主创业。 贫
困户除了在园区就业获得资金, 也可以

学习园区先进的种植技术,并自主创业。
四是乡村旅游。 九丰现代农业园预计年
吸引游客 100万人次, 将有效带动旅游
业发展,为当地贫困户带来第四桶金。
园区的高产、高效、标准化、智能化

发展模式,促进了瑞金市蔬菜产业提档升
级,亩均较传统种植增收 3000元,蔬菜产
业已成为瑞金产业扶贫的主导产业。

专业化职业化农民初长成

据王勇介绍, 九丰公司对当地经济
的带动, 不仅体现在提高了当地农民收
入, 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农民的专业技能
和职业化水平, 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种菜
理念和农业结构。 园区棚内的降温系
统、通风系统、遮阳系统、智能控制系
统和吊蔓系统是园区的“五大法宝”,
代表了未来蔬菜发展的潮流。 为了让
科技“星火燎原”，公司采取无偿供种、
无偿技术培训、订单收购等方式,不断
扩大技术员队伍。 九丰公司目前在江
西有几十位技术人员, 全是从山东带
过来的。 如今这些人除了日常种植管
理, 每人还带着 5 至 10 名当地农民
“学生”。

据了解,近年来,瑞金主动加强与
寿光等蔬菜优势产区对接, 以实地培

训、产业观摩等形式,开展针对种菜主
体、业务骨干的集中培训,加快培养本
土菜技员和生产能手, 培育一批有文
化、懂经营、会管理的现代化职业菜农
队,从源头解决产业技术薄弱问题。 持
续强化服务指导,初步构建县、乡、村
三级技术服务体系, 组建专家队伍巡
回指导,构建信息服务平台,为菜农及
时推送天气预报、 灾情预警、 新兴技
术、产业政策等信息服务。

叶坪乡黄沙村华屋的华水林,这
位高中毕业的江西老表, 曾是村里最
贫穷的家庭之一。 近年来,他积极参加
各级各类农业技术培训,从 2015年开
始租种了几十亩大棚,成为火龙果、百
香果和无公害西红柿等果蔬的种植大
户。 在全家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帮扶
下, 当年家庭总收入即达到 41000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 10250元,自 2016年
元月起光荣脱贫。

据悉, 九丰现代农业园拥有 2600
平方米农业技术培训中心、 农产品加
工仓储物流中心及展厅, 每年可免费
培训职业农民 2000人。“随着园区大
规模培训的逐渐展开, 像华水林这样掌
握现代农业技术的专业化、职业化农民
会越来越多。 ”王勇对瑞金成为东南沿
海地区蔬菜外销区充满信心。（马章安）

随着济南生态优化,山斑鸠、灰掠鸟、金翅雀……许多一度销声匿迹的小精灵又跳动飞舞在
千佛山的密林间。 （高翔）

泰山森林覆盖率达到 95.8%, 正由人工林向近天然林发展 , 成为一座巨大的生态屏
障。 （姜言明）

山东智能制造
发力十大重点领域
本报济南讯《山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2017-2022年)》(下称《规划》)近日正式印发,明确
到 2022年,"山东省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将基本
实现数字化制造,有条件、基础好的重点产业和企
业基本实现智能化转型,"山东省制造业数字化、
智能化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山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将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作为统领全省经济发展的重大工程, 而智能制
造将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有
机结合,是推动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的“牛鼻子”。
《规划》给出了具体指标:到 2022年,全省传统产
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 72%以
上,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57%以上,万人机器人数量达到 200台以上等。基
于现阶段山东省智能制造发展水平、优势和不足,
《规划》从新型支撑体系、关键装备等七个方面进
行了系统筹划, 明确了推进智能制造发展的突破
口。《规划》列出了当前亟须突破的智能制造基础
理论和技术、工业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六大类
关键核心技术。《规划》提出启动 "1+N"带动提升
行动, 以此作为全省推进智能制造的重要手段。
"1" 指智能制造示范点,"N" 是同行业上下游企
业,即在有条件、相对成熟的行业通过结对子加强
对标辅导,推进行业智能化水平整体提升。
《规划》确定，汽车及零部件、机械设备、纺织

服装、轮胎、食品加工、家用电器、化工、建材、钢
铁及有色金属、医药十大重点领域优先推进智能
化转型,并明确每个领域的技术研发及应用方向、
重点发展的智能装备产品和智能化升级路线图。

（付玉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