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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驾车沿蜿蜒曲折的
金鸡山盘山路前行，侧柏、黑松等
漫山遍野，核桃、油桃嫩芽正生机
绽放。在山顶，中等个、红脸膛，
皮肤黝黑的临朐县寺头镇石河头村
民王传平正在栽树。

石河头村因地处寺头镇石河
源头而得名，人口不到二百户，
耕地较少，且大多是山岭薄地，
生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自打
记事起，村里就缺吃少穿，过着苦
日子，俺家也不例外。”当问起主动
进山义务造林的初衷时，王传平打
开了话匣子。

1961年出生的王传平，兄弟姊
妹七个。迫于生计，17岁的他闯关
东，干了6年木工。后来，头脑灵
活的他回到家乡，办起了家庭作坊

式家具厂。经过数年商海打拼，王
传平的腰包鼓了起来。然而，每次
回家探亲，遥望光秃秃的金鸡山，
对土地和村子有特殊情感的王传平
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

2011年，王传平毅然做出决
定：回老家、进山沟、治荒山，
誓把家乡变个样。说干就干，王
传平和村里签订了协议——— 承包
2400亩荒山，主动放弃安逸生活，
一头钻进山沟里，与石头相伴，
与土坷垃打交道，开始了一场治
山“豪赌”。

他先请来水利工程专家和林
果技术员，对承包的8个山头挨个
进行了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规划，
搞出了生态建设规划图。没路，王
传平就买来挖掘机、装载机、翻斗

车等大型机械，硬是自学了这些
机械的操作技术，挖出了一条1 . 1

公里的进山大道和22公里的环山
路；没水，请来专业钻井队，在沟
底打出深水井，铺设管道4500多米；
没电，投资30万元架设高压线路。

搬石子、运水泥、砌石沿……
开工后，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王传平
起早贪黑，和工人们吃住在山上，
做起了义务造林的行当。因吃饭不
定时，睡眠无保障，半月下来，整个
人瘦了一大圈，老伴看了心疼，劝
他下山歇息几天，他拒绝了 :“可不
行，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没
事，我撑得住。”

就是凭着这股韧劲，无论刮
风下雨，严寒酷暑，王传平一呆
就是三年多，一个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当代“新愚公”也逐渐被当
地人传颂。昔日的穷山恶水，在
王传平的改造下悄然改变了模
样。建环山公路20多公里，铺设
管道6000多米，打百米机井两眼，
建容积400立方的蓄水池1个，绿化
荒山3000多亩，栽种黑松6万株、侧
柏22万株，核桃、油蜜桃等果树1

万多株。“旱能浇、涝能排”，水
土保持率80%以上。用在荒山开发
上的资金也达1000多万元，全部是
自掏腰包。对此，王传平却毫无怨
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国
家这么重视生态建设，又遇上乡村
振兴好时机，即使有再大的困难，
我也会坚持下去。”

除治山外，王传平还不忘挤出
资金，造福村民。为村里架电筑路，

方便群众生活生产；打深机井，送水
到户，让全村人吃上水质良好的自
来水；聘请村民到山上务工，仅工资
一项，一年就发放四五十万元。

“能够尽我所能，为村民提供
挣钱门路，让他们生活有保障，比
自己挣钱都高兴！”这个大山里的
汉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荒山变成
“工厂”，让村民当上了按月领钱
的工人，这是王传平最普通最实际
的想法，也渗透着他对家乡父老的
朴素感情。2018年6月，王传平被
授予“山东省乡村绿化楷模人物”
荣誉称号。

“荒山不治理永远是荒山，治
理好了就是绿水青山。”说起远期
规划，王传平有一个梦想：对基地
进行景区建设，开发采摘园、石河
景观游等项目，发展原汁原味的乡
村游，让家乡变成风光秀丽的“世
外桃源”，让乡亲们也端上生态
碗，吃上旅游饭。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刘明志
王 建

一个农民的“生态梦”

农村大众报单县讯 （记者房
孝钰 通讯员谢丽）走进单县北城
办事处吴六村，排列整齐的浅黄色
房屋使人眼前一亮；主干道两侧栽
种着垂柳、法桐。如此整洁干净的
村庄环境，让不熟悉吴六村的人很
难想象，这里曾是“晴天一身土，
雨天两脚泥”。

有了柏油路
也有了文化广场

2007年，陈德会上任该村党
支部书记时，村里的路不仅窄还
全是土路，一旦遇到雨雪天气，
泥巴便溅满双腿。“村民也有点
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垃圾随手乱
丢，路面本来就窄，又堆满了垃
圾，一到夏天苍蝇、蚊虫满天
飞，村民出行很不方便。”陈德

会说，为了改造村庄，他决定先
从修路开始。

2009年，陈德会开始带领村民
将村里主干道全部修成了柏油路，
自此吴六村下辖的5个自然村之间
道路通畅，解决了群众的出行烦
恼。

2017年，为进一步丰富村民的
文化生活，陈德会提出在吴六村修
建村文化广场。目前，吴六村已建
设完成两处村文化广场。主干道硬
化5000余米，墙面粉刷、修整残墙
断壁花费30余万元；安装路灯100

余盏；主干道栽植垂柳、法桐，空
闲宅基地种满了核桃树，村庄实现
了美化、绿化、亮化。

“能人”返乡
带动经济发展

村里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了，陈
德会开始考虑如何增加村民收入。
“要想增加村民人均收入，离不开
一部分先富起来人的带动。”陈德
会说，发展乡村经济，他的思路是
吸引能人返乡创业，带动更多的家
乡人走向致富路。

该村村民单衍雷一直在外地做
服装加工生意，陈德会想能否说服
单衍雷返乡创业。“2016年7月，
我找到单衍雷，这一次交谈出乎预
料得顺利，单衍雷早就有返乡创业
的想法，可以说一拍即合。”陈德
会回忆说。

2016年10月，单衍雷在吴六村
成立盛鑫服装有限公司，安排30多
名村民就业。“现在在盛鑫服装有
限公司工作的人，每人每月工资
2500元左右。”单衍雷说，现在有

两名村民在他的鼓励下，做起了个
体生意，发展也比较顺利。

2011年，陈德会又利用村民常
年种植芹菜、西红柿、茄子等各种
蔬菜的优势，在此基础修建了7个
蔬菜大棚，通过蔬菜采摘带动乡村
旅游的发展，仅此一项每年增加村
民人均收入500多元。

村史馆助力
乡村旅游发展

为进一步增加村庄特色，壮大
村庄旅游业，2012年，吴六村建起
1400余平方米的村史馆。吴六村村
民王克杰喜欢收藏古玩，村史馆建
成后，他找到村“两委”，主动提
出将多年收藏的古玩、村史材料等
搬至村史馆，以便供给更多的人欣
赏。

如今的村史馆道路两旁摆满了
各种各样的石狮子，院内更是散
发着古香古色的韵味。“这是唐
代的石马、明代的柱子、清代康
熙年间的药柜、元代的石豹、近
代的织布机、古代的船……”王
克杰一一向记者介绍。

“徐州、 菏 泽 、 济 南 、 商
丘、砀山等很多地方的游客都到
村史馆参观，为村内旅游业打下
坚实的基础。”陈德会说，如今
村史馆已成为该村乡村旅游的一
大特色。

在陈德会的带领下，如今的吴
六村房屋整齐划一、道路干净整
洁，产业农业并驾齐驱，乡村旅游
红红火火，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到
9000多元，成为当地美丽乡村的样
板村。

美化绿化提升环境，引进能人促进产业

“当家人”陈德会带出一个样板村

近日，寿光市台头镇南兵村
举行了一场“巾帼美家”评比活
动。

台头镇党委安排全镇41个村
的妇联主席担任这次评比活动的

评委，这些评委进村后分成三个
组，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对全村
256户逐户给予现场评选打分。通
过评比、学习，评委们一致表示
将南兵村积极践行“家风美”“家

人美”“家居美”“环境美”的做法和
经验带回到本村，在全镇形成争做

“美家”的良好氛围。图为七十多岁
的老人高兴地和评委互动演出。

（刘忠 摄）

农村大众报郓城讯 （通讯
员赵考壮 宋修广 侯宪鑫）
“没想到办事速度这么快、效率
这么高，当天拿到证，前后只用
1 0 多 分钟时间 ， 真是超 乎 想
象。”3月11日，拿到食品经营
许可证的郓城县郓州街道的张凯
说。

据了解，事先张凯从“山东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企业行政许
可服务平台”终端上提交了申请，
按照《食品经营许可告知书》要
求，准备好了《食品经营许可承诺
书》等相关材料。经工作人员核
准，完全符合法定条件，随即为其
办理了《食品经营许可证》，整个
过程仅用了10分钟。

据窗口接待的工作人员刘艳
霞介绍：“根据《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加快推进食品经营许可改革
工作的通知》要求，郓城县简化
食品经营许可证程序，从原来需
要12天时间出证，到现在当天出
证，审批时间大幅缩减，服务效
率极大提高。”

郓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自成
立以来，切实做到“一枚印章管
审批，政务服务零距离”，让政
策及时落地，降低群众办事成
本，让群众充分感受到“一次办
好”带来的便利。

农村大众报临沭讯 （通讯
员王康琪）“消防器材像这样摆
放，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一旦发
生险情，不方便随取随用……”
在临沭街道一个村居的加油站
内，聘请的安全专家正在排查风
险隐患，大到线路布置，小到器
材安放，专家细致地为加油站一
一进行专业指点。

近日，临沭街道聘请两名安
全专家，联合安监办、执法大
队，到规模以上以及铸造、冶金
等重点企业，和加油站这样的经
营单位现场，检查企业安全生产
档案、安全生产措施，对企业在
日常安全管理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进行排查。发现问题后，专家现
场指导并填写隐患排查报告，交
企业所在辖区的安监站进行整改
督导，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引导企业积极主动查
出、整改、消除安全隐患，帮助
企业做到安全隐患治理常态化、
制度化、规范化。

此次行动聘请2名专家，排
查了生产经营企业45家，其中包
括规模以上企业25家，冶金、铸
造、化工等重点监管企业20家。
发现安全隐患31处，下发督导检
查单16份，提出安全建议49条，
责令整改9家。

农民评委评“美家”

郓城县<<

食品经营许可证
10分钟办结

聘请专家

排查风险隐患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