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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高密市胶河社区依托
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自然生态、
地域文化、特色产业等资源优势，
以农托底、以文铸魂、以旅兴业，
努力推动由过去以传统农业为主向
“农文旅”融合发展转变，形成了
“乡村美、产业强、百姓富”的乡
村振兴大美格局。

现代农业筑基

打好“特色产业牌”

  胶河两岸水网密布、土壤肥
沃，发展现代农业，叫响农产品品
牌，是胶河社区的根基所在、优势
所在。
  近年来，该区把发展现代农业
作为推动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按
照做精、做美、做活的思路，因地
制宜规划建设了胶河现代农业智慧
产业园、千亩梨园、东方生态园等
11家特色农业园区，形成了龙头企
业带动、各类特色园区功能互补的
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产业集
群。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胶河农
产品日渐成为被大众所认可和熟知
的“金字招牌”，胶河土豆、大
姜、芋头、韭菜、南山酥梨、神泉
山花生米等优质农产品知名度和市
场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全区认证
绿色农产品达到13个，国家地理标
志农产品2个。
  围绕农产品研发、生产、加
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做好强链、
补链、延链文章，努力提高产业拉
动能力。今年6月份，胶河社区以
万亩胶河土豆和十里果品采摘长廊
等产业基地为依托，与山东省农科

院质标所、山东师范大学、济南大
学等十余所高校院所合作，共建胶
河农业研发中心，开展科学种植、
精深加工、休闲农旅等科技创新，
研发精酿啤酒、可食口红、烘焙糕
点、梨汁梨膏等20余种高端旅游商
品，不断提升胶河农产品附加值，
推动品牌农业与旅游产业实现互动
双赢。

传统文化赋能

念活“文旅融合经”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支撑。胶河社区做好文化资源整
合，更将文化元素融入旅游开发
之中。

  胶河社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春秋齐国名相晏婴、高密诗派“三
李”先生均出生于此，独具魅力的
历史文化是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特色
资源。胶河社区党委、管委会坚持
挖掘、保护、传承、发展多措并
举，深入挖掘“大贤晏子”“三李
先生”等历史文化资源的时代价
值，强化项目带动，打造了以晏子
文化为主题的“一馆一广场一公
园”（晏子纪念馆、晏子文化广
场、晏子公园）三个文旅项目。今
年3月份，又重点打造了以“三李
先生”为主题的高密诗派文化展
厅，努力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高
质量发展新势能。

  以文兴旅、以旅促文，该区借
助梨花艺术节、秋梨文化节、晏子
文化研讨会的召开，融合传统戏
曲、民间绝技等文艺汇演，开展
“梨园情”茂腔演出等十余项文化
惠民活动，推动旅游观光、古韵文
化、休闲娱乐三位一体融合发展。
将文化元素注入乡村旅游，探索开
发折扇、镇纸等文创产品，实现传
统文化、红色文化与现代旅游产业
加快融合，形成了具有胶河地域特
色的文旅产业。

节会活动搭台

铺好“全域旅游路”

  近年来，胶河社区加强对旅游

资源的有机整合，实现旅游特色的
优势互补，推动旅游产业全域融
合。把“美丽道路”建设作为乡村
振兴的基础工程，精品打造79公里
旅游线路，栽植各类绿化苗木80余
万株，与生态、产业、文化有机融
合，实现了“建设一条、绿化一条、提
升一条、美丽一条”的标准，打造了
农村公路建设的“胶河样板”。为进
一步提升“生态胶河·秀美南山”的
旅游辐射面，胶河社区在道路沿线
串珠式布局生态农业、节会经济、
观光旅游等新业态、新模式，将王
吴水库湿地公园、南山万松园、翠
柳金蝉园、东方生态园等12家旅游
景区串珠成链，梨园花海、万松
园、三窎老林、王吴水库景区等日
渐成为群众休闲娱乐的网红打卡
地，全域旅游美好愿景正在这里逐
步成为现实。
  以花为媒、以果为介，高密市
胶河社区创新建立“赏花经济+田
园风光+采摘体验”一体化现代休
闲旅游农业产业带，定期举办梨花
艺 术 节、“ 秀 美 南 山·云 赏 梨
花”、农产品展销会等丰富多彩的
节会活动，不断拓展农业观光旅
游、农事活动体验、农耕文化传承
等活动形式，年接待游客近5万人
次，已经成为高密市常办常新的旅
游盛会和宣传推介胶河农产品的重
要平台。
  空气清新通透，水库碧波荡
漾，十里梨园游人如织，晏子纪念
馆人来人往……一幅“路在林中、
村在花中、人在景中”的田园生态
画卷正在胶河社区徐徐展开。

以农托底 以文铸魂 以旅兴业

胶河社区走上“农文旅”融合发展路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王晖

胶河社区在王吴水库景区打造的薰衣草庄园成了网红打卡地。（资料图）

  “很多人劝我用国外的猪与徒
河黑猪杂交，那样生产速度快了，
效益就更高了。”说着，张训照摇
了摇头。
  11月中旬，山东省徒河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徒河食品公
司）创始人张训照说起自己与徒河
黑猪这17 年的缘分——— 从偶然一次
机会发现这一古老物种，到辞去公
职变成“猪倌”，他凭“固执”二
字，将濒危品种育成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打造了集保种、养殖、屠
宰、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
业链。
  光阴荏苒。如今，面对养猪市
场的快速“洗牌”，张训照表示，
将纯正、健康的徒河黑猪肉送上人
们的餐桌，自己初心不移，“固
执”难改。

这顿猪肉

有“肉滋味”

  “ 那 顿 猪 肉 ， 有 ‘ 肉 滋
味’。”张训照感慨。 2006 年某一
天下乡时，在济阳县小王家村吃到
的一顿猪肉，味道纯正鲜香、肉质
筋道。这是本村人家养的黑猪，是
当地群众在特定的地理气候环境、
饲养条件和饲养习惯下，长期择优
选育而成的品种，有4000 多年的养
殖历史。
  这 是 张 训 照 与 当 地 古 老 猪
种——— 徒河黑猪的首次“相识”，
村民们却一点也不奇怪，“虽然黑
猪肉质香，但生长速度奇慢，经济

效益低，养殖户已经少之又少。”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批生长速度
快、个体大的国外品种猪涌入中
国，徒河流域的农户逐渐放弃了饲
养黑猪，徒河黑猪濒临灭绝。
  黑猪肉的鲜香还留于口中，张
训照当即决定，他要去寻找、保护
这一濒危的本地古老品种。

从“当官”

到徒河黑猪“猪倌”

  “公职人员辞职养猪。”在周
围不少人看来，张训照的所作所为
简直离谱，而他的“寻猪”之路也
充满艰辛。
  张训照回忆，当时他花费近40
万元，购买 103 头黑毛猪，当地老
人见了直摇头：“没有一头是纯种
徒河黑猪。”他只得低价将这些猪
贱卖，徒河黑猪寻种陷入迷茫。
苦恼之际，张训照得知山东省农科
院的李森泉研究员对研究徒河黑猪
颇有兴趣，辗转取得了联系。二人
一拍即合，根据当地民谣“大黑
猪，黄瓜嘴，耳朵垂，爱玩水，莲
花头，屁股丑，背如刀刃身子扭”
形容的体貌特征，在徒河沿岸再次
逐村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时数月，
走访了 20 多个乡镇、 50 多名养殖
户后，张训照收购到了81 头类似徒
河黑猪的种猪，经DNA 鉴别，其
中30 头为纯种徒河黑猪。
  觅得了纯正的徒河黑种猪，
兴奋的张训照还不知道，这只是

漫漫育种之路的开端。同年，他
创办了徒河食品公司，并成立徒
河黑猪研究所，邀请国内的知名
专家学者张伟力、邓先余等前来
“ 助 阵 ”。为 了 降 低 幼 猪 病 死
率，将 30 头徒河黑猪分为 4 个血
系，进行配种。

从30头到7万头

背后的“快乐养猪”

  2007 年，张训照筹集投资300
万元，把济阳一个40 亩的废弃养鸡
场改造成养殖基地，专门养殖徒河
黑猪。
  “要让徒河黑猪长得更好，除
了在它们适应的环境养殖，还要遵
循它们原本的生活习性。”张训照
说，黑猪喜爱运动，他便专门为他
们设计了跨栏、游泳等运动项目，
这既提高了黑猪自身的免疫力，又

保证了猪肉的瘦肉率，使得徒河黑
猪 肌 肉 纤 维 更 加 纤 细 ， 肉 质 更
鲜美。
  “训练黑猪？”张训照的所作
所为再次成为怪谈，但让周围人不
解的不止于此——— 基地里的徒河黑
猪，吃的是运用“啤酒发酵技术”
生产的饲料，长出的是大理石花纹
般的猪肉；睡的是按照一定比例，
铺上秸秆、锯末、稻壳等组成的
“席梦思”，一年四季温度适宜；
采用“中药防控技术”预防疾病，
党参、黄芪、大青叶等40 多种中药
材应有尽有；外运屠宰地时有专门
改造设计的“健康旅行车”，全密
封设计，内设无动力风机、排风
扇、自动饮水嘴等。
  “ 把 每 头 黑 猪 当 成 孩 子 来
养。”张训照说，就连屠宰时，黑
猪也能享受“安乐死”——— 猪在屠
宰场静养 24 小时，头顶是手绘的

“蓝天白云”，脚底是“绿叶红
花”，四周是“树木成林”，饿了
则能舔食地面上的白糖。“在这种
环境下，能防止黑猪应激反应引起
身体变化、影响肉质。”
  旁人的看法在“固执”的张训
照眼中已不再重要，从养殖、屠宰
直至餐桌的每一步，他都给出让猪
肉健康美味的“最优解”。渐渐
地，越来越多人认可了他的生态健
康养殖理念，同时，他也先后获得
了养猪领域多项国家专利。“南京
一家企业看中了我们的‘健康旅行
车’技术，目前已经投产，很快就
能上市。”张训照说。
  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张，徒河黑
猪存栏量最多时达到了7 万余头，
先后获得了国家金猪奖、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原农业部有机食品
认证品牌、第十一届全运会指定肉
品等荣誉，并获批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援建项目等。

联农开辟

产业发展新“赛道”

  在张训照看来，养殖徒河黑猪
这件事一头系着我国古老濒危物
种，一头事关百姓餐桌上的安全，
二者皆为使命，作为企业的“掌舵
人”不能安于现状，要坚持积极求
变图强。
  “一方面，与政府和农户合
作，扩大养殖规模，带动村民增
收、共同致富；另一方面，朝着预
制菜方向‘进军’，为企业开辟新
的赛道。”张训照说。
  “现在，我们已经与60 多家农
户达成合作协议，并考察了养殖条
件，预制菜的加工场地已规划完
毕，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中。”张
训照表示，对于过程中的任何困
难，他将继续“固执”，一如十几
年前。

“固执”的张训照
周桐 秦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