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滑道,品民俗
银滩多福山庙会引来“八方客”

5月2 8日至3 0日 ,一
年一度的的银滩多福山
(嶞崮山 )传统庙会精彩
上演。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庙会景区不仅增加
了玻璃栈道、玻璃滑道、
滑草等娱乐项目，内容也
推 陈 出 新 ，现 场 喜 气 洋
洋，热闹非凡。此次庙会
民族文化气息浓厚，活动
种类繁多且精彩，吸引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
来体验。景区相比往年新
增大量青烟威等周边旅

游爱好者慕名而来，据不
完全统计，景区庙会当日
虽不是周末，游客同期增
长达到23%。

每年农历4月15逛多
福山庙会的传统已经传承
千年，在银滩当地有着悠
久的历史。每逢庙会，多福
山下都是鞭炮轰鸣，锣鼓
喧闹，人声鼎沸，热闹非
凡。熙熙攘攘的人流、琳琅
满目的商品、惊险刺激的
玻璃栈道、玻璃滑道及滑
草体验项目、各地特色小

吃、彝族民俗、民间大秧歌
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构成了一幅绝无仅有的现
代民俗画卷。

从凌晨3、4点钟开始，
就有大批做生意的美食商
贩陆续涌入景区，还有相
当数量的本地村民进山抢
头香。29日上午8点左右，
客流量进入高峰段，景区
内可容纳近1000余辆大中
型汽车的停车场爆满，自
驾车辆延伸到主干路两侧
排成长龙。

景区内玻璃栈道、玻
璃滑道、滑草娱乐项目也
是尖叫连连，充分表现出
一片男人欢笑一路女人尖
叫的淋漓畅快。也有不少
游客专程来到多福山许愿
祈福，蜿蜒崎岖的山路上，
挤满了上下山的人群，用

“人山人海”来形容此番情
景，毫不夸张，场面蔚为壮
观，游客们均表示，对此次
多福山庙会意犹未尽，期
待2019年的庙会能够精彩
依旧。

乳山市滨海新区：增强宪法意识 弘扬宪法精神
近日 ,乳山市滨海新

区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以“增强宪法
意识 弘扬宪法精神”为
题，共同学习了新宪法的
修订内容，为全体党员干
部职工上了一堂鲜明生
动、内涵深刻，既有理论
性，又有实践性，既有高
度，又接地气的党课。同
时，积极鼓励和引导干部
职工要在日常工作生活中
加强学习和运用，不断提
高防范意识，自觉抵制各
种不良行为、风气对自身
的侵袭，争做一名学法、知
法、懂法的新时代社会主

义工作者。
活动要求，全体党员

干部职工要从政治和全局
高度深刻认识宪法修改的
重大意义，提高政治站位，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

“四个服从”，坚定不移维
护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权威
地位，切实保证宪法实施。
各党员干部职工特别是领
导干部要带头学法用法，
带头遵纪守法，依法用权、
依法行政，成为运用法治
思维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
先行者。还要广泛开展普
法宣传教育，积极组织好

群众性学习宣传，扩大普
法宣传的影响力和覆盖

面，为法治银滩建设作出
应有的贡献。

银滩作家杨振新作《龙脉》

续集《龙种》出版发行

2015年，银滩作家杨振出版了他的第一
部抗战题材小说《龙脉》，写作的灵感来源于
乳山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今年，这本书的
续集《龙种》也出版发行了。

近期，《龙脉》的续集《龙种》出版发
行，全书共 4 7章，总字数 4 0余万字，讲述
了胶东地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军民战斗生
活，讴歌了抗日军民不屈不挠的战斗精
神。杨振老师总觉得，第二部《龙种》出版
了，高兴之余，心里也沉甸甸，因为乳山
这个地方山清水秀人也朴实，这里的文
化底蕴很深厚，虽然地方不大，但承载着
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些基本精神，他担心
自己的作品不足够将乳山的红色文化充
分挖掘出来。

事情还得从2009年说起。那年杨辰来到
银滩金长城花园小区定居，来到乳山以后，
杨震喜欢在闲暇时自己骑车四处转悠，了解
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
接触到了胶东地区的抗战历史。杨振老师
说：“有一次，我在马石山前的那条小河边
儿，与一位老太太闲聊天儿，我就说，这河
水，水不大，但非常清澈，她也给我讲了一些
马石山战斗的小故事，她当时说的一句话震
撼了我，她说当时这条河流的水都是红的，
我听了以后心里边儿特别激动。”

心灵的震撼，让他有了用文字演绎的冲
动。2012年，他开始着手写书，一边写一边在
乳山当地搜寻资料。经过三年的创作，2015
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50万字的抗
战题材小说《龙脉》出版发行。据杨振老师介
绍，之所以创作第二部小说，主要是因为第
一部中好多了解到的小故事，由于容量问题
没有纳进去，而且在第一部里主要写的是武
工队、游击队打鬼子的故事，牵扯到女性、儿
童的故事比较少，

在第二部里，把这方面的内容穿插了进
去。

《龙种》延续了前作的剧情，补齐了《龙
脉》中的一些情节，并对主要人物进行了更
加深入的刻画，两部作品的相继出版，更加
坚定了杨振的信念，目前杨振正着手创作下
一部作品，继续传承革命精神。

杨振老师也表示，现在在社会上一些
人，他们身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很重，老是在
刨根问底，老是在追究这个故事、这个英雄
人物是不是虚构的，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
的。而他在乎的不是这些故事和人物是否真
实存在，他所要赞颂的是乳山老百姓身上的
那种朴实善良、坚毅勇敢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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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山市滨海新区：

做企业不忘回馈社会 金鼎地产医疗下乡公益行
5月，正值春暖花开之

际。19日-20日，伴着明媚
春光，乳山市滨海新区金
鼎地产携手乳山市人民医
院组织的 “仁爱乳山
健康同行”大型医疗下乡
公益行活动在诸往镇卫生
院正式拉开了帷幕。

据了解，此次公益行
活动由金鼎地产总经理尹
刚先生发起，投入近百万
元资金，携手乳山市人民
医院眼科、骨科、心内科、
普外科、妇科、内分泌科等
多个科室的专家，与金鼎
员工一起，组成了医疗下
乡志愿队，为乳山村民免
费提供咨询、诊疗、送药服
务，还印制了专门的医疗
手册，帮助村民了解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的使用、报
销，以及中老年人常见疾
病的诊疗和预防常识。义
诊活动将在每周末持续开
展，计划惠及14个镇的601

个行政村约6000人次，活
动将持续开展到8月底。

目前，已在诸往镇和
乳山口镇开展了义诊活
动，仅在诸往镇就接诊村
民约340余人次，发放宣传
手袋及宣传手册400余份，
并筛选出需要进行白内障
手术患者7名，后期将由乳
山市人民医院免费为其手
术治疗。活动现场，志愿团
队还积极向广大村民和乡
村医务工作者传达“预防
胜于治疗”的理念，帮助村
民从早期检测、排查和预
防工作中降低潜在的疾病
风险，做到医防结合，切实
保障身心健康。此次公益
行活动是企业携手医院健
全乡村医疗保障体系的一
种尝试，也是贯彻落实乳
山市推进健康乡村建设，
强化农村公共服务的具体
实践。

近年来，滨海新区一

直致力于推动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和居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十分
重视对城市品位形象的
打造，多次开展义诊、慰
问演出、社区服务等公益
活动。并且在为企业提供
服务的同时，鼓励和支持
企业承担起相应的社会
责任，通过开展公益活动
回馈社会。金鼎地产不仅
是滨海新区内的龙头企

业，更是行业中的公益标
杆，该企业以践行公益、
回馈社会为己任，多次开
展援疆、义诊等大型公益
活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
支持点赞。滨海新区也将
通过组织更多类似的公
益活动，唤醒每一个人内
心的社会责任感，让更多
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人投
身到公益事业中，将大爱
永远传递下去。

乳山市滨海新区旅居养生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日前，全国8 0多家旅居

养 生 服 务 机 构 代 表 齐 聚 滨
海新区申菱大厦，就发展旅
居养生产业进行交流，进一
步加快资源整合，助推旅居
养生产业整合发展。各养生
服 务 机 构 代 表 针 对 各 自 区
域 养 生 服 务事业 的 基 本 概
况 以 及 自 身 发 展 旅 居 养 生
的 优势条 件 进 行 了 相 互 交
流，达成了“整合资源 ,形成
联盟，助推旅居养生产业发
展”的共识。

山东申菱养生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笑艳表示：“通
过申菱把银滩最美的康养基
础推荐给全国的康养机构伙

伴，让全国的长者能够认识
到中国的“长寿之乡”——— 乳
山这块最美的宝地，同时能
把银滩的旅居养生产业推上
一个新的台阶。我们也想从
自身做好标杆来打造山东旅
游业内的一个旅居平台。”这
次联盟大会共吸引了80多家
来自全国各地的养生服务机
构参加，申菱养生服务有限
公司与重庆颐享养生产业开
发有限公司、新疆火百合文
旅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等多家
养生服务机构签署了合作意
向。重庆颐享养生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谭斌表示，胶东
半岛环境非常好，靠近海边，

处于内地的客人都想到海边
走一走、看一看，这种旅居养
生的互换模式，申菱是起到了
全国引领的作用，下一步也将
根据申菱在银滩的地理位置，
与其强强合作，共同致力旅
居养生产业的发展。

近几年，旅居养生作为
一种新兴的养生方式，正日
益被更多的老年人所接受。
与普通旅游的走马观花、行
程匆匆不同，选择旅居养生
的老年人，一般会在一个地
方 住 上十天 半 个 月 甚 至数
月，慢游细品，以达到健康养
生、开阔视野的目的。旅居养
生机构，在整合全国旅游、度

假和养生等资源，为老年人
提供舒适自在的晚年生活同

时，也推动了区域健康产业
发展。

(本版图文 刘慧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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