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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民宿产业扮靓美丽乡村
速读

9月 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昌松
带领卫计、人社、财政等部门相关负责
人，来管理区督导医共体建设和国家
卫生城市创建工作。市政府副市长王
继静参加活动，管理区主要领导陪同
介绍情况。

杨志礼
9月 5日，荣成市委副书记、市长刘

昌松，副市长王继静，带领荣成市卫计
局、人事局、财政局、石岛社会管理局
等部门负责人，来到石岛人民医院调
研智慧医疗工作，医院党总支书记、理
事长吕红权同志等医院主要领导陪同
调研。

刘建文
管理区积极发展远程医疗服务，

建设区、街、村 (社区 )远程共享医疗服
务网络，开展远程会诊等服务，全面推
广“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模式，通过互
联网+医疗健康的新业态化解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村民远在几十公里外的
乡村 (社区 )就享受到了县级以上专家
会诊和健康指导。

杨志礼
自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以

来，石岛人民医院领导高度重视，积极
响应创卫号召，及时召开创卫工作动
员会议，部署相关工作，组织协调了多
项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病媒生物防
制等活动，深受群众的好评。

王超 连诗靖
石岛人民医院为更好的服务肠胃

病患者，定期邀请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消化内科副主任刘福国教授来院做无
痛胃肠镜检查，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曹守帅
近日，石岛人民医院肾病科在威

海市中医院于淑军副院长的指导下，
成功开展了首例腹膜透析置管术。术
后患者病情平稳，腹膜透析治疗进行
顺利。

毕红玲
近日，在石岛人民医院，患者将绣

有“妙手扶桑梓 高医攀新峰”的锦旗
送到了胸泌尿外科室和护士站，以感
激所有医护人员对他精心细致的诊疗
和无微不至的护理。

张洪芳
近日，桃园街道联合派出所展开

清理整治“三非”外国人专项行动，持
续加大非法用工清理力度，进一步规
范企业用工环境。

崔腾腾 赛文洋
近日，东山街道大力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集中宣传活动。
孙飞 杨亚琪 姜梦圆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管理区
县道宁镆路南段一处桥涵损毁。石岛
交 通 运 输 局 迅 速 调 配 人 力 、物 力 、财
力，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对桥涵进行抢
修。

张琬茹
近日，宁津街道办事处与国核示

范电站共同举办 2 0 1 8年新入学大学生
奖励助学仪式。街道办事处、国核示范
电站领导为 7 1名新入学大学生每人颁
发 1 0 0 0元助学金。

刘晓迪
针对开海后大批水产品运输车辆

腥水遗洒有所抬头的问题，连日来，管
理区通过多部门联动、多措施执法，重
拳治理腥水遗洒污染城市道路现象。

石炫

国际专家点赞石岛“蓝碳”成果

央视《乡土》栏目聚焦石岛

14 威海昊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厂生产运行岗 20 专科及以上 3800-4300（含五险一金）

荣成市崂山南路688号 0631-7690096 13173305033

供热生产运行岗 5

本科及以上 3500-4000（含五险一金）
工程技术岗 6
财务、审计岗 3
行政管理岗 4

客服岗 2 本科 3100-3300（含五险一金）

渗滤液厂运行学员 6 专科及以上 2800-3000（含五险一金）

炉渣应用项目运行学
员

15 高中及以上 3000-4500（含五险一金）

电厂机、炉、电检修工 4
中专及以上

3800-5000（含五险一金）

电厂机、炉、电运行学
员

10 4000-7000（含五险一金）

本报荣成9月1 0日讯
(杨青 ) 石岛管理区和港
湾街道立足村里的自然人
文资源，提出打造“书画
村”发展民宿产业，整个村
子从村容村貌到村民的精
神面貌，如同按下了“刷新
键”，焕然一新。

不到400户人家的牧
云庵村，上世纪8 0年代，
牧云庵被山东省有关部门
命名为“画村”，国内知名
画家慕名来这里写生创
作，留下大量以牧云庵渔
家 生 活 为 素 材 的 画 作 。
2016年开始，村里把原先

盛放渔具的800平方米库
房进行整体改造，划分了
培训、作画、装裱和展示4
个功能室，画室里的人慢
慢多起来，小的4 0多岁，
最大的70多岁，大多数是
家庭妇女。由于学员都是

“零基础”，村里请来的老
师从最基础的技巧开始交
起。在今年荣成举办的一
次绘画比赛中，牧云庵村
民王丽珍的作品与专业画
家们同场竞技，竟然拿到
了二等奖，这无异于给一
起学画的大妈们打了一针

“兴奋剂”，学习的积极性

更高了。后来村里成立了
专门公司，按照画作的水
平，以每幅100元——— 150
元的价格把学员们的作品
收购过来，通过装裱包装
后对外销售。

石头房是牧云庵的
特色民居，有的房子空置
已久，有的年久失修。近
几年，随着民宿经济的兴
起，村里有经济头脑的能
人盯上了这些原本破落
的小院。几位村民合伙成
立了旅游公司，专门开发
特色民居。今年6月份，首
批7个小院15户特色民居

打 造 上 市 ，成 为 市 场 热
点。为了让游客住下来，
点亮渔村的“夜经济”，旅
游公司还开发了文房四
宝、茶肆小吃一条街等体
验内容，根据游客需求，
还可以在海边开展篝火
晚会、特色烧烤等。村里
除开展特色民宿外，还在
着手建设画家工作室、艺
术院校写生培训基地等，
做 长“ 画 产 业 ”链 条 ，把

“画村”的牌子越擦越亮，
富民强村的同时，给老百
姓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美食聚“大咖”

9月8日，“国家级休闲
渔业示范基地”---石岛管
理区桑沟湾海洋牧场，桑
沟湾首届河豚文化美食节
开幕。民间剪纸河豚、糖花
河豚、泥塑河豚等非遗河
豚文化盛宴纷纷亮相。

杨志礼 摄

本报荣成9月1 0日讯
(于若琳) 日前，来威海参
加2018“蓝碳倡议”国际会
议的全球13个国家的相关
领域专家学者，到宁津街
道东楮岛村考察海草房和
海草床研究保护工作。据
介绍，蓝碳是指海洋的蓝
色碳汇，海草床是国际学
界公认的重要海岸带蓝碳
生态系统之一。

宁津东楮岛村现存用
天然海草苫制的房屋600
多间，被誉为“国内生态
民居的活标本”。不仅如
此，为更好地保护海洋环
境，实现海洋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2 0 1 1年，石岛当
地企业与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合
作，在东楮岛村共同组建
成立了海草床生态系统碳

汇观测站，探索开展海洋
生态系统碳汇试点。通过
对周边海岸带藻类以及微
生物的生长情况进行多年
观察研究，分析和总结海
草床这一重要蓝碳资源在
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
的作用和潜力，为我国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管理策略
的建立提供了大量基础数
据。

前来参观考察的近百
名国际海洋环境专家学
者，对当地重视保护海洋
环境，在蓝碳研究方面取
得的成果和经验给予充分
肯定。美国佛罗里达国际
大学教授詹姆斯·佛奎林
表示，他到过很多地方，很
少看到这种利用海草建造
房屋的绿色生态方式，真
的非常棒。

本报荣成9月10日讯
(石炫 ) 日前，中央电视
台农业频道《乡土》栏目
组走进宁津街道，进行为
期一个周时间的采风拍
摄，通过镜头记录海洋牧

场美食采集，体验渔家生
活，住海草房感受胶东民
俗。

石岛当地深厚的海
洋文化底蕴和独具特色
的地域民俗风情引起了

央视《乡土》栏目组的关
注，此次，他们深入海上
牧场、十里古乡进行实地
采风，通过水下拍摄、采
摘体验、景点浏览和系列
人物访问，拍摄大量生态

养殖、旅游产业发展以及
当地风土民情等素材，全
面展示和推介当地以“旅
游+养殖”、“旅游+休闲”
等为代表的滨海休闲渔
业和特色旅游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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