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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热闻

□记者 李丽 杨璐

济莱协作的前景，或多或少
可以从眼下的现实中找到答案，
如今，很多人经常往来于济南和
莱芜，这两个相隔不远的城市，
因为旅游，因为度假，因为买房，
早已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济南市民王东

和莱芜“小三峡”
8月3日，周六，济南转山西

路银座花园，王东一家三口睡
够了懒觉，透过窗户向外望去，
天阴沉着。会不会下雨？王东拨
通了一个莱芜的手机号，一阵
寒暄后，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上午10点，王东拉着妻子、
女儿和母亲从旅游路驶向济莱
高速，1个多小时后，私家车停在
莱芜雪野的“小三峡”景区门口。

王东说的小三峡景区是济
南人的叫法，这里是当地一个
国家2A级生态景区，位于雪野
湖以西。

三年前，王东无意中发现
了这个好地方，被这里的美景
吸引，这里也成了一家人的定
点休闲地，每年暑假，全家人都
会来这里玩上一两次。

跟第一次到雪野湖的游客
不同，王东一家并不急着去雪
野湖“看海”，而是先来到一处
叫金栗园的农家乐。每次来之
前，王东都会给老板邢宪平打
个电话，问问天气，问问是否营
业，因为熟悉，老板还免去了他
们全家的景区门票，一张门票
就要20元。

青山叠翠，清水映碧，小三
峡就是一座自然原始的小山。约
11时，王东一家躲进了凉爽的山
里避暑，爬爬山、看看瀑布。“很
清静很惬意。”王东说，这里有一
种城里人久违了的宁静。

午饭就在农家乐解决，树
荫下一个石桌，松菇炖鸡是王
东的最爱，只做半份鸡，另一半
留下带回济南。吃完饭，全家人
并不急着离开，而是先在吊床
上眯上一个多小时，直到下午2
点多，太阳没那么晒了，全家才
往雪野湖边的金沙滩走去。

经过一条长长的雪野水库
大桥，开车不到5分钟就看到了
一片金黄的海滩。这里是雪野
著名的蓝湾沙滩浴场，有300多
辆私家车聚集在这里，七成挂
着“鲁A”的车牌。

金沙碧浪，又不收门票，这
里的游人很多，自发形成了一
个小商业街，泳衣、泳圈、水枪
等各种小孩子玩水的设备都有
卖，还有人搭建了小屋，作为临
时更衣室。

下午四五点，太阳一点一

点西沉，湖边看夕阳，凉凉的风
迎面吹着，王东一家准备驾车
返回济南，顺道买点南瓜、鲢鱼
等特产，一点儿也不耽误晚上
吃一顿丰盛的自制农家宴。

莱芜村民老邢

和他的雪野农家乐
跟王东一样，带着家人到

雪野度假，已经成了很多济南
市民周末的休闲方式。

说起济莱协作，在当地村民
邢宪平眼里，就是济南的游客越
来越多，雪野的旅游越做越大，
当然也包括他家的农家乐。

邢宪平的农家乐就在三峡
生态旅游区里，四层的红色小
楼格外惹眼，300多平方米，能
同时接待200多人就餐。

11年前，邢家峪村村民邢
宪平做了一个决定，跟其他村
民一起出资开农家乐。他咬咬
牙，把家中7万元的积蓄全部投
了进去。

“当时很担心不成功，深山
老林里有没有吃饭的？客源在
哪里？”邢宪平在忐忑中出工出
力，建起了三间平房。

干到第三年，生意开始好
起来。邢宪平为人实在，菜量
足，客人多是回头客，最久的一
个来自章丘，十来年把这里作
为定点饭店，一年来个五六回。
随着客人的增多，现有面积小
了，邢宪平又投入30多万扩建
农家乐，包山，砌台阶，建栏杆，
建成了如今的模样。

现在的农家乐，栽种了200
余棵板栗树，枝繁叶茂，绿树成
荫，农历八月十五前后，板栗成
熟时节，会有金黄的板栗散落
下来。为此，他给自己的农家乐
起了个名字：金栗园酒家。这些

板栗游客采摘回家可以入菜，
做一盆香喷喷的栗子炖鸡。

邢宪平是个庄稼汉，不懂
经营，可看到城里人喜欢到乡
村采摘，就在农家乐旁的山上
建了果园，种了桃、杏、梨、山楂
等，搞采摘。后来又开辟了菜
园，种上黄瓜、西红柿、韭菜，供
应农家乐的蔬菜。他发现济南
人喜欢带着孩子老人出来玩，
就琢磨着为孩子建了滑梯、秋
千、跷跷板，找空地设了台球
桌，还在树与树之间挂起了吊
床，让客人美美地睡个午觉。

回想11年前的决定，邢宪
平觉得自己“走对了一条道”，
如今家里年收入已经在10万以
上了。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雪野
旅 游 区 旅 游 局 局 长 陈 传 收 介
绍，这些年，雪野旅游区先后开
发了雪野湖、房干、吕祖泉、小
三峡、金泥湾、雪野农博园等近
20处景点。2012年接待游客21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 . 2亿
元，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130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 . 6亿元，

“雪野的定位之一就是济南都
市圈的滨湖休闲度假地。”

300多套房源

只剩下了几套
王东说，如果你从没去过

雪野，没关系，从济南沿着济莱
高速一路向东南方向行驶，看
着 路 边 渐 渐 多 起 了 房 地 产 广
告 ，“ 中 国 雪 野 湖 ，当 代 桃 花
源”，“首期新品亮相，7·27盛大
开盘”，诸如此类，雪野就到了。

8月3日，雪野湖北岸，恒大
金碧天下售楼大厅，工作人员
正在向看房的准业主介绍，这
里正在开发成大型国际化山水

旅游度假社区。
“一期300多套房源，只剩

下了几套，二期又开发了400多
套房源。双拼别墅8000元一平
方米，独栋别墅一万一左右，高
层从 9 0平到 1 8 0平不等，均价
6000元。房子都是精装修，拎包
入住。”听说是从济南来的，售
楼人员王腾打起了精神，详尽
地介绍起来，“这里的业主七成
是济南人。”

2007年，济莱高速竣工通
车，大大缩短了莱芜与省会济
南的“距离”，莱芜北大门雪野
距离济南仅有半小时车程。同
年9月，雪野旅游区挂牌成立，
莱芜期望利用雪野山水资源发
展旅游业，把济南的会议、运
动、会展、度假、休闲人群吸引
过来，把雪野旅游区打造成为
接轨济南的前沿阵地。

记者从雪野旅游区相关负
责人那里获悉，国内地产十强
中，已有恒大、绿城、碧桂园落
户雪野，与馨苑、万达正在洽
谈。恒大雪野湖北岸旅游小镇、
山东高速绿城雪野湖项目、山
东烟草雪野文化基地、雪野英
伦风情小镇等项目正在加紧建
设，今明两年将投入使用。

王腾说，买房的业主集中
在三类人群，第一类是纯商业
投资，看中房屋升值潜力，第二
类看中雪野的青山绿水，为父
母养老买房，自己也能在周末
来度假，还有一类人群是家底
殷实的年轻人，热爱自然，追求
高品质生活。

对济莱经济协作区的事，
王腾一直在关注，雪野距离济
南这么近，环境又好，“听说会
取消通行费，要是这样太诱人
了，真是实现了生活在雪野，工
作在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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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野旅游区为济莱协作前景提供现实样本

记者观察

80后小赵

济莱之间的选择

□记者 李丽 杨璐

2日下午5：40，莱芜市长途

汽车总站，3号站台，T恤、牛仔

裤、斜挎包、黑框眼镜，略显疲

惫的赵海成跨上了回济南的大

宇，济莱大巴每40分钟一班，但

每天下午只有一辆停济南汽车

东站。想起家里两个多月的儿

子在等他，赵海成看了看车前

的电子表，再有两个小时他就

能见到儿子了。

“你最好系上安全带。”看

到记者坐在旁边，赵海成热心

提醒。听说记者第一次到莱芜，

他说抽空可以去莱城区红石公

园看看，“这里的环境确实比济

南好，北边的雪野湖更漂亮。”

赵海成，80后，济南某喷绘

设备公司营销销售人员，2007
年从青岛总部来到济南，负责

省内中西部城市的市场拓展，

经常到莱芜出差，有时候一待

就是一周。

“看到大街上的广告牌了

吗？我就专门销售那种能喷绘

广告的设备。”在赵海成这个行

业，济南和莱芜市场的步伐基

本一致，只是济南市场更大。

聊天过程中，赵海成不时

联系业务，发短信、打电话、上

网，两个手机换着用，“3G手机

号 没 有 漫 游 费 ，否 则 要 漫 游

的。”听说济莱同城化以后，移

动漫游费将取消，赵海成自然

欢迎。

在济南工作6年多，赵海成

最近正打算买房子，老家菏泽

的他为了落户济南，必须要买
90平方米以上的。“济南房价太

贵了，哪有低于1万的，莱芜才
4000。”这段时间，赵海成正在

到处看房。

取消高速收费，建城际铁

路，在就业、教育等方面两地居

民同城对待……一路上，记者

跟赵海成的话题集中在济莱协

作区。
18：40，长途大巴路过雪

野，夕阳下的雪野湖宁静而温

柔。“在雪野买套房子，省下的

钱买辆车，走高速开车上下班

也就半小时搞定，这样好像很

不错啊。”想到济莱同城的美好

前景，赵海成真有些心动。

可也就一两分钟以后，他

又改变了主意。“这些规划什么

时候能实现？孩子上学怎么办？

雪野毕竟不如济南啊。”赵海成

说着，又开始在手机上搜房。

雪野湖金沙滩路边停着很多济南牌照的私家车。 记者 邱志强 摄

雪雪野野样样本本

名词解释

雪野旅游区

位于莱芜北部山区，是莱
芜市委、市政府统筹全市区域
发展而规划建设的旅游功能
区，2007年9月挂牌成立，总面
积239平方公里，辖雪野水库管
理处和雪野镇、50个村、4 . 8万
人。距济南市区46公里，是莱芜
通往济南的重要门户。雪野湖
面积13平方公里，蓄水2 . 2亿立
方，是济南50公里圈内最大的
水面，水质为二类标准。雪野旅
游区定位：莱芜市北部山地经
济区的中心城镇；济南都市圈
的滨湖休闲度假地。邢宪平的农家乐每天都要接待很多济南游客。 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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