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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崔洪刚到黄河岛调研

发发展展实实现现经经济济自自然然““互互养养””
本报8月26日讯(通讯员

杜秀峰 记者 王晓霜) 8月
19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崔
洪刚到黄河岛调研，视察了黄
河岛林草间作紫花苜蓿种植示
范基地、良种羊繁育基地、芦苇
湿地和黄河岛湿地科普馆，下
一步黄河岛要把发展生态经济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
重，当好全市生态重建的排头
兵。

在林下经济紫花苜蓿种植
示范基地，崔洪刚走到田间，
俯身查看苜蓿的长势情况，不
时地向陪同的中喜控股投资集
团董事长张洪欣询问苜蓿的产
量、质量和销售情况。张洪欣

说，种植的苜蓿品种分别是地
方优质苜草“无棣苜蓿”和引
进 的 美 国 优 质 苜 蓿 草

“WL343”品种。现已开发林草
间作苜蓿种植6000多亩，平均
年亩产苜蓿干草1500公斤，今
年前期天气干旱产量受点影
响，预计亩产干草也能超过
1200公斤，销售在1800—2000
元/吨。由于苜蓿草封闭了树
下85%的地面，起到了土壤固
氮、治理盐碱的作用。基地连
续几年进行套种竹柳、白蜡、
香花槐、合欢等抗盐碱树种试
验，栽植树木100多万株，苗木
成活率均在97%以上，实现了
土地综合利用可持续发展。

“基地借助种植的苜蓿优势，
积极发展畜牧养殖。建起了大
型的标准化良种羊繁育基地，
借助黄河岛上丰富的牧草资
源，发展绿色养殖。实现草林
间作种植、畜牧养殖一体化发
展的良性循环。”

“这举措很好，促进了林业
生产、苜蓿种植、加工销售一体
化发展，实现了生物生产力和
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的大
幅度提高和良性循环，为黄河
三角洲盐碱地改良与草林发展
提供了范例，值得推广”崔市长
说，“黄河岛这片年轻而又荒凉
的土地，经过10年的保护性开
发，从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变

成了水盈草丰、树木繁茂的人
工湿地系统；还创建了“黄河文
化创意产业园”、“渔业科技示
范园”、“农林高效产业园、“生
态盐业观光园”、“国家湿地公
园”五大园区，形成了种、养、游
有机结合的生态高效观光带，
并获国家级湿地公园和国家4A
级景区认定，很了不起。

崔市长指出，黄河岛下一
步要把发展生态经济作为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牢固树
立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
展的理念，大力发展绿色农业
和生态旅游业，在绿色发展上
实现经济与自然“互养”，当好
全市生态重建的排头兵。

雪雪花花山山婚婚博博会会举举行行
22日，雪花山草坪主题公园

大型婚博会暨邹平县第七届青年
联谊会在雪花山度假村举办。活
动包括最美新娘评选、婚纱礼服
秀、草坪婚礼秀、婚庆用品展、3分
钟见面会、消夏晚会等内容，并进
行了互动和抽奖。活动当天吸引
了婚礼庆典、婚纱摄影、家居产品
等20余家婚庆行业的商家参展，
50余对新人和300余名单身男女
踊跃参与。此次活动通过模特婚
纱走秀、草坪婚礼秀演出等方式，
把今年婚庆时尚流行元素传递给
新人，把流于形式的婚礼文化，提
升为一种时尚潮流。
本报通讯员 王婷
本报记者 王茜茜 摄影报道

人人树树园园
在滨州市三河湖镇有一棵

几百年历史的“人树”，它的枝
叶成人字形，所结的果实也极
像小人，故称“人树”，它在当地
倍受居民的敬仰，每年都有很
多人来这里许愿。人树，学名丝
棉木，称之为“人树”的原因有

二，其一，因其树体枝液流出后
呈红色故称为“人树”；其二，因
其叶同面相叠呈“人”字形称

“人树”。此树树高10余米，树干
直径达100厘米，树冠覆盖面积
达60余平方米，每年发芽最早，
落叶最慢，生长十分茂盛，果为

不规则四角形，枝繁叶茂，浓荫
蔽日。据考证，该树栽植于明末
清初，距今已有350余年的高
龄。在滨州为唯一的国家二级
保护丝棉木古树。相传，该树下
住有一狐仙，如有难事、疾病
等，到树下烧香、烧纸许愿，即

应验。当地老百姓将此树奉为
神灵。

本报记者 王茜茜 整理

我行我秀

一景一世界

长长安安城城纪纪事事
火车载着我从一座城市辗

转到另一座城市，一路奔驰。车
窗外的树枝闪连成线，太阳从
绿叶缝隙里透进来，捏起食指
和拇指，轻轻弯成括弧，就把太
阳遥遥勾住了。脚下的车轮碾
压着枕木吱吱嘎嘎作响，带着
剧烈的颠簸和震荡，你来到了
古老的长安城，西安。

一个人行走西安，说去就
去了。刚巧，在火车上认识了闪
叔。闪叔是回民，姓闪，五十多
岁了。闪叔是个老西安了，他带
我逛了西安最本土的集市———

“当子”。“当子，就是上当的意
思。你来了，你就上当了。”闪叔
笑着说。在集市上，有耍武术
的，有卖老鼠药的，有织毛衣
的，还有一个卖旧收音机的老
实中年人，黝黑的脸，听着一个
笨重式样的老手机。

去了回民街。熙熙攘攘的
街头，一个卖埙的中年男人，骨
瘦清奇，吹起一首曲子，那声
音，戚然，悠扬，婉转，我越听越
觉那音髓如蛇吐信子，凉。我在

他的摊子上买了一个桃木的转
经筒。后来，我背着它上了去哈
尔滨的火车，一路向北。

在回民街，很多载客的三
轮车摇着铃铛在宅巷子里转来
转去。逛了很多古玩店，小吃
店。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小
推车卖的镜糕。我很好奇这名
字，买了一个。卖糕的大爷用小
磨坊蒸出来的圆圆的糯米糕，
抹一层玫瑰酱，再撒一勺碎花
生米，拿两根竹签叉起来递给
我，说，“风吹吹就不烫了。”我
很纳闷为什么叫镜糕，“像小镜
子麽。”大爷笑着回答，我就这
么举着一个“镜糕”逛街，没舍
得吃。回民街逛完的时候，出于
北方人对面食的喜好，自己专
门跑去当地的馍铺子买了一个
饦饦馍，蒸馍馍的老板边烤木
头边拉风箱，“等一哈，莫有零
钱找你，等一哈。”

在西安，还有一座古城墙，
让人念念不忘。站在古老的城
墙上，天空压得很低，头顶的鸽
子绕城盘桓，身后的旌旗在风

中碟碟作响，你俯下身子，窥探
这座古老的长安城，古老的建
筑和熙攘的街头，让你怀想古
城的锦绣繁华，兵戈铁马，猎猎
长风，长安，古长安，几千年的
记忆纷纷扰扰浮于在脑海，把
你漩进历史的长空。还有那千
年出土的兵马俑。在路上，我遇
见了一个犹太女孩，二十多岁，
以色列人，咖啡色的皮肤。她热
情地告诉我，自己刚刚从蒙古
国来到中国，准备去越南，她已
经在国外流浪八个多月了。我
们一起去参观兵马俑，我在路
上给她当翻译，蹩脚的英文让
我有点表达困难。最后，她看完

了兵马俑，问我，秦始皇是怎么
死的。“老死的。”我郑重地说。
她很诧异，“这么残暴的国王竟
然会安然老死？”后来我查阅了
资料，发现自己说错了，真有些
懊悔。

一个人行走在西安的街
头，路边的梧桐叶子无声地摇
曳，像手铃在演奏，我走了一
路，听了一路，怀想了一路。古
城繁华，而今依然。

游客 刘红丽 提供
记者 王茜茜 整理

山东旅交会

28日正式开幕

28日—30日，2015山东(济南)

国际旅游交易会将在济南舜耕国
际会展中心举办。据了解，本届旅
交会将吸引20多个国家、30多个
地市和众多大型旅游企业参展，
相较往年，此届旅交会转向休闲
旅游目的地推荐以及包括酒店、
度假区、狩猎场甚至保税区等多
种旅游要素的组合推介。

本届旅交会设置15000平方
米的展示区，将以境内外旅游资
源推介、精品旅游线路特卖、特色
旅游消费品展销、地方风情文化
演出、旅游合作对接洽谈等为主
要内容，联合最佳旅游目的地主
管部门、景区、旅行社，现场售卖
优惠旅游产品，强化现场特卖活
动，突出公众参与性，让游客不止

“看”到各地的美景特色，更能有
机会亲自去“感受”亲民价格和精
彩线路。

同时，本届大会将联合境内
外多家旅游目的地主管部门、景
区、旅行社，现场售卖优惠旅游产
品，更加突出“交易”功能，为游客
打造一站式旅游产品消费平台。
相较往年，省内地市在今年山东
旅交会中的推介不再局限于当地
景区的介绍，而是从单方面的

“游”向包涵“吃住行游购娱”等多
种旅游要素的休闲旅游目的地转
变，从单一的景区宣传扩展到包
括酒店、度假区、狩猎场甚至保税
区等多种旅游要素的组合推介。

本次山东旅交会中20多个国
家、30多个地市中将有不少城市
带上“新名片”惊艳亮相。预计将
有50余个国家、地区参展，不但有
众多特惠旅游线路商品对外推
出，展现各地人文风情的特色表
演和各地特色小吃餐饮也将同步
亮相，极具地方特色的演出将为
游客提供近距离领略各地风土人
情的机会。

此外，今年的旅交会将更加
注重“展卖结合”功能的发挥。各
大旅行社还将“参战” 百条精品
线路现场促销，推出特惠精品线
路以及整点秒杀、现场报名立减
等优惠活动，秒杀最低折扣可达
5 . 7折。 (宗禾)

采取不打招呼式
安全检查

8月19日，国家旅游局在京召
开全国旅游安全电视电话会议，
要求各地认真组织一次旅游安全
大检查，开展“打非治违”和专项
整治。检查重点包括旅行社吃、
住、行、游、购、娱各个环节，重点
景区、宾馆饭店、交通集散点等游
客密集场所，旅游节庆活动以及
景区漂流等水上活动。要求采取
不打招呼、不用陪同和接待、直奔
现场的明察暗访等方式。

会议强调，各地检查发现的
问题和隐患要切实整改，对重大
隐患要建立数据库，实行挂牌督
办，坚决做到不走过场、不留死
角。要加强对旅行社企业的安全
监管，督促旅行社对提供的产品
和服务进行安全检验、监测和评
估，特别要强化购买交通服务环
节的安全监管，主动会同交通运
输、公安交通等部门加强旅游包
车的检查与管理；指导A级景区
核定最大承载量，并制定和实施
旅游者流量控制方案；指导星级
饭店、星级内河游船等做好各项
安全保障工作。及时发布和撤销
面向旅游者的安全提示，给予游
客更为及时的引导。及时修订完
善旅游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
强化旅游应急管理，加强涉旅事
故的处置。同时，要进一步明确预
警提示、安全监管、应急管理和事
故追责等安全职责，建立健全安
全监管责任体系，落实安全监管
责任。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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