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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3

诸城恐龙公园入选科普基地
资源条件突出，今后将更大限度发挥科普基地作用

本报 6 月 19 日讯(记者 赵

松刚 通讯员 李荣 焦自香)

19 日，记者从诸城市旅游局获

悉，经过形式审查、专家咨询评
议及社会公示，确定诸城白垩纪
恐龙地质公园已经达到《国土资

源科普基地标准》，成功入选国

土资源科普基地，并予以直接命

名，这将对公园发挥科普作用提
供更多的机遇。

诸城市白垩纪恐龙地质公

园位于山东省诸城市龙都街道

库沟村北，目前，用于科普宣传

的展馆面积约为 33922 平方米，

主要介绍诸城特色恐龙科普知

识以及恐龙相关科学研究成果。

项目区总规划面积 8000 亩，主要

建设“一园两城三大基地”。“一

园”，即：白垩纪公园；“两城”，

即：恐龙科学城、恐龙文化城；

“三大基地”，即：恐龙和地质科

研科普基地、恐龙动漫影视基

地、休闲度假基地。

同时，诸城白垩纪恐龙地

质公园所属的诸城市恐龙文化

研究中心，是为研究诸城恐龙

化石群成立的专门机构，专业

技术人员主要来自地质、古生

物等专业，负责组织、实施有

关诸城恐龙、古脊椎动物及地

层方面的研究，负责组织野外

国土资源科普活动的开展等。公

园在野外化石暴露点设立了防

护栏、专门的参观通道，并有专

业人员作为讲解员，吸引全国各

地的中小学生和爱好者前来参

观学习，每年参与科普活动人员

超过 10 万人。

据介绍，按照《国土资源科

普基地标准》分类条件要求，诸

城市白垩纪恐龙地质公园项目

符合资源保护类国土资源科普
基地类型并且优势条件突出，应

该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普基地的

作用，公园应该不定期举办恐龙

科普活动，利用白垩纪恐龙地质

公园化石挖掘现场进行野外科

普宣传。

此次，诸城白垩纪恐龙地质

公园“国土资源科普基地”的创

建，对加强科普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国土资源事业公众认知度、

普及恐龙科学知识、建设国内领

先、世界一流的地质公园有极大

的促进作用。

本报 6 月 19 日讯 (记者 张焜

孙国祥)潍坊首批 12 名残疾人通过驾考

科目一后，开始上车培训，经过半个月

的学习，已经掌握科目二的 9 项考试内

容。 19 日，记者采访获悉， 21 日， 12

名残疾人将到昌乐五图参加科目二的考

试。

19 日，记者来到潍坊交职汽车驾训

中心训练基地，学员们正在紧张的练

习。来自寿光的学员郑金泉在一辆伊兰

特教练车练习考试内容，单边桥、连续障
碍、单边桥、曲线行驶、限速限宽门、直角

转弯、连续障碍，不到 20 分钟，就把考试

内容操作了一遍，动作熟练。

“倒桩和侧向停车他们早就熟悉

了。” 12 名残疾人驾考学员的教练，

潍坊交职汽车驾训中心的吴新德队长
说， 12 名学员考取的是 C5 本，除了百

米加减速不考外，其它考试科目都有。

12 名学员自己商量分成了两组，每组用

三四天的时间集中学习驾驶，然后再换

另一批。如果住得远的学员下午练车太
晚无法回家，驾校将免费提供住宿。现

在还有 3 名寿光学员， 1 名诸城学员住

在学校内。

据介绍，一些学员为了学车，凌晨
4 点就从家里出发，晚上 11 点才回家。

通过半个多月的学习，学员们已经基本

掌握驾驶技巧，现在主要是加强练习。

21 日， 12 名考生将到昌乐五图驾考中

心参加考试。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残疾人上下车
非常不方便，需要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吴教练介绍，如果是一位双腿残疾的学

员，就需要有人帮忙将轮椅推在驾驶座

车门处，帮残疾人上下车，需要较大的

空间。学员夏文泉说，“现在市区停车

位比较紧张，但残疾人车位很少，如果

他把车子停入停车位，自己可能没有空

间下车。”因此，学员们希望相关部门

在设置停车位时能够人性化一点，适当

增加残疾人停车位的空间和数量。

本报 6 月 19 日讯(通讯员 刘志伟 记

者 周锦江)19 日，记者获悉，在国务院公

布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寒亭区《柳毅的传说》榜上有名。

据了解，这是寒亭区继潍坊风筝、杨家

埠年画，第三个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项目。寒亭的柳毅传说具备了文化资源的

完整形态：该传说在寒亭区有相关地点、人

脉传承，也有由此形成的民间信俗祭祀活

动，堪称体系完备。

“柳毅传书”的传说是我国历史上流传

最久的民间传说之一，与《梁祝》、《天仙配》、

《白蛇传》并称为中国民间四大神话传奇故

事。最早反映“柳毅传书”的文学作品唐传奇

《柳毅传》见于《太平广记》，出自唐人陈翰所

编《异闻集》中，由李朝威撰写。

入选“国家级”，无疑为寒亭区的“柳

毅文化”保护与开发注入了新的动力。眼

下，寒亭区正以此为依托，全力开发建设

“柳毅山文化旅游景区”项目。该项目总投
资 1 . 7 7 亿元，将重点打造一个彰显以
“情、缘”文化为主题，集自然风光观赏、

特色农产品采摘、宗教参拜场所于一体的生

态文化旅游景区。目前，绿化工程、道路硬

化等基础设施业已完成，柳毅祠、柳毅桥、

天池海眼以及码头、渡口等景观初具规模。

近日，一座投资 500 多万元的“柳毅山庄”

开工建设。

本报 6 月 19 日讯(记者 孙翔)19 日，记

者采访了解到，京沪高铁开通之后，潍坊将

迎来更多游客。为了更好的利用这一机遇，

潍坊正在研发相应的高铁旅游线路。还将同
淄博一起联合打造旅游产品。

京沪高铁即将开通，届时高铁沿线城市

游客数量将大幅增加，特别是长三角和京津

地区将向山东不断输送大量客流。潍坊虽然

不是高铁沿线城市，但仍然是一个难得的契

机。

据潍坊市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潍坊市

针对京沪高铁的开通专门研发了多条高铁旅

游线路。包括“逍遥放飞游”、“逍遥远古

游”、“逍遥田园游”、“逍遥名人游”和

“休闲购物游”，均为 2 日游，第一天中午
从火车站接站，游客前往各景点游览，并在

潍坊下榻用餐，第二天再游览部分景点，下
午乘火车离开潍坊。

如逍遥远古游，第一天中午游客到达潍

坊，下午游览恐龙博物馆，参观目前世界上

最高大的巨型鸭嘴龙化石骨架和 100 多件恐

龙化石，游览白浪河湿地公园，第二天乘车
赴临朐，参观山旺国家地质公园景区，赴昌
乐参观宝石城，最后参观国内罕见的保存完
好的昌乐古火山口，下午送站离开潍坊。

旅游局市场科王凯强科长表示，近年

来，潍坊市旅游资源不断充实，已经具备了

吸引高铁游客的条件。除了推出潍坊自己的

高铁线路之外，潍坊还主动与淄博联合开发

高铁旅游产品，将主打潍坊的传统文化牌，

实现抱团发展。

寒亭“柳毅传书”

入选国家非遗
依托文化旅游项目现已开建

潍坊研发多条

高铁旅游线路
将与淄博抱团开发旅游产品

12名残疾学员将上车考试
希望增加残疾人停车位数量

▲学员在教练的帮助下上车练习

我的伯伯叫陈秉忱， 1901

年出生，潍县人。 18 岁在潍

坊光明中学接受进步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

亡运动，后被反动派抓捕送

至济南，被解救后回到潍县

成为电业部门一名职员。

七七事变后，伯伯跟随

潍县抗日领袖人物王一之参
加了鲁中游击队第七支队，

1938 年秋天，王一之不幸牺牲

于潍河。我的伯伯奔赴延

安，成为当时的卫生股股

长， 1986 年病逝。

1938 年 1 月初，日寇侵占

潍县后，在潍县以王一之和

我的伯伯还有另外一名共产
党员宋文领导的群众力量成

为了抗日的中坚力量。

日寇侵占潍县后，控制

了城里、东关和其它五关，

在潍县周围布置了多个据

点，设立了四个大兵营———

南大营、西大营、北大营、

东大营，在草庙子也有重兵

把守。

此时的潍县，在伯伯陈

秉忱和宋文、王一之等人的

领导下，已经有了五六十人

的抗日队伍。当时队里只有

短枪三五支，面临着有人无

枪的窘境。想抗日就一定要
有枪，有了枪才能消灭更多

的敌人。伯伯和王一之等人

先后掌握了敌人的军事部
署、人员装备、驻扎人数、

进退路线，又在潍北肖家营

安下根据地。

1938 年春节除夕，一支由

“绅士”组成的中日亲善

团，打着鼓，敲着锣，拉着

中日亲善的横幅标语，浩浩

荡荡地向日寇东大营走去。

鬼子看着这些人衣着整
齐，又拉着中日亲善的横

幅，再看看车上满载的慰问

品，笑得流口水，马上集合

列队相迎，问明来意，收下

慰问品，将来人让到餐厅。

鬼子在里面坐了一排，

前面的是来的客人，发现前
面的座位不够，就又拉来了

几张桌子让来人全都坐下，

开始喝酒行令。

大家喝得尽兴时，忽然

间就听到砰砰的两声枪响，

亲善团的人都猛扑向墙边鬼

子们的枪支，紧接着就是一

排鬼子刷刷倒地。

原来，亲善团是我的伯

伯、王一之他们带领的队伍乔

装的，王一之酒席间向同志们

使了个眼色，鬼子没有开一枪

就全部被击毙，伪军赶紧投降

求饶。

这次战斗，缴获的枪支

近百支，轻机枪两挺，重机

枪一挺，日本小钢炮一门，

子弹无数，装了满满的两辆

马车和五六个小推车。

临走时，同志们将鬼子

的东大营付之一炬。

八路军鲁中游击队第七

支队就这样诞生了，用鬼子

的这些枪支在潍北装备了近

300 人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

七支队前后带领群众于掖

县、平度、招远、黄县开辟

了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斗

争。

1938 年秋天，王一之牺牲

于潍河，我的伯伯和宋文奔

赴延安。因为伯伯具备中西

医的医术，成为了当时的卫

生股股长。

假扮亲善团大闹鬼子聚会

陈秉忱(后排左一)跟随叶剑英(前排右一)在国共和谈时

期的北平军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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