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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

前方的计宝峪村，是此次旅
途的终点站，也是这次燕崖镇农
民丰收节的主会场。

这一天，村民们把所有的秋
日喜悦寄送于此，共同庆祝丰收
节的到来，同时也让大山外越来
越多的人，看到一个正向新而变
的计宝峪。

从几近绝望的贫弱山村，到
如今沂源文旅的“后备箱”，这样
的变化背后是村民用双手一砖一
瓦在逆境中铺就的奇迹。

令人更加欣喜的是，计宝峪
的奇迹不是孤舟独行，比如朱家
户联村8个村在逆流中抱团而生
的强大力量，再比如那一道道倾
注计宝峪上空的目光……

9月23日，对于计宝峪村党支
部书记冯成文和燕崖镇朱家户联
村的所有村民来说，是盛会之日。

是日，纵然天空划过惊雷，但
村民们的锣鼓声却愈发热烈。

燕崖镇计宝峪村的广场前，
农民丰收节正式启幕。

这一天，来自计宝峪及其周
边地区农家的瓜果蔬菜、秋日特
产，成为此次丰收节的主角。它们
被左邻右舍的联村村民们端了出
来，铺在广场两侧。

一条橙红橘绿的小路延伸至
村口，当地以最高的礼节，款待来
此参会的各方宾客。

广场背面的民宿楼上，计宝
峪村党支部书记冯成文端着菜碟
穿梭在该村民宿餐厅的包间前。
衣服早已被绵密的细雨打湿的村
委委员房成敏则带人推着水泥
车，在民宿周边继续修葺，并时而
向走过的人报以微笑。“村子里好
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冯成文坦
言。

就在这个丰收节开幕的前一
夜，上述二人还在广场中站了良
久，尽管这里的舞台、展品等，已
经准备就绪。

微弱的香烟缠在房成敏的指
尖，一支又一支，在黑夜中一闪一
灭。10点，没有路灯的村子被夜色
笼罩，冯成文的眼中却闪着光亮。

忐忑，更多的是期待。
接到承办任务前，冯成文在

村中奔走相告，挨家挨户让村民
把瓜果蔬菜摆上摊位，一起见证
计宝峪首个丰收节。为此，村民们
把晒好的玉米贡献出来，挂了满

满一墙，带着心中的希冀摆成“丰
收”的字样。

冯成文坦言，丰收节的意义
不仅仅在于庆祝秋收，而是要让
村民消除闭塞与隔阂，接触到大
山以外的世界。

同时，这个憨厚的沂源男子，
还有一个朴素愿望：也让山外的
人，看到他们的山村，看到计宝峪
村的现在和未来。

希望

丰收节广场上方的村路上，
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在儿女搀扶
下，拄着拐杖走出家门，目睹着眼
前茂密生长的光景。仿佛代表着
计宝峪村过去的他突然有种恍如
隔世的感觉。

公开资料显示，计宝峪村位
于燕崖镇最西部，这个不到200户
村民的庄子，虽然背靠山清林秀
的计宝峪山，但因位置偏远，交通
闭塞，水资源匮乏，村建设施老化
等因素，“贫村”“弱村”之名由来
已久。

土生土长的冯成文自上世纪
80年代进入村委工作，至今已30
多年，那时，包括他在内的村委成
员共6人。

冯成文说，在温饱都成问题
的计宝峪村，身为村委成员的自
己也是穷苦中的一员。一直到
2000年，从村子自发种植果树开
始，这种情况才得到了些许的改
观。

但他感觉，“靠天吃饭”的村
子就像一艘没有依靠的小船，随
波逐流后，不知何时又会飘向下
一个未知的深渊……

计宝峪是地处镇域海拔内相
对较高的村落。但过去很多年，冯
成文说，尽管也有不少人进进出
出计宝峪山，却没有一盏灯是为
他们而亮，反而，村里的年轻人越
来越少，越来越少……

“最怕的不是穷，而是穷得让
人遗忘了它的存在。”冯说。

但冯成文他们并没有放弃希
望。2011年，在外打工度日的他再
次被村民推举上台。

彼时，暗自决心不再退缩的
他决定带着计宝峪村走出大山，
寻找一处“光明之方”。

当然，带着这份决心的不止
冯成文一人。

一股与计宝峪山水相连，以
朱家户村为中心，联合山水河、西

白峪、王庄、石井河、碾砣、姚南峪
共8个贫困村庄汇聚而成的力量
在这个片区上方集结。

2019年6月，沂源县委出台
《关于推行“联村党建”模式促进
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试行)》，突
破以村为基本单元设置党组织的
方式，探索推行“联村党建”工作
模式，原本因地缘相邻、人文相
亲、产业相连、资源相融，且在推
进乡村振兴实践中，早有“搭伙过
日子”意愿的上述8个村率先联合
起来。

“没有火，我们就抱团取暖；
没有光，我们先联动发展。”联村
党委的努力下，冯成文与其他村
党支书的观点达成一致。

“这也是我们朱家户联村党
委成立的初衷。”沂源县副县长、
燕崖镇党委书记宋传伟表示。

合力

有此初衷，一个集各村发展
特点，优势互补，形式多样的文旅
路线就此勾勒。

“差异化发展，你有我无，你
没有，我再干。”对此，燕崖镇党委
委员、副镇长李树春这样总结道。

他所言的“差异化”，指的是
当地燕崖镇政府确定的“差异化”
发展主题，即朱家户作为中心村，
以美食美宿为主；石井河，休闲采
摘；计宝裕，晒秋、农产品加工、

“后备箱”工程；碾砣人家，传统酿
造、农事体验；姚南峪，传统古村
落。

主题的确定，找到方向的不
仅仅是冯成文，还有朱家户联村
党委副书记，朱家户村党支部书
记、村主任周生亮。

现年51岁的周生亮是淄博遴
选出的村书记，也是已逝的朱家
户村原党支部书记、村主任———

“黄牛书记”张继学的接棒者。
作为张生前的“战友”，接棒

两年多以来，周生亮总是有一种
发展的急迫感，且上述感觉，每当
他路过村头张继学的那方长眠之
地，总会愈发强烈。

“老书记张继学在那里看着，
不发展，怎么行？”9月23日14:00，
在办公室草草解决了一桶方便面
后的周生亮这样表示。

发展需要思路。按照周的说
法，他们把整个朱家户片区定位
为以乡村振兴发展为主，成立了

“五项”管理制度以及“九联”(即

办公联署、班子联培、后备联育、
党员联管、产业联兴、协会联合、
公益联办、文明联促、弱困联扶)
工作机制，其中“九联”工作机制
中，又以“上下联动”“左右联合”

“内外结合”为具体实施办法。
当这样的思路遇到联村片区

各个村落的优势，振兴的合力就
此产生。

“合力攻坚才能办大事，才能
解难事，”李树春说。

于是，他们推动联建村吃住
游一体化发展，统一规划、统一部
署，各村分头落地，统领联建村集
中布局打造一个极具差异化又互
相联动的特色产业链，进而培育、
壮大、集聚当地文旅融合发展新
动能。

对此，周生亮称，他们已经尝
到了上述合力带来的甜头，“经过
这两年的探索，作为联村党委的
中心村朱家户已经拥有朱雀桥畔
等星级农家乐，凌霄轩等精品民
宿；流转土地80亩以后的山水河
村，建设包括香菇、新品种大樱桃
在内的多个联村党委现代农业示
范园；拥有景色迷人山顶观光平
台、错落别致梯田、连片种植柿树
的计宝峪村，已然成为游客驻足
于此的‘后备箱’……”

未来

一切仍在继续，尤其是乡村
振兴大潮日趋澎湃的当前。这让
素有“泥瓦匠书记”之称的冯成
文眼中迸出“火花”，“发展是拼
出来，不是等出来的。”

当类似这样的声音在朱家
户乃至燕崖镇上空集聚，一股史
无前例的发展热潮就此涌动。

“热潮已起，时不我待。”已经在
燕崖镇这片125 . 86平方千米
的土地上奋斗了整整6年的燕崖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于庆表示。

资料显示：隶属于淄博市沂
源县的燕崖镇，地处沂源县中南
部。自然、人文生态俱佳的它拥
有大樱桃、苹果等产业4 . 8万亩，
每年林果产值达7 . 5亿元……然
而，即便拥有这样的生态和林果
产业优势，虽然村民人均收入也
逐年提高，但依然是淄博的重点
扶贫镇之一。

“守着‘绿水青山’，缘何没
有‘金山银山’？”这是一直横亘
在于庆和宋传伟心中的残酷问
题。为此，这么多年，他们在踏遍

这里山山水水的同时，也不断把
国内先进地区的经验和做法引
入当地。“能人是关键，产业为根
本。”于庆说。

以人为例，在当地政府支持
下，除冯成文等“领头雁”已经显
现外，周生亮等公开遴选出的村
书记也是乘着沂源当地农村“头
雁”提升行动的东风，振翅起飞。
这是燕崖镇实现由“强人治村”
到“能人治村”转变的关键一步。

与此同时，产业的振兴也被
宋传伟、于庆他们提到了关键位
置。“人心是‘联合’，产业却是

‘联兴’。”于庆说，如何“兴”？因
地制宜、因人而宜！

他表示，以美食美宿为例，
虽然辖区内的朱家户、计宝峪、
桑家峪均有此涉猎，但定位、路
径均不相同，其中，相对于朱家
户的“房屋流转”，桑家峪则是燕
崖镇和朱家户联村党委成功引
入浙江天尚集团投资，通过旧村
改造，整村搬迁来实施乡村振兴
旅游度假区的开发。

而在镇域内的安乐联村片
区，当地联村党委立足其优势产
业基础，拉长林果产业链，引进
众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合作
建设枝条粉碎、菌棒加工、香菇
种植示范园的同时，也发展香菇
深加工、菌棒有机肥还田，以及
果蔬分拣、单冻、包装及深加工
等10余个项目，进而发展食用菌
循环产业，打造果蔬全产业链
条。

“百村百面。”于庆说，随着
这样的“面”渐次展示，一个个由
带头人和一众参与者共同构筑
的“乡村理想国”渐趋成形，并一
点点改变着外界对这里形成的

“贫穷落后”等原始、固有印象。
“印象的改变只是一个开

始，关键是把产业做强，让老百
姓真正富起来、过上幸福生活。”
这是宋传伟、于庆、李树春、周生
亮、冯成文他们的共同愿望。

为此，一切仍在努力。在宋
传伟那里，是招商引资的奔走；
在于庆那里，是日程满满的安
排；在周生亮那里，是工作连轴
转的日常；在冯成文那里，是俯
身耕耘的汗水……

当这样的身影无限聚合，那
束令燕崖人期待已久的“光芒”
就会划破云层，并加足马力照耀
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山峪……

清晨，当光驱走笼罩山头的夜色，沂蒙迎来了新的一天。
驱车行驶在燕崖镇一条狭长的乡间小路上，路这端是车水马龙的南崔线，而那端则联结着十余座在山峪中生长的静默山山村。
汽车疾驰，两侧的石墙快速向后退去，却又不断向前延伸，指引着人们向着光的方向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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