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8年接力，窦家台子村走好绿水青山路线

三任村支书的乡村产业“三连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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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到有
发展林果让村民脱贫

4月24日，记者来到五莲县松
柏镇，沿着齐鲁风情5号线，便能寻
到这个深藏在群山臂弯中的窦家
台子村。

清新优美的环境，丰富的林
果资源，坐拥绿水青山的窦家台
子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为村
民换来了金山银山。但在50年前，
当地人还为守着一片穷山恶水而
发愁。

1974年之前，窦家台子村进行
着传统的农业耕种，然而山多耕地
少的现实情况，粮食收成堪忧，根
本无法满足村子里基本的需求。因
为村子三面环山，道路都是山地，
半路还有一条河拦着，想到外面只
能靠脚走靠小推车推。村里人挑
100斤的稻草去市里卖，得步行走
30里路，从一大早赶路，回来已到
黑夜，也只能换得两三块钱。

看着光秃秃的山头，如何才
能让村民吃得饱过得好，当时刚
上任的村支部书记韩崇专发起了
愁。后来，他将目光锁定在果树
上：既然这里多山少地，与其在山
上浪费力气种粮食，不如因地制
宜集中力量培植果树，用林果养
起一个村。

说干就干，韩崇专和村“两
委”班子发动村民，开垦荒山种上
了小国光苹果，并成立果林队专
门负责苹果树的管理。果树落果
的第一年，全村收获了近50万斤
苹果，每斤能卖两毛多，村民们都
兴奋地说：“这一个苹果都能顶得
上平日里换东西的一颗鸡蛋了！”

由于当地泉水清冽、土地适
宜果树生长，加上果林队的尽心
管理，长出的小国光苹果又甜又
脆，口感特别好，名气越来越大，
后来开始直供到北京。就是这全
村300亩小国光，让村民终于有了
额外的收入。包干到户之后，村里
人也纷纷将自己家的地种上了小
国光。果树的种植，绿了山头，鼓
了腰包，可观的收入也让窦家台
子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适时转向
小国光换成大樱桃

时间来到1991年，由于受到国
外红富士苹果品种的冲击，小国光
的市场萎缩风光不再，村民收入减
少，逐渐开始有人放弃小国光果
树。

树走山空，如何保住村民的收
入？此时的问题落到第二任党支部
书记陈维江面前。守着多年经营起
来的绿水青山如何从中让百姓受
益？陈维江想起了山上那片大樱桃
树。这些上世纪50年代时作为试点
国家统一调配的樱桃树，因为一开
始栽培技术落后加上疏于管理，一
直是只发芽不结果，渐渐被村里人
忽视。而当下小国光品种式微，市
场对于大樱桃的需求却越来越旺
盛，这让陈维江看到了商机。

于是他开始了对樱桃种植的

探索。为了学习先进的樱桃种植管
理技术，他前去烟台跟当地专业种
植户学习授粉和肥水管理，引进当
地樱桃树种，回来后便在自家地里
实验。到了第二年，每棵树上竟然
都结出了三四十斤的果子，卖出了
40元钱一斤的好价钱。

看到樱桃能种成还能卖上好
价钱，村民自然纷纷跟进，家家户
户种植。陈维江又到市里请来技术
员，指导村民樱桃树的栽培与管
理，窦家台子也逐渐成为全市闻名
的大樱桃种植专业村。到如今，窦
家台子的大樱桃种植面积已经达
到500余亩，总收入达到了800多万
元，樱桃种植户有的一年能收入十
几万元。

漫山的青绿为村子带来了实
打实的效益，窦家台子多年的尽心
经营也带来了另一次质变。良好的
生态环境、优良的大樱桃品质，窦
家台子村的名气越传越远。近些年
来每到夏天来窦家台子村游玩采
摘的外地游客络绎不绝。

再次升级
“过境游”变成“过夜游”

第三任书记韩玉高发现，来村
子里体验采摘的游客，总有人在打
听附近吃饭和住宿的地儿，韩玉高
敏锐地察觉到，仅仅有绿水青山已
经不能满足村子发展了。借着当地
打造美丽乡村片区的契机，窦家台
子通上了柏油路、建了停车场，巷
道完成了硬化，河道也完成了治
理，村子要顺势发展农家乐旅游产
业，为游客提供餐饮住宿场所，由

“过境游”向“过夜游”转变。
韩玉高带领着村两委再次出

发，到淄博、青岛等地考察学习当

地的民宿运营经验，号召村民开农
家乐与民宿，统一规划建设了10家
高标准民宿。其中3套民宿，是流转
的村中闲置民房，所建的民宿由村
民承包，每年的承包费用于补充村
集体收入。

为保证村中民宿旅游的有序进
行，窦家台子村成立了乡村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用来服务村中的民宿，
为民宿提供专业的登记、客源分配
等业务；同时公司指导民宿建设。

现在的窦家台子村，房屋错落
有致，墙体都刷上了彩绘，许多村
民都在家门口办起农家乐。适逢周
末，窦家台子村惠友山庄老板李玉
华忙着招呼前来吃饭的游客，中午
12点，正值用餐高峰期，来到她家
吃饭的游客爆满。“每到周末根本
停不下来，中午客人吃完了如果不
快点收拾碗筷备好肉菜，下午接着
就有客人来了。”李玉华说。

李玉华生意的红火正是得益
于村子发展的“三级跳”。

惠友山庄的木屋单间非常别
致，有的在树底下，有的在高处，周
边绿树成阴，在里面吃饭，看着外
面的景色，游客食欲大开。“我们家
有一片自己的樱桃园，2011年办农
家乐时只是想有个地方可以供朋
友来摘樱桃的时候有地方落脚。开
始只有两个房间，没想到农家乐开
起来经常会有游客采摘樱桃来这
里吃饭，现在来的客人越来越多，
我们家已经扩展到有农家乐九个
房间和民宿两个房间。”

李玉华介绍，来这里的客人大
都来自周边的市区。“我们家的樱
桃现在除了供游客采摘之外，都通
过朋友圈订购线上发走了。”李玉
华说。去年，他们的营业收入达到
270余万元，远超外出打工。

处于山东诸城、日照、
莒县三县边缘的五莲山区
地形险要，曾是我军抗日
根据地，历经峥嵘岁月。如
今，如何让山区的人民过
上好日子，成了最重要的
事情。近日，记者来到五莲
县松柏镇窦家台子村，面
对着群山环绕的优势天然
环境，三任村支书坚持走
建设绿水青山路线，从无
到有，从有到富，带领全村
实现经济发展的“三级
跳”。

关于G3京台高速公路
泰安服务区西区封闭施工的通告

因京台高速公路济南至泰安段
改扩建工程和服务区提升改造施
工，为保障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
决定对泰安服务区西区进行封闭施
工。通告如下：

一、封闭范围
G3京台高速公路泰安服务区西区。
二、封闭时间
2022年5月6日10:00至2022年

10月31日10:00。
三、注意事项
请广大驾乘人员提早做好出行

规划，合理安排出行路线。若封闭方
案发生变动，将另行发布相关信息。

特此通告。

山东高速服务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京台高

速公路济泰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设
管理办公室

2022年4月18日

春春季季放放风风筝筝 安安全全记记心心间间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

鸢。春季，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有

哪些安全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放在心上

呢？

1．放风筝要选择宽敞的非交通道

路，注意周围地面情况，路面要平

整，事先观察好运动范围内的建筑物

情况。

2．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电线，

防止因风筝与电线接触发生触电事

故，要尽量保持风筝的干爽，如果挂

在电线上不要贸然去取，防止触电和

摔伤。

3．由于风筝运动的特性，需要长

时间仰头，同一个姿势要保持较长时

间，因此，放风筝时尽量避免突然转

头，以防脑血管的突然收缩，同时，

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调节参与运动的

时间。

4．对于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

管疾病的运动者尽量避免在喧闹的活

动场地长时间进行放风筝运动。

5．要根据天气变化，做好对皮肤

和身体各器官的保护。避免日光性皮

炎以及过度紫外线可能造成的皮肤癌

以及烈日下的脱水等。

6．注意环境的选择。机场旁、电

线杆附近、火车道旁等，绝对不可以

放风筝。公园里、小山丘上、空旷平

地，较适宜放风筝。

7．放风筝时不要在比较集中的公

共广场上放风筝，风筝线也会伤人。

8．一定不要让风筝线横跨在马

路、人行道等地方的上方，以免对行

驶的车辆和他人造成致命的威胁。

(来源：中国应急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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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莲县乡村借助优越的自然环境迅速发展。

民宿为窦家台子村民和村

集体带来可观收入。

在五莲县东
白庙村，还有一家
名叫松柏印象的
农家乐，每年营业
收入达百万元。这
些营收数字的背
后，都得益于松柏
镇立足特色促全
域旅游发展的举
措。

5年前，李娜
还是一位全职妈
妈，在家带两个孩
子，在村子里溜达
的时候她发现，一
到周末，不少游客
来东白庙村采摘
樱桃、苹果、板栗
等，许多来采摘的
游客没有地方吃
饭。发现这个商机
后，2017年，李娜便
开起农家乐。“那
时候，主要是在微
信群、朋友圈里招
揽游客，宣传辐射
面积小，生意也就
比较一般。”其后，
随着开始使用短
视频平台，李娜的
生意迅速出现转
机。

2018年，李娜开始接触直
播，分享农家乐的日常，让她没
有想到的是，自己竟成了网
红，粉丝达20万，不少网友被
李娜的美食吸引，纷纷留言

“这是哪里，我也想来”。经过
几年的发展，李娜的农家乐从
最初8间房发展到现在12间
房，每年的营业额也达到百万
元。生意的火爆，也间接带动
了周边村民的增收。

现在，五莲县重点突出精
品采摘和高端民宿，高标准规
划建设田园综合体，发展3个乡
村游示范片区、精品采摘园200
个、配套农家乐2000家，启动实
施“巷巷通”工程，四年内硬化
632个村庄大街小巷，量身设计
打造董家楼、窦家台子等“老屋
石墙、花果古树”五莲特色民宿
村，获评中国最美丽县、全国最
美旅游生态示范县、全国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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