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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里搬回农村
承包山丘种茶

我在海边出生、渔村
长大，毕业参加工作后从
事水产品收购工作。因为
工作的性质，那时候我在
全国各地海岸码头跑，常
与渔民、渔船相随。随着年
龄的增长，总感觉这种工
作生活方式有种漂泊在
外、不踏实的感觉，走得越
远，越有落叶归根的念头，
对家乡的依恋就越浓。偶
然的机会听到家乡为发展
当地旅游，搞特色农业，给
予多项创业政策，于是我
下定决心回日照。

父亲40多岁时带全家
老小搬到城里，我40多岁
又从城里搬回到农村，不
知道这个决定是否正确。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做想做
的事，不让自己后悔。

2011年，我通过招标
从所在的吴家台及周边村
流转了200多亩山丘地，这
些土地大部分都是石塘，
没水没电，那一年又赶上
历史性百年一遇的干旱。
没水我们就挖塘修建水
库，因为靠海东南西北四
面都有风，不适合种茶，于
是我们修土坡，让茶背风
向阳，紧接着植树育林，种植各种
黑松侧柏10万余株，争取给茶叶
最好的生存环境。

解决了种茶难题，等到茶树
长成开始采摘加工之后，又出现
了新的困难，那就是销路的问题。
我怀揣着对自己茶叶的信心与勇
气，只身踏上了北上的路。第一站
来到北京马连道茶叶批发市场推
销茶叶，得到的反馈却是日照绿
茶作为小众产品，市场狭小，且南
方名茶众多，我们的茶竞争优势
不大。一次碰壁并没有令我退缩，
我紧接着又到济南茶叶批发市场
进行推销。当时日照绿茶春茶刚
刚上市，本地鲜叶特别昂贵，令我
万万没想到的是，济南市场上的
成品茶还没有日照本地的鲜叶
贵，我的茶叶之路充满了曲折。

转了一圈回来，经过深思熟
虑之后，我们决定改变之前的模
式。于是，我们把旅游植入茶园，

形成了集观光、休闲、住
宿、度假于一体的农旅融
合新业态。走上“以农促
旅、以旅兴农”的农旅融合
发展之路，提高了文旅附
加值，实现了农、渔、旅融
合发展的多重效益。

如今，这里旧貌换新
颜，之前一棵小树都没有
的山丘，变成拥有自己园
区气候、松茶满园的田园
综合体。

建成渔业博物馆
留住美好记忆

民宿唤醒了山村“沉
睡资源”，保护、利用、传
承、深挖当地渔业文化，一
直以来是我们的核心文
化。随着渔业科技日益进
步，渔业生产方式更新迭
代加快，老的渔业生产工
具和生产方式已逐渐从记
忆中消失。为了保护好渔
业老物件，我们打造了极
具特色的海洋渔业记忆博
物馆，以期为社会为后代
留下美好记忆。

我们还建设了云小鸥
创客俱乐部、茶海创意工
坊、茶园艺术大地等，并举
办一系列渔业文化学术论
坛、茶叶研学活动，密切与
相关高等院校、研究所、俱
乐部合作，推动新时代海
洋渔业文化、茶文化传承
和发展。

满足城市人的乡愁情怀、
渔家理想是我们作为特色民宿
的基本功能，而以此支点撬动
民宿产业的蓬勃发展，是它最
大的能量。

把我们日照的茶叶品牌做
好，把云过山丘听海长大的茶做
成一个有机茶的基地是我们的不
懈追求。我们将加大茶叶产业链
的开发，把茶叶采摘、茶叶灌装、
茶叶旅游、茶叶研学等一系列产
品做好，把日照绿茶这张特色名
片做大做强、做精做深，让茶农致
富，也助力乡村振兴。

文/片 记者 张夫稳 崔常松

爷俩承包两千亩荒山
换一种方式再“开山”

我们嘉祥山多，有大小山
头120多座，海拔多在50至200
米，镇上的老牛愁山海拔180米
左右，山下便是东纸坊（村）。

我小时候，老牛愁山曾是
一座“花果山”，山上全是树，果
树就有桃树、核桃树、杏树等。
果子成熟了，全村家家户户分
果子，山上的果树林子是我和
小伙伴们的乐园。

后来，漫山遍野的树被砍
伐，山地黄土被挖走运到山下
压沙盖碱造田。再后来允许搞
副业，靠山吃山，村里人开始开
采山石、卖石材，先是锤敲钎
凿，后来用上机械，山体被严重
破坏，甚至一些山头也消失了。

20岁之后，我在外面干了三
年建筑工，其间结婚生子。随后，
回家和很多村里人一样开山采
石，起早贪黑、又累又脏，日子也
算温饱。开山采石时，一放炮，粉
尘漫天，头上脸上就像挂了霜，
年纪轻轻却像个“白头翁”。

1993年，我不再开山采石，
开始做小生意谋生，卖蜂窝煤。
我的小生意做到2008年，当时
卖到全县十多个乡镇，赚了些
钱。这期间，家里的亲戚还在开
山采石，我入股石料厂，卖石材
也赚了些钱。

2010年，嘉祥县开始封山
禁采搞绿化，镇里鼓励上山植
树造林，不少熟人开始承包荒
山，垒梯田栽果树种花草，弄采
摘搞旅游建农家乐。

一开始，我犹豫不决。大学
毕业的儿子给我讲解政策、描
绘前景。2013年，我和儿子承包
了老牛愁山2000多亩荒山，走
上荒山绿化这条路。就像儿子

说的，还上生态账，换一种方式
“开山”。

复垦600多亩梯田
种了400多亩果树

签下承包合同，我带着儿
子开干，后来有了水、通了电，
便将80多岁的老母亲也接上山
居住。

老牛愁山水土流失严重，
到处是以前开采山石留下的石
塘坑，峭壁耸立，乱石丛生。山
上是碎石荒坡，路难走、土少
有，缺水没电，要种树就得把荒
坡平整成梯田，还要有土有水，
运土引水都要先有路，那就先
修路。

头两年，我带着儿子雇人
用挖掘机由上往下一点点平整
出一条山路，硬化成盘山路，再
从山顶往下一块块平整荒坡土
地种树。修路、开荒、平地、栽
树，为节省人力和资金，我们爷
俩刨石坑、开车运土，跟着工人
一起劳作，抱石头砌石墙垒梯
田，后来干脆吃住在山上，硬生
生复垦出600多亩梯田。

山上缺水没电，先是从山
下运水浇树，后打井装罐、铺设
水管引水上山，还利用石塘坑
修建成大小不一的雨水蓄水池
保障梯田用水，冬天寒冷曾用
蜂窝煤取暖，后来终于架线通
上了电。

和儿子商量后，我们决定
在山下、山坡土质松软处种植
玉米、各类果树，中部种植观赏
树种，山地贫瘠的地方和山顶
种植柏树。从2015年到现在，每
天从早忙到晚，种了近100亩的
玉米、80亩樱桃、200多亩桃树、
100多亩杏树，还在山上栽种2
万棵槐树和5000棵侧柏。

农活本就不陌生，锄地、施
肥、杀虫、修剪，我跟着聘请的
技术员学习，很快从门外汉学

会了果树种植，山坡上400多亩
果树都已进入盛果期，春天开
满花，秋天结满果，看着心里特
别高兴。

种树卖果，卖了果买树苗
再种到山上，这些年一点点积
攒，一片片种植，自己多年做生
意的积蓄都投在了这片荒山
上，如今测算出的森林覆盖率
超过80%，接近90%。

孙子孙女常来撒欢
干不动让儿子接班

封山育林后，漫山遍野栽
上了果树，附近上山来玩的人
增多了，尤其五一后，开车来玩
耍的城里人越来越多，他们在
这里能亲近大自然，吃到新鲜
时令水果，带着孩子认识很多
林下养殖的家禽。

我这些年住在山上种树，
明显感觉空气好了，身心也舒
畅了。满山树木，山路盘旋，太
阳升起和落下时，站在高处远
远望去就是一幅画。果子挂满
枝头，鸡鹅狗树下追来追去，晚
上在山坡上散步看星星，自己
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年幼的孙子孙女在县城
住，周末和假期经常来山上撒
欢，一玩就是一天，也不烦，爬
山、玩石子、摘果子、挖菜、追逐
鸡鹅、捡拾各种各样的树叶、吃
农家饭……俩孩子回城里时总
是依依不舍。孩子们说，“爷爷，
我们喜欢在你的山上玩。”这让
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我的家就在老牛愁山下，
这方水土养我长大，我得让这
方水土继续滋养子孙后辈。我
要把这座老牛愁山绿化成四季
采摘果园，让更多人来这里享
受青山甜果，亲近自然生活。

今年，我62岁了，会在山上
一直干到干不动为止。如果干
不动了，就让儿子接班接着干。

父子开垦十年，让千亩荒山重变“花果山”

老牛愁山不再愁得“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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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过山丘茶旅创意园创始人闫早宁是土生土长的日照人。2011年，听到
家乡为发展旅游搞特色农业，并给予多项创业政策的消息后，他毅然放下
手中的工作，一头扎到朝思暮想的老家。他将个人理想照进了现实，开创了
有温度、有诗意的民宿。“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农旅融合发展之路，提高了
文旅附加值，实现了农、渔、旅融合发展的多重效益。下面是闫早宁的自述。

济宁嘉祥县纸坊镇有座老牛愁山，因“山路难行，老牛也愁上山”而得名。老牛愁山曾是当地的
“花果山”，后因开山采石山体残破、乱石丛生、粉尘漫天。如今，老牛愁山重披绿装，果树连片。这变
迁的背后，是东纸坊村62岁村民刘尚允和儿子长达近10年的荒山绿化之旅。刘尚允干过建筑工，开
山采过石，做了15年生意，2013年和儿子承包2000余亩荒山植树造林，父子俩修路架电、打井引水、刨
坑填土、造地建屋，种植各类果树400余亩，让千亩荒山重新变成“花果山”。下面是刘尚允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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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早宁建起了极具特色的海洋渔业记忆博物馆。

经过刘尚允父子的辛苦付出，千亩荒山重新变成“花果山”。
闫早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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