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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上映
哥斯拉 2：怪兽之王 3D 5月 31日 动作/科幻/灾难 维拉窑法米加
托马斯大电影之世界探险记 5月 31日 喜剧/动作/动画 蒂娜窑德赛
哆啦 A梦：大雄的月球探险记 6月 1日 剧情/动画
巧虎大飞船历险记 6月 1日 喜剧/动画/冒险
潜艇总动员：外星宝贝计划 6月 1日 喜剧/动画/冒险

中国历来以民以食为天为头等大
事遥 吃的问题袁在我国源远流长的食文
化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遥 据说袁我
国是世界上养鸡最早的国家袁距今大约
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遥 叶周礼窑天官曳中
所指的马牛羊猪犬鸡六畜当中袁鸡是唯
一属于禽类的一种遥中国以鸡入肴也已
有相当长的历史袁鸡是厨中之野凤冶袁是
重要的美食之一袁特别是在我们沂南这
个地方袁只要是宴席袁都离不开鸡袁鸡代
表着主人对所宴请之人的重视和尊重遥
一顿像样的酒席袁如若缺少了鸡袁就可
以说算不上一顿隆重的酒宴袁 所以说袁
在沂南袁民间素有无鸡不成席之说遥
我国最古老的一道著名的鸡菜袁称

之为野濡鸡冶遥 叶礼记援内则曳记载院濡鸡袁
醢酱实蓼遥 根据注家的解释袁此菜就是
现在的原汁烧鸡遥 醢袁是古代用鱼肉酿
成的酱遥其烹制方法是袁先破开鸡腹袁填
蓼实袁再以其原汁调和烹煮遥
烧鸡袁自古以来就是祖国美食苑中

的一朵奇葩袁而我们沂南的野高来德冶牌
烧鸡袁最初诞生于南北美食文化交汇处
大庄镇袁它是用地地道道的沂蒙本地草
鸡精制而成袁融合了南北美食文化的精
粹袁造就了区域特色的烧鸡名吃遥

说起高来德烧鸡的来历还有一个
传说院一八九六年袁顯祖高大公高帮善
二十岁那年袁一副扁担挑着儿女家业来
到了当时号称猴子岭 渊现在的大庄冤的
地方袁 看见此处是南北通向的交通要
道袁于是袁就在此处安家做起了吃食生
意遥有一年的大年三十袁天寒地冻袁大雪
封闭了道路袁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袁什么
吃的也没有袁看看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
的儿女袁他打算杀了家里仅有的一只大
公鸡做顿年夜饭遥终于袁等鸡杀好了袁他
拿到灶间去烧袁却发现厨房里干干净净
的连一点能放入的配料都没有袁他翻遍

全家袁才找到一点黄酒和给客人吃剩的
肉汤遥 没有办法袁他就把鸡尧酒袁肉汤一
起倒在锅里煮了起来遥 当鸡快要煮熟
时袁柴门一开袁突然有一个人栽了进来袁
他赶紧把人扶到屋里袁 给客人喂了热
水袁等客人醒来袁说他原是官府之人袁因
出公差路经此地袁 不小心丢了盘缠袁在
这偏僻寒冷的地方又累又饿已经二天
没有吃到东西了遥高帮善本就是个性慈
心善之人袁当他听到这里袁马上把锅中
煮熟的鸡端到他的面前袁对他说野我家
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了袁就还只有这一只
鸡你先充充饥吧浴 冶也许是真的饿到了
极致袁客人也不推辞袁抓起鸡来就吃袁等
他差不多把一只鸡吃完袁才拱手对主家
说院野谢谢慷慨相救袁我还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鸡袁非常感谢袁今日相救之
恩袁日后定将报答遥冶说完袁便告辞而去遥

事情过去以后袁有一天袁突然从外
面来了一个骑马的人袁 他来到高家以
后袁从马背上取下出一袋子哗啦啦响的
银元袁并对高帮善说院野上次我家大人在
此遇难袁多亏你们盛情款待袁大人特地
命我来此感谢遥 大人说袁让你们以后专
门做他那天吃的那种烧鸡袁也好让全天
下人都知道袁此处有一种非常好吃的烧
鸡遥冶于是袁高帮善就真的把这个高家小
店好好修理了一下袁开始专门做这一种
烧鸡卖袁高家烧鸡从此就流传了下来遥

高家烧鸡的第二代传人高兴端袁从
小跟从父亲学做烧鸡生意袁为了把烧鸡
做的颜色更好看味道更鲜美袁他潜心研
究袁提高技艺袁并尝试着添加新的配料袁
经过他潜心制作的烧鸡不仅在色香味
上更加好吃袁他还把烧制好的烧鸡盘成
吉祥扣的样子袁使之在宴席上更加美观
和高调袁使高家烧鸡的名声得到更广泛
的流传袁 让喜欢吃烧鸡的人也越来越
多遥

生意做大一点了袁名声响了袁他就
想着该怎么样把这一份家族事业发扬
光大下去袁让高家烧鸡在儿孙手中一辈
一辈传承袁这样袁他就想着应该给自己
这个高家小店起个有特色有记号的响
亮名字袁可是袁起个什么名字好呢袁他反
反复复想了很多久遥
一九五一年的一天袁他的儿子高升

范高高兴兴的跑过来告诉他袁说他老婆
生了袁生的是个大胖小子遥 高兴端听到
这个消息后心中又激动又高兴袁谁不知
道他天天盼望的就是有个孙子呀浴他们
这个家族袁父亲是家中的老大袁他是老
大袁儿子又是老大袁现在袁终于也有孙子
了袁他的心总算是轻松了下来遥正好袁儿
子让他给孙子起个名字袁 他就想起袁做
人就跟做生意一样袁诚实为本袁立德立
信袁还有他父亲经常告诉他的院野高无二
诺袁六德来义冶袁想到此袁他脑中一闪袁有
了袁就叫来德吧袁来德来德袁正好袁我们
的烧鸡以后也叫来德烧鸡遥 于是袁他们
家开的高家烧鸡袁从此袁就叫高来德烧
鸡遥
高家烧鸡第四代传人高来德袁虽然

从小耳濡目染也会做烧鸡袁但由于各种
原因袁高家烧鸡店几经沉浮袁虽无间断袁
但不成规模袁直到 2001年袁为了更好地
传承祖传技艺袁 弘扬沂蒙美食文化袁让
更多的消费者品尝到正宗的高来德烧
鸡袁在当地政府的关心支持下袁成立了
沂南县高来德烧鸡有限公司袁高来德任
总经理遥 2016年袁 根据企业的发展需
要袁 又成立了山东德祥苑食品有限公
司袁高来德担任公司技术指导袁高来德
烧鸡第五代传承人高翔担任总经理遥公
司注册资金 2000万元袁 占地面积 1.4
万平方米遥 德祥苑继续沿用祖传秘方袁
采用现代化车间尧高端质量检测和包装
设备袁除了主营高来德烧鸡袁还研制开

发了与烧鸡有关的酱卤肉制产品 30多
个品种袁年产烧鸡 20 万只袁产值 5000
多万元遥 高来德烧鸡系列产品袁选料考
究尧制作精良袁口感纯正尧风味独特袁产
品畅销全国各地袁 备受消费者青睐袁尤
其总经理高翔袁热心公益尧造福乡里袁深
得当地领导和群众的肯定和赞誉袁连年
被评为沂南县人大代表尧沂南县政协委
员尧沂南县餐饮协会副会长尧沂南县先
进个人尧沂南县十大杰出青年等等遥
高来德烧鸡世代秉承 野高无二诺袁

六德来义冶之祖训袁在做烧鸡工艺上袁选
好料袁做上品遥他们用的活鸡袁全部都是
散养在山川纯净的沂蒙本地草鸡袁食青
草袁吃粮食袁经过精挑细选袁严格把握质
量关遥 高来德秘制烧鸡袁以祖传的特殊
工艺袁以八角尧花椒尧丁香尧肉蔻尧桂皮等
20多种材料和中药材作为基本材料袁
按照特定的比例配制成野老汤冶袁材料里
面不添加任何的化学防腐剂和调味素
烧制而成遥 通过这种野老汤冶煮制的烧
鸡袁再经过蒸尧烧尧烤等多种工序袁自然
具备了高来德烧鸡独特的口味袁 而且袁
烧鸡鸡体干爽袁色泽光亮袁肉质筋道袁食
之清香而不腻袁 实为老少皆宜之佳品袁
特别是近几年袁高来德烧鸡远销全国十
几个省市袁2017年被评为野山东名吃冶尧
野山东老字号冶荣誉称号遥
高来德烧鸡起源于 1896年袁 距今

已有 123年的历史遥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
高来德烧鸡也在跟着时代的步伐不断
的发展壮大袁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
步遥 现在的高来德烧鸡袁已成为远近闻
名的沂南名吃袁因它历史悠久袁底蕴深
厚袁是沂南美食的代表性项目遥 你来沂
南袁如果不品尝一下高来德烧鸡袁那就
不算是来过沂南遥

美食飘香
阴 郭敏

新华社南宁 5 月 20 日电 五月的钦州
港袁一派繁忙袁一艘艘巨轮停靠码头袁一台台门
机正装卸集装箱袁一辆辆货车尧一列列火车进
进出出噎噎
钦州港所在的广西是我国唯一与东盟海

陆相连的省份遥 伴随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
设袁广西作为野一带一路冶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
战略地位日益凸显遥

新通道：基础建设大提速

为积极构建野南向尧北联尧东融尧西合冶全方
位开放发展格局袁有机衔接野一带一路冶袁广西
正倾力建设陆海新通道要要要
广西北部湾港建设不断提速遥公司港口现

有泊位 83个袁其中 10万吨级以上泊位 36个袁
年吞吐能力超 2.4亿吨遥
为解决海铁联运野最后一公里冶瓶颈袁广西

沿海铁路有限公司钦州港东站正加快建设集
装箱办理站遥 该站负责人黄光辉表示袁办理站
从开工到运营只用了不到 8个月时间遥
以公铁尧空铁尧海铁联运为基础的南宁国

际铁路港正在加紧建设袁铁路港建成后将成为
陆海新通道的核心节点尧港要产要城一体化联
动的现代物流标杆遥

中新南宁国际物流园在如火如荼建设中袁
目前已引进万纬物流等知名物流企业入驻袁近
期还将引进东盟国家物流协会及所属物流企
业袁共建中国要东盟多式联运联盟基地遥

在中越陆路边境袁 随着北仑河二桥尧浦
寨要新清两条面向东盟的陆路通道相继建成袁
广西已开通国际客货运输线路 17条遥
龙邦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区袁边民们开着三

轮车进出口岸遥广西靖西万生隆投资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裁黄泽民介绍袁 火热的边民互市贸
易袁为 3000多位边民提供了就业机会遥

大联运：新通道变“大通道”

2017 年 9 月海铁联运班列正式开行以
来袁陆海新通道班列尧班轮实现了规模化尧常态
化运行遥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黄一宁介绍袁目前共开行广西北部湾港至西部
内地 8条线路的铁海联运班列遥 2018年 7月
实现每天 1列常态化开行袁今年增加到平均每
天开行 2.5列遥

广西北部湾港已开通外贸航线 24条袁实
现东盟主要港口全覆盖袁并开通至南非的外贸
远洋集装箱航线遥 航线拓展和加密后袁越来越

多货物通过北部湾港进出口遥北部湾港钦州码
头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延说袁2018 年广西北部
湾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90万标箱袁其中通过
陆海新通道抵港的集装箱约 5.78万标箱遥

新通道建设推动跨境陆路运输规模不断
扩大遥友谊关口岸跨境公路运输日均通行货车
增至 1300辆左右袁2018年集装箱运输量约 35
万标箱袁增长 90%以上遥 凭祥火车站站长蒋靖
说袁中越跨境直通班列实现每周 1至 2班常态
化运行袁内地多个城市相继开行经凭祥到河内
的跨境班列遥

显效应：降成本 +引资本

各级联检部门推出一系列举措袁不断优化
通关效率遥
据了解袁广西口岸 2018年进口尧出口整体

通关时间同比分别压缩 60.58%尧89.48%遥 传统
的江海联运从重庆至新加坡约需 25天袁 新通
道仅需 7-10天遥 从重庆至北部湾港陆上运输
时间仅需 2天遥
铁路尧港口等方面相继推出降价措施遥 广

西沿海铁路集装箱运费下降
20%袁港口进口尧出口集装箱常
规收费分别下降 80%尧40%袁海

铁联运推行野一口价尧一票制冶遥 以重庆要广西
北部湾港要新加坡为例袁综合物流成本由原来
8000元/标箱降至约 5000元/标箱遥

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的母公司地
处内陆甘肃袁2013年来防城港投资建厂遥 公司
总经理助理张勇说袁 他们通过海运从南美尧非
洲等地进口矿石袁靠近华南销售市场袁运输成
本大大降低遥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
雄昌介绍袁陆海新通道使钦州港迎来新的发展
契机遥 他们将持续优化物流流程袁推进集装箱
物流全流程管理袁不断降低物流成本遥

如今袁 一大批产业正沿着陆海新通道崛
起遥中国要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总投资超过
140亿元袁注册企业 350 多家袁一批高技术项
目相继投产遥
新通道建设吸引上海华谊落户钦州袁项目

总投资 700亿元袁是广西最大单体投资产业项
目袁预计建成后年产值达 650亿元遥野北方的煤
炭海运到港后袁 经过传送带直接进入工厂袁产
品也可以通过海运直达广东遥 冶广西华谊能源
化工有限公司项目副总监唐伟春说遥

广西：倾力打造“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5月 25日袁全县野科普大篷车进农村中小学校冶活
动启动仪式在张庄中学举行遥 市科协主任徐勤夫袁县政
协主席刘正生出席遥

这次活动以野传播科学知识袁激发创新兴趣冶为主
题袁为该校 800多名师生送来了一场集科学性尧知识性尧
趣味性尧参与性为一体的野科技大餐冶遥
县领导祖丽梅参加遥 （孙世家）

全县“科普大篷车进农村
中小学校”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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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谱写沂南发展新篇章

5月 29日袁县政协十届十三次主席会议召开遥 县政
协主席刘正生主持遥

会议审议通过了十届县政协主席尧副主席尧秘书长
工作分工袁县政协 2019年度工作要点袁以及关于在全县
政协委员中开展野委员履职能力水平提升年冶主题活动
的实施意见等相关事项遥
随后, 召开县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渊扩大冤会

议袁学习叶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曳等内
容遥 （徐宁）

县政协召开十届
十三次主席会议

5月 28日袁 省委副秘书长赵晓晖带队来我县调研
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作推进情况遥 省农业厅党组书
记尧副局长尧省扶贫开发办主任崔建海袁市委副书记郑德
雁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孙德士,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麻建
东袁县委副书记徐涛陪同遥
赵晓晖一行先后到朱家林田园综合体,依汶镇后峪

子尧安保庄等实地调研袁参观现场尧听取汇报尧入户走访袁
详细了解我县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作推进情况袁并给
予充分肯定遥
今年以来袁 我县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精神袁深

刻领会推动野五个振兴冶尧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丰富
内涵袁确定了野1+1+5+N冶总体布局和野区域化突破尧全
域化提升尧系统化推进冶的总体思路袁科学制定一个战略
规划尧一个实施方案尧五大振兴工作方案尧47个具体工
作推进方案遥 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三年整治行动尧经
济薄弱村三年清零攻坚行动袁为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夯实了基础遥 同时袁我县把脱贫攻坚作为乡村振兴的有
力抓手袁坚持产业带动尧金融支撑尧精准施策尧整村提升
的总体思路袁全面实施野六个一冶扶贫工程和市委市政府
提出的野四联八建冶贫困村提升工程袁实现 125个贫困村
全部退出袁5.4万户尧9.4万人脱贫遥
县领导王立忠等参加活动遥 （杨金江）

赵晓晖来我县调研
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作

5月 27日袁 省总工会副主席魏丽带队来我县调研
工会工作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尧市总工会主席刘淑秀袁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孙德士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麻建东陪
同遥

魏丽一行先后到县职工服务中心尧 朱家林工友创
业园尧竹泉村工友创业园等地实地察看袁深入了解职工
服务中心的硬件设施建设尧工作平台建设尧组织机构建
设等情况袁并与职工亲切交谈袁详细询问他们的工作收
入尧技能培训等情况遥
魏丽充分肯定了我县在职工服务中心尧工友创业园

的建设和作用发挥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袁并希望我县
进一步提升工会创业就业服务能力袁积极鼓励扶持创业
者成功创业袁在创业创新中发挥工会组织作用曰结合实
际抓创新尧抓特色尧求实效袁为职工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
服务遥
县领导张德新参加活动遥 （赵秀珍）

省总工会来我县调研

拒绝烟草 珍爱生命

5月 30日，沂南第五实验小学老师和学生们正在
走廊内张贴禁烟标志。

5 月 31 日是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烟草和
肺部健康”。该校组织开展“拒绝烟草 珍爱生命”主
题活动，师生们通过绘制无烟日手抄报、制作禁烟标
志口罩、禁烟行为艺术等多种形式，呼吁人们远离烟
草，创造一个无烟的健康环境，迎接的到来。

（王彦冰高金福摄）

新时期野脱贫攻坚战冶打响后袁经济强村界
湖街道南村社区与经济薄弱的新立村 野跨镇冶
联手遥本着共建共享袁互利互惠的原则袁成立了
野沂南县新立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冶袁将新立村
的乡村资源优势与企业资金优势相结合进行
扶贫开发袁采取野公司+合作社+农户冶的发展
模式袁 在保障村集体每年固定收益分红的同
时袁以务工尧采摘尧土地入股等多种形式吸纳贫
困户就地就业袁为新立村整村精准脱贫注入强
劲动力遥

野五一冶刚过袁新立村村民的脸上喜意更
甚院四天小长假袁接待游客 3000多人袁其中团
队 10多个袁实现收入 29万余元遥 这都得益于
乡村联创机制的建立遥 两个村庄为何要野联冶袁
又如何野联冶钥过去袁新立村虽然山清水秀袁生态
资源丰富袁但地处偏远袁经济实力有限袁靠单打
独斗一直没发展起来遥而离此七八里地的常山
庄袁这几年凭借沂蒙红色影视基地袁建起旅游
区袁成了远近闻名的野网红冶遥 开发经营影视基
地的袁就是南村社区遥这几年袁景区面临再发展
的问题袁他们也在寻找新方向遥

何不让两村联合袁 把资源整合到一起袁打
造一个有山尧有水尧有林尧有果尧有田尧有城的综
合体钥 2015年袁马牧池乡政府把新立村与界湖
街道的南村社区拉到了一起遥
有了方向袁说干就干遥当年 8月袁马牧池乡

启动野联创冶工程袁根据新立村多山林尧多果树袁
影视基地有人气尧有文化资源袁南村社区资金
充裕尧擅经营等特点袁共同打造乡村大景区袁发
展休闲观光尧运动养生尧农村电子商务尧精品特
色民宿等产业遥野耶两村联创爷突出耶联爷字袁资源
要共享尧业态需互补袁产业不重复尧内部不竞争
是我们的共识遥 冶南村社区派驻新立村的总经
理袁丰坤说遥
两村合作袁精准发力遥如今走进新立村袁崎

岖山路变身硬化绿道袁道路两侧袁果树成行遥村
中袁家家户户门口都是花园尧菜园遥南村社区投
入 1300多万元袁在新立村建起了苹果体验馆尧
煎饼博物馆尧真人 CS实战体验基地等 9处旅
游景点袁注册了野新立苹果冶野七彩煎饼冶等农产
品商标袁并实现了网上销售遥
新立村变化如此之大袁那两村是如何共同

经营产业袁实现效益最大化的钥 2016年袁新立
村与南村社区旗下的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合作袁
成立了新立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袁新立村投入绿
水青山尧基础设施袁南村投入资金袁负责对品牌
打造尧景区运作等统一管理遥合作的第一年袁新
立村就从旅游公司分到了 26 万元的保底收
入遥
曾经无人知晓的新立村袁如今成为远近闻

名的旅游风景区遥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袁这里游
人如织袁 精品民宿常常出现一房难求的情况遥
依托影视基地丰富的游客资源袁新立村还承接
了中小学生红色研学项目遥 今年三四月间袁研
学和拓展训练人数就达到了 300余人次遥
颜值野嗖嗖冶往上蹿的新立村吸引了更多

游客的关注遥有条件的村民便将自己家的房子
腾出来袁变成了野三同冶接待户遥 游客可以与村
民同吃尧同住尧同劳动袁过一过真正的乡村生
活遥
乡村旅游提高了村里果农的

收益遥 前年袁苹果市场价格普遍
偏低袁 收购价一般在 0.8元 辕斤袁

好的也不过 1.2元 辕斤袁 而新立村的苹果却卖
到了均价 2元 辕斤遥 原来袁 公司请来两位 野网
红冶袁做起了网上直播袁仅两个小时袁就卖出了
3万多斤苹果袁提高了当地苹果的知名度遥 另
外袁采摘游也拉高了苹果的售价遥 野公司规定采
摘的苹果按 3块钱一斤卖袁 俺觉得有点高袁怪
不好意思的袁就按两块五卖的遥 冶47岁的黄树
贞憨厚地笑着说遥
李长现尧梁文兰等村民则成了旅游公司的

供货商遥 煎饼博物馆摊的七彩手工煎饼袁除了
火龙果要从市场上购买袁其余的如红薯尧小麦尧
小米等原料全部由村民种植袁收购价比市场价
高出 0.2元要1元 辕斤遥

野去年村里的分红涨到了 28万元遥如果今
年亲子教育农场能够完工袁相信公司收入会再
上新台阶遥 冶旅游公司办公室主任尹永军说遥

（麻杰薛峰尹君孙杨）

我县强村帮弱村携手摘“贫帽”

坚定目标信心·决胜脱贫攻坚

5月 29日袁 我县与市财金集团举行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项目开发合作签约仪式遥 市财金集团党委书
记尧董事长王兴助袁建行临沂分行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刘月
余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孙德士出席签约仪式遥
孙德士在致辞中对双方的签约合作表示祝贺袁向市

财金集团长期支持沂南的发展表示衷心的感谢遥孙德士
表示袁将以这次签约为契机袁筛选好实施项目袁做好各项
保障工作袁使双方战略合作取得更大成果遥 项目的签约
必将有力地促进全县乡村振兴尧精准扶贫等工作袁推动
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遥
签约现场袁我县与市财金集团共同签约了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开发合作协议遥
县领导王立忠参加活动遥 （杜晓果）

市财金集团与我县签定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开发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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