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驱车穿过龙口南部连绵起伏的群山，
“乡村答卷”采访团来到龙口市水源地王
屋水库西岸，这里静静坐落着一个200多
户的小村庄，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这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有一个响当
当的名字——常伦庄，山东军区“一等战
斗英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
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的任常伦在这里出
生，村庄也因英雄而得名。

25日，怀着敬意，我们走进常伦庄，
随处可见“常伦”身影。村口英雄战斗生
涯雕像英姿卓然，村内英雄战斗场景壁画
栩栩如生，如今的常伦庄，已经成为一个
远近闻名的红色旅游景点。

村庄，以英雄之名命名；小康，以英雄之
名决战。正因为如此，这个村庄有着与生俱
来的红色基因和与众不同的英雄气质。

烈士英名永驻村庄

“战斗英雄任常伦，他是黄县孙胡庄的
人……”在任常伦纪念馆内，80岁的王宝德
老人动情地唱起《战斗英雄任常伦》。这首
传唱了几十年的歌曲，伴随着八旬老人浓重
的乡音，仍然是那样的流畅，那样的动情。

老人口中的孙胡庄，就是我们所在的
常伦庄。通过一件件珍贵的实物，老人讲
述起了村庄改名的经过。那段弥漫着战
火硝烟的峥嵘岁月，可歌可泣的英雄壮
举，透过70多年的历史烟云，历久弥新。

任常伦1921年出生在孙胡庄一个贫
苦家庭，19岁参加八路军，参加大小战斗
120余次，曾9次负伤，11处挂彩，1944
年 8月获山东军区一等战斗英雄称号。
1944年11月长沙堡战斗中，任常伦先后
击退日军3次冲锋，率领战士同日军展开
白刃战，在连续刺杀5名日寇后，不幸头
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3岁。为纪念英
雄，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授予任常
伦所在5连为“任常伦连”，1945年2月，
黄县人民政府将孙胡庄改名为“常伦庄”。

从此，烈士英名永驻村庄，红色基因
融入这个小村庄的肌体。

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中，淳朴的常
伦庄人，没有忘记英雄。随着任常伦被评
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
英雄模范之一，被列入民政部第一批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以及
“任常伦连”亮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任
常伦纪念馆、任常伦烈士纪念广场、红色
文化一条街相继建成，战斗英雄形象也从
平面走向了立体。

“任常伦是抗日英雄，也是我们村的
骄傲，英雄的精神一定不能丢，我们要让
更多人了解英雄，学习英雄。”常伦庄村党
支部书记王忠金说。

“打仗赛猛虎，冲锋在头阵”，是常伦
精神的精髓。这种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到
了常伦庄每位村民心中，接续传承。在常
伦庄村委会门前，一张张“善行义举四德
榜”、一个个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的名字，
成为任常伦精神的最好见证。“无论是顾
全大局，还是邻里互助，常伦庄人都二话
不说，服从需要，英雄的故乡就得有英雄
的精神。”王忠金说。

常伦精神绽放新时代光芒

走在村里整洁的街道上，迎面而来的

村民热情地打着招呼，从他们一张张洋溢
着笑容的脸上，我们真切地分享着他们如
今生活的富足。

常伦庄的美好生活，正是烈士为之献
身的梦想。然而，常伦庄的发展之路，并
不平坦。

革命年代，任常伦抛头颅洒热血，舍
小家顾大家；和平时期，常伦庄人牺牲小
我，顾全大局，一脉相承的就是甘于奉献、
英勇拼搏的“常伦精神”。

原来，早年的常伦庄并不在现在的位
置，而是在王屋水库的底部，那里土壤肥
沃，灌溉便利，粮食丰产，是有名的“粮
仓”。1959年，政府修建王屋水库，常伦
庄需要整体搬迁。都说故土难离，这道看
似艰难的选择题，在常伦庄人眼里却很简
单——秉承着英雄的奉献精神，服从安
排，马上搬迁。

新村址位于半山坡上，都是贫瘠的
山耩薄地，需要重新开垦，道路、灌溉
等配套更是无从谈起，一切都要从头
再来，英雄的拼搏精神在常伦庄再次
发力。

“我现在记得还很清楚，小时候父母
没事就去山上开荒，等后来我们稍微大点
了，也跟着一块去，正是当初村民没日没
夜的劳作，换回了现在几百亩相对肥沃的
良田。”王忠金回忆道。

改革开放以来，龙口许多村庄开始搞
活经济，引入企业，经济迅猛发展，常伦庄
却没能跟上脚步。由于地处王屋水库边
缘，受水源地环境保护的诸多限制，常伦
庄不仅无法引进工业企业，连大型餐饮业
都不能发展。

常伦庄人再次做出了“牺牲小我”的
选择，默默守护着碧水青山。在村民们看
来，任常伦当年为了民族解放壮烈牺牲，
他们为了水源地保护舍弃点眼前利益根
本不算什么。

“绿水青山”新答卷

暂时的困难，难不倒常伦庄人。常伦庄
人的坚守得到了回报，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
和与众不同的红色基因，为村庄的发展注入
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下转第二版）

常伦庄里“常伦情”
以英雄之名决战库区村“小康梦”

YMG全媒体记者 周世文 刘新国 陆启飞 通讯员 高森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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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孙长波）25日晚间，中国证监会
官方公示了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创业板IPO获批注册
的信息，南山智尚即将登陆创业
板市场。南山智尚上市后，南山
集团将掌控南山铝业、恒通股份
和南山智尚三家上市公司。

25日晚间，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官方网站证监会发布披
露，证监会按照法定程序同意山
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
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企
业及承销商将分别与深圳证券交
易所协商确定发行日期，并陆续
刊登招股文件。

6月24日，山东南山智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南山智

尚”）创业板试行注册制发行上市
获得受理。9月15日，深交所对
南山智尚的首发上市申请进行了
审核，南山智尚成功过会。

南山智尚前身为龙口市东海
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4
月，公司主营业务为精纺呢绒以及
服装业务。2017年、2018年及
2019年，南山智尚营业收入分别为
16.64亿元、19.97亿 元和17.71亿
元，实现净利润分别为9,166.86万
元、1.211亿元和1.21亿元。

目前南山集团是南山智尚的
控股股东，持有公司90%的股份。
南山智尚上市后，南山集团将控制
南山铝业、恒通股份和南山智尚境
内上市公司，成为山东省首家拥有
三家上市公司的企业。

今年农历十月一日，
按照旧习俗，我与老伴携回
国的女儿与儿子回牟平宁
海老家祭祖途中，遇到的一
件小事儿，感动不已，一直
萦绕心头，如鲠在喉，不吐
不快。

每年清明节和农历十月一日，宁海镇都要在坟
茔集中的 山脚下设卡，严防火灾和维护交通安全，
让所有来者登记在册，大小车辆一律停放在此，然后
有序徒步前往。

我们严格按照规定，停车后我与老伴同孩子
们一起，徒步前行。当管理人员发现我与老伴拄
着拐杖，举步维艰，立刻叫我儿子继续开车送我们
两位耄耋老人上山。当时笔者心中立刻翻起感动
的浪花。

我们这对“乡音未改鬓毛衰”的老人，同管理人员
素不相识，事先也没有提出给予关照的申请；他们主
动给予关照，完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体现
了一种高尚的精神文明。从细微处可见家乡文明创
建之功，关爱之心已化作思想基因，成为行动自觉。

由此，笔者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在烟台大剧院目
睹的烟台观众的高度文明素养。

就在不久前，陕西人艺为烟台人民奉献了原汁
原味的话剧《白鹿原》。演出自始至终，秩序井然，烟
台观众深深沉浸在经典名著的艺术氛围中，而且曲
终人不散，观众原地站立不动，热烈鼓掌，表示感激
之情。陕西人艺的全体演职人员，携手一字排开，从
后台缓步走到台前向观众鞠躬答谢，一遍又一遍，让
人热血沸腾。

创建文明城市，旨在让城市更文明，市民更幸
福。烟台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久久为功，如
春风化雨，滋润着每个人的心田，化作每位公民的自
觉行为，遍地开花，人人参与，人人都有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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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讯员 马双军 于晓燕）11
月28日，黄河三角洲荣昌（烟台）
医药医疗创投基金在烟台开发区
举行签约仪式。该基金由烟台开
发区政府引导基金参股，荣昌、市
国丰、万华等企业共同出资设立，
依托荣昌制药专家团队，主要投
资生物医药健康领域种子期、成
长期优质项目，重点是符合业达
国际生物医药创新孵化中心产业
定位，以及与荣昌生物医药产业
园现有板块有协同效应的项目。

该基金将充分发挥荣昌生物
医药产业园资源集聚优势，扶持
园区企业成长，孕育更多医药创
新企业、孵化更多医药医疗项目，
为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打造新引
擎、注入新动力，推动烟台开发区
和整个烟台市生物医药产业重点
突破，加快提升产业竞争力。

近年来，烟台开发区加快山
东省区域性基金管理中心核心区
建设，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目
标，借助“三区三园”等资源优势，

做好基金招引服务，撬动社会资
本服务烟台市现代化滨海新区建
设，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基金
管理服务专项改革创新。

截至目前，烟台开发区累计
设立基金管理机构及基金200多
家，基金总规模1430亿元，投资
总额566亿元。围绕基金“引资
金、引项目、引人才”的思路，发挥
区域经济实力强、产业基础好、资
本市场活等优势，启动“基金+项
目”模式，加大基金业态引进和培
育的同时，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设
立了一诺、力高等项目基金，推动
产融一体化发展。

政府引导推动基金扶持产业
发展。注重加强与省、市新旧动
能基金三级联动，发挥政府引导
基金和直投基金双引导作用，累
计参股设立8支子基金，总规模
达到42.36亿元，带动社会资本投
资接近40亿元，涵盖新能源、化
工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与
健康产业等新兴产业领域，成为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仁 摄
影 YMG全媒体记者 柳昊杰） 11月29日
上午，2020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东
山宾馆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书坚，
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徐立京，市委书记张术
平分别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德炉，市委副
书记、市长陈飞，市领导于永信、李波出席。

王书坚指出，近年来，山东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重
要论述，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
发展格局，大力实施海洋强省“十大行
动”，加快推进海洋高端产业项目建设，积

极开展海洋科技创新行动，海洋经济新旧
动能转换初显成效、高质量发展势头强
劲。要认真学习、吸收、运用本次大会成
果，立足山东实际，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
不断发挥优势，积聚壮大新动能，努力走出
一条具有山东特色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为促进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贡献山东智慧、山东力量。

徐立京指出，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要地，海洋经济面临重要发展机遇。此
次大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新发

展理念为引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探讨海洋经济治理和发展策略。希望
与会专家学者多层次、多角度分享海洋经
济发展经验，聚焦首创式改革、差异化探
索、集成式创新，为建设海洋强国贡献智
慧、凝聚共识。

张术平指出，烟台向海而立、因海而
兴，我们以建设海洋经济强、海洋环境美、
海洋管理优的海洋经济大市为目标，重点
实施海洋渔业、海工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
药、海洋文化旅游、海洋交通运输、海水淡
化及综合利用等“六个突破”，全力建设海

洋牧场示范之城、海工装备制造之城、海洋
旅游品牌之城、海洋环境优美之城，加快推
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向“十四五”、
面向未来，将着力优化陆海空间布局、推进
海洋产业发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进一步拓展蓝色发展空间，做
好经略海洋这篇大文章。

大会由经济日报社主办，经济日报社
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新闻发展中心和烟
台市委宣传部、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承
办。会上，介绍了烟台市海洋牧场发展情
况，与会专家作了主旨演讲。

2020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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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开发区基金
总规模1430亿元

累计设立基金管理机构及基金200多家

南山智尚即将
登陆创业板市场

南山集团将拥有三家A股上市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