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用诗歌歌颂“书香烟台”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张洁 隋华楠 通讯员 旅

宣 摄影报道）昨晚，由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烟台市文化
和旅游局主办，烟台市朗诵艺术家协会、烟台图书馆、烟台
图书馆诵读书社承办的“胶东红潮 书香烟台——烟台市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音乐诗会”在烟台大剧院隆
重上演，大师名家齐聚港城，为市民带来了一场绝佳的视
听盛宴。整台诗会分为《信念永恒》《书韵飘香》《征途如
虹》三个篇章，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红色经典诗歌和中
华传统经典诗歌为串联，充分运用情景表演、音画诗表演
及合诵的形式，融合政治性、艺术性与表达性，为观众呈现
了一台丰富多彩的音乐诗会，展现书香烟台的崭新形象。

本次诗会特邀瞿弦和、郑绪岚、曲敬国、于芳、欧震、阿
紫、李敏、王乐斌等全国知名朗诵表演艺术家、歌唱家参与
本次活动，向建党百年送上祝福，同时为迎接第30届全国
图书交易博览会隆重举行增添靓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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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支乐队邀你一起在港城过夏天

2021烟台海岸音乐节来了！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洁 通讯员 旅宣）从7月

11日持续到9月底的“2021烟台海岸音乐节”将在近两个
月的时间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演艺大餐：7月11日至31日
每晚7点将准时在滨海广场与广大市民游客相约；8月至9
月底每周周六、周日也将在每晚7点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奉
上精彩演出。

音乐最前沿。国内和烟台本土乐队倾情加盟，引领时尚
潮流，音乐节重磅邀请国内知名的潘高峰&G-ELEVEN、葡
萄不愤怒、神木飞行、半岛奇异果、和平路北乐队，以及来自
烟台本土的觉醒、海帆、愤奶、及乐岛等12支乐队，为广大市
民和游客带来摇滚、流行朋克等现代音乐。一方面展示国内
最前沿的流行音乐创作，另一方面展示烟台音乐创作力量，
把烟台之美唱给乐迷，让更多人聆听烟台声音。

圆梦大舞台。聚焦烟台有艺术专长的音乐人、怀揣音乐
梦想的街头艺人，市民文化节选拔的具有音乐、舞蹈才华的普
通市民，还有常期活跃在一线的社会文艺团体。推出海岸梦
想街头艺人秀、青春飞扬个人演唱会、大地情深民族歌舞等，
为他们提供圆梦舞台，充分展示团体、个人才艺，追梦、圆梦。

戏曲展风采。9月份，烟台市直专业院团将带来戏曲板
块，为广大市民、游客奉献京剧《烟台解放》《遇皇后·打龙
袍》《铁弓缘》《沙家浜》、吕剧《西海地下医院》《姊姊易嫁》
《三子争父》等新创、传统剧目演出，展示近年来我市艺术创
作成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戏曲故事倡导文明新
风，展现时代精神。

注：演出时间为19:00。演出时间和内容如有调整，将于
“烟台文旅”公众号发布，请关注该公众号以获取最新资讯。

长篇纪实文学《红苹果》亮相书博会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山东省作协重大题材

文学创作选题扶持作品《红苹果》，亮相第三十届全国图书
交易博览会。昨日下午，在烟台分会场南大街新搭建的图
书书市里，烟台新华书店的张玮和邵飞正在布展。张玮把
《红苹果》一本样书，小心地摆在展台的二层上，又把一摞
《红苹果》放在下面。细心的张玮，还从书店里拿了一小盆
针叶盆景，打扮展室，别有情趣。烟台籍作家的展室在书市
长廊的最西头，也就是书市正门口最显眼的地方。书市正
门口，正用一个巨大的书字立在抽象的花篮上，全红的屋山
墙上是“第30届全国图书博览会烟台分会场”白色字样。
两边的门对上下联分别是“书香烟台”“胶东红潮”。在烟台
本地作家书摊里，还有《烟台传》《爱的川流不息》《近代化进
程中的微澜》等很多图书，记者询问共有多少种，答曰：“还
没布展完，没有准确数字。”一边，作家吴殿彬正在与邵飞诉
创作之苦，邵飞很有智慧地说：“你虽然出了力，但写了书，
能多少代往下传啊。”

据山东作家网称，长篇纪实文学《红苹果》是山东省作
家协会“重大题材文学创作选题扶持项目作品”。自2017
年11月至2020年11月，历时整3年创作完成。全书43万
字，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本书以150年来烟
台苹果生产发展为创作主体，以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烟台果农奔小康、奔富裕为主题创作而成。体量宏大、
波澜壮阔，结构独特，人物鲜活，语言艺术，引人入胜。

其突出特色有四点：浓厚广阔的史诗特色。本书书写
了自1871年美国传教士倪维斯引进西洋苹果以来150年
的烟台苹果发展史，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烟台
人在苹果生产和发展奔富裕的道路上，自强不息、勇于进
取、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宏阔历史进程，展现了各个时期
苹果生产的发展的特点与风貌，是中国苹果发展史上的第
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原山东省副省长谢玉堂在序中称它是

“中国苹果文学史上的一块奠基石”；详实生动的文化特
色。本书浸溢与苹果相关的各种知识，从育苗、栽植、定干、
打药、授粉、疏花等等直到下果的二十五六道生产工序，还
有苹果作为世界四大水果（其他三种为葡萄、柑桔、香蕉）之
首的营养知识和对人类生活的意义，还描述了创品牌、打市
场等销售过程与相关知识，并全方位展现了以苹果节为中
心的苹果文化的形态，体现了烟台苹果“开放、包容、创新、
拼搏”的文化精神，详实、生动、鲜活；人物群像的启迪特
色。本书书写了包括美国传教士、偷接穗的青年、地市级及
其以下县、乡、镇、村四级领导、各级技术人员、果农等一百
多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形象，既写了他们在困境中勇于进取
拼搏、坚持追求技术创新、面对生活不屈不挠、团结协作助
人为乐等优秀品质，也善意地批评了一些人的愚昧落后和
小农意识的自私做法和表现，给人们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榜
样。真人实事，活灵活现，真实可信；可资借鉴的文创特
色。本书创造了一种“竹节型大树”的文学结构，将纵横交

错150年历史、面积1.37万平方公里、300万果农中，不同时
期发生的“无主体”的碎片化、无接续、无关联的人物和故
事，结构成了一部逻辑清晰、故事情节层层递进的浑然一体
的“大主体”作品，实属独辟蹊径。其根据纪实文学的要求，
采用虚实相生的手法，塑造典型环境和人物，使人物形象栩
栩如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语言风格具有较强的艺术
性。它运用诗化和丰笔、串珠与跳跃等多种成分，使全书的
语言达到了一种较高的“艺术”品质，在汉语的交际功能上，
展现了艺术功能的靓丽。就文化学习和文学创作而言，具
有一定的经验借鉴价值。

《红苹果》自2020年5月在《烟台日报》长篇连载以
来，获得了广大读者的热议和喜爱。有诗赞曰：《红苹果》
里有宝藏/祝福伴着日月长/ 家中有部《红苹果》/世世代
代都兴旺。

作者吴殿彬，是高级记者、作家、诗人、摄影家。省市两
级作协、摄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诗歌学会会员。曾任烟
台科技信息报总编辑、烟台晚报副总编辑、现任烟台苹果协
会文化顾问、中央数字电视摄影频道烟台工作站名誉站长
等职。曾获“中国时事报道全国十佳总编辑”、“新华社全国
十佳通讯员”称号；出版过理论著作《新闻采写精谭》和人物
传记《举起这杯葡萄酒》等多部文学作品。先后获得省以上
新闻、文学、摄影等奖80多项。

莱阳市高格庄镇
举行广场舞比赛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邵壮 通讯员 王圣懿 摄
影报道）7月12日晚，莱阳市
高格庄镇举行了“百年同心
舞动精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广场舞大赛。

本次广场舞比赛由高格
庄镇党委政府主办，并邀请了
来自莱阳市宣传部、莱阳市文
化馆、莱阳市舞蹈家协会、莱
阳市戏剧家协会的5位专家
作评委，为每支参赛队伍打
分。比赛吸引了来自12个村
庄的16支参赛舞队参加，赛

中舞蹈欢快活跃、精彩纷呈，
现场观众热情高涨，掌声雷
动，顺利产生了一、二、三等奖
和优秀奖。比赛在该镇年轻
干部的合唱声中圆满结束。

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
要事项，此次活动丰富了老百
姓的文体生活，提升了老百姓
的幸福感，得到了老百姓的认
可，同时也增强了干部群众的
凝聚力和血肉联系，反映出了
高格庄镇干部群众团结奋进、
昂扬积极的精神风貌，是一场
精彩的视听盛宴。

近日，烟台开发区三中组织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到牟
平胶东红色文化陈列馆参观学习，共同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
色精神，锤炼过硬品格，砥砺奋勇前行。

通过参观“胶东近代屈辱与抗争史”“胶东革命斗争史”“烟
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烟台改革开放和发展历程”“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五大展厅，教师们见证了胶东作为
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从苦难到辉煌、从
屈辱到复兴、从变革到腾飞的伟大历程。党员们纷纷表示，将
继承和发扬红色胶东的优良传统，以更加饱满的斗志和求真务
实的作风投身到教育事业中去。

通讯员 王淼 摄影报道

《红船，从南湖起航》《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中国力量》《英
雄》……“忆往昔，风雨兼程岁月如歌；看今朝，百年华诞风华正
茂”。日前，牟平区五里头小学举行了“忆党史，颂党情”教师诵
读展示活动，通过老师们的深情演绎，重温了党的光辉历史，深
情讴歌党的伟大成就，传颂党的红色历程和精神力量，让一首
首经典诵读篇目焕发出时代光芒。

通讯员 祝元元 孙忠莲 摄影报道

（未完待续）

果，肯定不会要那些不好吃的苹果啊。可是，果农不听你的
啊。市场的偏好和思想意识的改变是非常困难的。

邵刚就是邵刚，他采取了一个让别人想不愿意也得愿意
的绝招来，这就是两个字，“跑”与“等”！

“跑”，就是大家分头去看果园找苹果，看哪里果园面积
大，就“等”，等着这里的果农忙不过来，把果靠老了，全红了，
再过来收。果农不卖也得卖，而且他还急着卖给你。他怕这
样的苹果卖不出去，存到第二年更赔线。邵刚是个大手笔的
人，并不在这个时候跟果农计较，而是把更远的利益先放在果
农们面前。

他们开着车到龙山店、大辛店、村里集……车上拉着收
苹果的塑料箱，一直开到果园的地头上。

“老乡，你这紫红的苹果卖吗？”邵刚他们问。
“卖啊，你要吗？”果农们急切地说，“便宜啊，一块一一斤！”
“实在不行，如果你多要，我一块钱也卖给你！”有的果农

更着急。
“你可能听说过，我来订过全红苹果，有些人不信，”邵刚

笑着说，“今天就叫你们看看，我说话是不是当话，骗不骗
人。”“那你能给俺多少钱一斤？”果农们喜笑颜开，使劲往上
要价说，“还能给俺一块三？”

邵刚故意卖关子：“你们再使劲往上猜。”“一块五？”有人
出了这个价。

“不止？最多一块八！”有人肯定地说，“别人来收一级的
最高价，你不可能再贵了！”

“我给你们两块一斤，”邵刚说，“一斤比最高价高出两毛钱！”
这一年，邵刚用这种谋略，收了60吨全红苹果，存在别

人的冷库里。他刚开公司时候仅有1.4万元的家当，而在这
时，他在银行贷款六万元，向亲戚朋友借款20来万，凑足了
30万元，完成了他第一次品牌进军计划。他开始像个正规
军团的指挥官，虽然军团还不十分强大，但他可以围绕自己
的战略意图，展开有规模的有战术意义的战役攻坚战。他

就像一个苹果营销市场的将军，运筹帷幄，指挥若定，
将30吨苹果铺在了上海战场，另30吨苹果展开在广
州市场。紫红色的大个全红富士，让人们眼前一亮，
咬一口，甜得如蜜，果汁喷得满口生津。邵刚的“D.D.D.”全
红苹果，红透了上海，也红透了广州……邵刚获得了品牌战
略中的胜利喜悦！

这不是邵刚品牌战略的全部，只是他的小试牛刀，他是一个
不丢目标的人，远远地看见，要真正实现自己的品牌战略，完成
世界一流品牌的宏伟目标，这只是遥远的地平线上刚刚透出的
一点星光，更广大而空旷的品牌天空，需要他更好的创意来保证
掌握战略的主动权。这个主动权，要两股劲使到一条线上，核心
是让果农得好处，收益高，达成利益共同体。一家一户的果园，
能听你邵刚的话？你邵刚得有个办法啊。

邵刚从来不缺办法！办法就是：推动加拉动。
他给果农提供各种服务，帮助果农，这叫推动。他以比最

高价高出两毛钱的价格收购深红色的苹果，鼓励果农的正确行
为，这是拉动。

冬天的雪，塑造着原野的骨头，邵刚他们还是开着那辆
长安面包车，在雪野上飞驰。原野上一座座村庄，有如浮在
海面上的岛显露着生命的炊烟，山坳里，一个个山村连接着
山头上灰色的暗重的冬云。一只喜鹊叫过，大喇叭里传出

“南村果园请苹果种植专家来讲课”的呼招声，一个个村庄
便在雪中蠕动着脚步，让村庄的冬天充满了丰收的预感。
从冬天到春天，从春天到夏天，从夏天到秋天，一个一个季
节，邵刚把果农的这种丰收预感，一步步
变成丰收的知识和动作，变成了D.D.D. 品
牌的全红苹果，变成了果农手中丰丰富富
的钞票和一张张笑脸。邵刚他们四五个
人，有技术员和收购人员，他们一个村一个
村地跑，从秋天苹果下树开始，一直忙到第
二年收果。

（连载之122）

纪实文学纪实文学

他们对什么样的苹果是好苹果，怎么栽培管理，什
么时候下树都有明确的自我标准。特别是对苹果的表
相，他们是根据市场的需要来掌握的。比龙口和栖霞
好一点的地方，是蓬莱，因为邵大元他们在湾子口的

“烟富”系列的成功，蓬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龙山店、
大辛店、村里集等南部山区的果农，正在接受新事物
的热潮期，苹果品质又好。邵刚便把这里设置为自己
苹果品牌的基地。然而，他需要的全红苹果，果农仍然
不认可。那时出口商和国内收购商，都要粉红色的、表
面光洁有亮度的苹果，一斤能卖一块八，而一靠到全红
深红，市场的说法是把苹果靠老了，叫老色，只能卖一
块一二。“烟富３”品种多喂有机肥、少喂化肥的，到了
苹果粉红色的时候，再停几天就会全红，颜色很快变老
了，果农为了保障收入就要抓紧时间采收，还有部分果
农把新品种再改回老品种。邵刚给他们承诺，果农却
不买邵刚他们的账。

在苹果园的地头，邵刚他们苦口婆心地做工作，
说：“你只要再停两天，全红了，我来收你的！”

“你不来收怎么办？”农不相信，竟然有这样
不照着市场要求做生意的，他们想，你不就是想

来占我的便宜吗？
有的直言直语，说出伤人的话来：“你该不是等我

靠老了，卖不出去了，你来拣我的便宜吧！”
这样的话，顶得邵刚他们上不来气，但他们还是说：

“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不行签个合同！”
“谁跟你签合同，”果农们不冷不热地说，“合同不

是一张纸嘛，到时候你不来收，我还跟你打官司啊！”
“你们不知道，我们到上海、广州了解过，考察过市

场，”邵刚诚恳地说，“全红的价钱卖得最好，去年我收了
四吨，一到上海就被抢光了。”

“你不是黄县的嘴子吧，”有的果农扔过话来，“光
会说好听的，谁知道你心里卖的什么药？ 我们蓬莱腿
子不上你们的当！”

软硬不吃，就叫你收不上颜色深红的苹果来。为什
么邵刚一定要收深红色的全红苹果呢？现在说起来，十
分简单。因为苹果内在品质好，外在的颜色才好，全红
就是真正熟得恰到好处了，它的糖分和其他营养成分都
充足了，才能达到全红和深红，好吃；如果没到时候，它
还没真正成熟的时候，它不会全红，口感和营养成分都
不行。邵刚要做品牌，做钻石级的与众不同的美味的苹

（连载之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