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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通讯员 蒋
言芳 摄影报道）10月1日上午，奥运冠军、全运会
冠军孙一文回到烟台，受到烟台市体育局、烟台射
击射箭中心相关负责人及师弟师妹和父老乡亲的
热烈欢迎。

上次“回家”，孙一文还是里约奥运会的银牌、
铜牌得主，如今，再次回来，她已奥运金牌加身。不
到一个小时的“探亲”，孙一文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
当当。合影、看训练、对小队员讲话、接受采访……

再次回家，孙一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看到
这里的环境变得这么美，心情很开心。”

回忆起东京的那个夜晚，“一剑封喉”的她坦
言，“刺出那一剑的动力，就是坚持追逐自己的梦
想。这一剑，承载着千千万万背后的付出和努力。
不光是我自己，还包括教练和领导从小到大对我的
辛勤培养和付出。所以，这一剑，我是承载着大家
的希望去战斗。”当记者问起她自己耳鸣的问题时，
她表示，平时是不会出现这种症状的，“只有在训练
强度大，缺氧的时候会耳鸣，但休息一会儿就会有
所改善。”

团体赛上，因为自己的伤病无法登场，孙一文

曾泪洒现场，回忆起那段经历，她说，“当时很焦虑，
没想到自己会因为受伤而不能参加比赛。能站在
奥运会的赛场上，是我梦寐以求的，真不希望因为
伤病而缺席。”

“有梦想，要敢想，努力去追。”在曾经训练过的
烟台射击射箭中心击剑馆，孙一文面对小队员，说
出了自己的感悟，“到家了。我也是主人公了。我
们烟台这个队伍的成绩一直还可以。不管是基层
建设、人才培养还是全国比赛，我们烟台击剑运动
员都有很好的身体素质，这也是我们的优势。看到
他们，我也想到了曾经的自己。有机会要努力，在
没有机会的时候，也要时刻准备着。”

在烟台停留了不到一小时后，孙一文就乘坐大
巴返回栖霞。在栖霞市竞技体育运动学校，她看望
了母校的老师和师弟妹们，并写下“生生不息 奋斗
不止”的寄语。

当车子抵达她的家乡——庄园街道王格庄村，
早已等待在村口的家人和乡亲们便一下子将孙一
文团团围住，并放起鞭炮、跳起舞蹈，热情地欢迎她
回家。“不负韶华 敢于亮剑”“为国家争光 为家乡
争光”的标语，以及“欢迎奥运冠军孙一文胜利凯

旋”的横幅在村中随处可见。
手捧鲜花、身着红白相间奥运队服的孙一文在

人群中格外显眼。孝顺的孙一文回到村庄后，马上
去看望了奶奶。许久未见亲人，和奶奶、父母、弟弟
相聚的一刻，孙一文顿时红了眼眶。她深情地拥抱
家人，久久不愿放开。

为备战东京奥运会和全运会，孙一文一年多没
有回家，她说：“很想念家人，今天一见，思念之情忍
不住就爆发了！”

在孙一文家中的客厅里，记者见到，有一面挂
满了奖牌的墙壁，粗略数来，也有50余枚。这些奖
牌，都是她留给父母家人的纪念。

为迎接孙一文回家，栖霞市竞技体育运动学校
校长王冰特意帮助孙一文妈妈把奖牌整理出来，作
为送给孙一文的礼物。王冰介绍说：“这些奖牌代
表着一文的荣誉，也饱含着她的汗水，是她成长的
印记和奋斗的见证。”

此次回家正值国庆佳节，孙一文深情地祝福伟
大祖国生日快乐。她表示，大家小家都是家，自己
一定不辜负人民的喜爱和期待，将一如既往地带着
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继续努力。

有梦想，要敢想，努力去追
美女剑客孙一文国庆回家了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赵巍巍 通讯员 蒋
言芳 牛超超 摄影报道）又是一年好“丰”景，瓜果
飘香喜笑颜。

国庆假期，记者走进栖霞市汉桥苹果示范园，眼
见的是最美丽的丰收画卷，耳听的是最期待的丰收
憧憬。苹果挂满枝头，让汉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刘守欣满脸喜悦：“今年苹果第一年挂果，长
势不错，套袋80万个，后年就进入盛果期啦!”

站在苹果示范园的坡顶，刘守欣可以俯瞰合作
社800余亩的果园子。“你看看，原来这里是个荒
山，现在变成了花果山！”

顺着刘守欣的指向，记者远眺，坡上坡底翠绿
尽染。“这园子，除了苹果，还有樱桃、香杏、葡萄。
地头路边，更少不了月季、鸡冠花、步步高花的点
缀。要不，怎么能称为‘花果山’呢？”刘守欣当起了
导游，带着记者满园子转。

今年5月，汉桥苹果园就开始“火”了起来，成

了市民游客的打卡胜地，为啥？因为苹果园里冷不
丁地冒出了成片的花海。五颜六色的石竹花恣意
绽放，前去赏花拍照的人络绎不绝。

“果园里打造‘花海’，就是为我们采摘园聚拢人
气。”刘守欣对苹果示范园的每一步发展都有自己的
算盘。

“走，让你品尝一个新鲜玩意儿。”在欣赏了鸡
冠花、葫芦之后，刘守欣执意要记者去合作社办公
室坐坐，去尝尝他去平度考察带回来的“阳光玫瑰
葡萄”。

“只能吃一两粒，我只带回这么一串，我要让父
老乡亲都尝尝!”在茶海桌前，刘守欣玩笑中有些许
认真。据他介绍，这颜色翠绿的“阳光玫瑰葡萄”可
是时下的网红水果，价格不菲，几十元一斤。

“我们合作社今年要发展‘阳光玫瑰葡萄’。农
民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我们就要发展高效农业，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刘守欣打算把果园里

的一些木耳大棚改造一下，种植收益高的“阳光玫
瑰葡萄”。

合作社办公室的墙壁是荣誉墙，记录着合作社
发展的足迹。谈到发展，刘守欣抑制不住内心的激
动。“今年40余万斤的苹果，没有下树，就被订出去
啦！”据刘守欣介绍，国网商城已经预售了1万箱10
万斤的苹果。而且，桃村一家公司还与合作社签订
了30万斤的奶油红富士收购合同。

丰收的兴奋溢满刘守欣那朴实的脸庞，也点燃
着他锐意进取的豪情。“策里贾村今天有采摘葡萄
的，我要过去看看，你有没有兴趣采访一下？”

在征得同意后，刘守欣驱车拉上记者飞奔向邻
村。“我想考察一下市场，看看能不能把那帮游客拉
到咱果园看看!”

苹果示范园门口处，透过车窗，记者看到一副
对联很是抢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乡村振兴
推动惠农富农”。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洁 摄影报道）昨日，长达七
天的国庆长假结束，假期期间，记者走访市内几家游玩景点发
现，出于距离和安全等因素考虑，近郊游成为了不少市民国庆
假期出游的首选。在周边县市区游玩，逛村落、尝美食，成为
市民在“家门口”寻找诗和远方，享受美好假日时光的全新方
式。

不久前，莱山区解甲庄街道朱柳村打造的烟台市首个文化
艺术村在网上火爆起来，曾经古朴的村落变成远近闻名的“漫
画村”，不仅深受市民游客的喜爱，还成为了假日出游“打卡”的
网红村。上午9点，记者来到朱柳村时，前来观看的市民游客
已经排起了长队。大圣归来、哆啦A梦、龙猫等富有童年记忆
的漫画如同一幅幅时光画卷，不少游客一边回味，一边把漫画
中的故事讲给孩子听。

在朱柳村，除了每个街区不同的主题漫画，小火车、游乐
园等游玩项目以及农家小集、农家餐馆等基础设施也在逐步
完善，一站式的游玩体验让原本古朴的村落成为短途游客热
衷的打卡地。“我们开车从莱山过来大概四十多分钟，之前在
网上看到这个漫画村，离家特别近，一直打算带着孩子来逛
逛。”莱山区的吕女士告诉记者，碰上“十一”假期，出门游玩
的人特别多，开车带着孩子出门比较方便，所以选择了在近
郊比较有特色的村落游玩。“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半
到4点半是游客出游的高峰期，大多数游客从烟台市区以及
威海、青岛等周边城市自驾过来。”朱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兼团支部书记栾晓文告诉记者，国庆假期这几天，村
里每天平均接待人数达到了5千人左右，10月2号这一天游
客人数达到了6千多人，不少游客选择当天来游玩傍晚开车
回家，非常便捷。

除了近郊特色村广受市民青睐，近郊研学游也同样火
爆。“爸爸你负责运送粮食，我负责保护车辆，我们一起安
全把粮食送给‘战友’！”长假期间，记者来到位于芝罘区
的一处休闲农场时，一场以“秋收起义”为主题的亲子研
学活动正在热闹开展。休闲农场的负责人黄江告诉记者，
因为农场的位置离市区很近，车程大约在半小时左右，所
以前来研学游玩的烟台市民非常多，国庆七天每天都有游
客预约，近郊研学游也成为了很多家长和孩子假期选择的
热点。

在现场记者看到，不少家长选择和朋友一起组团
游玩。“我们早上从市区开车过来用了不到30分钟
的时间，国庆假期，一些旅游景点人太多、
高速路又太堵，不如就近带着孩子来一次
研学游。”一位家住芝罘区的市民告
诉记者，这场活动是家长们一起
组织的，在研学活动中让孩子
对课本上的知识有更深刻
的认识，也可以提升父子
间的亲密关系，这样的
短途游玩体验是不
错的选择。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通讯员 张秀丽 摄影报
道）记者走访发现，十一长假，除了吃喝玩乐、走亲访友，有不少
市民选择来到图书馆、书店等地畅游书海。“蹭书族”成为了国
庆假期里的一道靓丽风景。

“有许多家长陪孩子来这里‘充电’，身体力行让孩子养成
阅读的好习惯，用知识充实假期。”在烟台市新华书店，记者了
解到，店里设置的阅读座椅每天都早早就被人占满，好多孩子
席地而坐，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

为吸引更多孩子加入阅读队伍，烟台市新华书店还在假期
推出了小小图书管理员书香研学、名师公益讲堂《李白的故
事》、航天科技展、《夏洛的网》读书分享会等活动。

为迎接国庆，烟台图书馆举办《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烟
台日报》国庆头条专版展、“喜迎国庆，满城书香”听书争霸赛、
第四届全省少儿诗词诵读大赛“十佳诵读小明星”作品展播等
系列阅读推广活动，让孩子们在阅读中加深对祖国的理解，升
华对祖国的感情。

假日期间，市文旅局持续打造“我们的节日”读者活动品
牌，举办灯塔故事会《我的祖国》、“举国欢庆”少儿主题活动、尼
山书院文旅研学、“烟台图书馆馆藏主流报纸国庆节头版展”

“阅读庆国庆 书香满庭芳”“迎国庆 品书香”等系列国庆主题
阅读活动，满足不同群体阅读需求。同时，莱山区、牟平区、莱
州市等13家图书馆和书店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举办国庆
主题的绘本阅读、主题绘画、手工制作等20余项活动，让孩子
们在阅读和实践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增进爱国情感。

此外，烟台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的“举国欢庆”少儿主题活
动，围绕国庆节的由来、演变、意义等进行讲解，增强小读者对
祖国的认同感与自豪感。芝罘区城市书房举办“品红色经典
酿芝罘书香”读书会，在阅读中追寻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携着“海派文化”的和风细雨，“最美书店”钟书阁的“山东首店”
在朝阳街正式“定居”，假日期间也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打
卡”。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洁 摄影报道）凉
拌地瓜叶、铁锅炖大鹅、跑山鸡、农家玉米饼……在栖
霞松山街道省传统古村落母山后村的一家农家生态
园里，李老板一大早便开始为客人们预定的菜品做起
了准备。从10月1日开始，除了阴雨天气，他所经营
的农家生态园每天至少有七八家游客光顾，很多游客
拖家带口一起聚在这里体验农家的乐趣。这个国庆
假期，走进古色古香的农家大院、品味健康地道的农
家美食成为市民游客青睐的游玩方式之一。

“现在城里人节假日喜欢来农村，农家乐也越
来越受欢迎，我们的特色就是自家种植的一些菜和
各种各样的农家饭，像凉拌榆树钱、野菜这些山珍
野味地道又健康，最受客人欢迎。”李老板告诉记
者，他承包了100多亩地，菜园里的萝卜、秋葵、地

瓜都是自己种的，山上的苹果也可以供游客采摘，
同时还养殖家禽，开设垂钓项目，很多游客可以来
这里体验慢生活，感受垂钓和采摘的乐趣。

上午10点半左右，农家乐大门口以及周边的
道路上，私家车的数量已有10多辆。除了烟台市
的车牌外，还有“鲁C”“鲁B”等从外地自驾来的车
辆。菜园里，萝卜、南瓜等蔬菜已经成熟，二年级的
皓皓正在爸爸的陪伴下拔萝卜。一旁嫩绿的秋葵
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和爸爸一起用手机查询秋葵的
功效，能品尝到用自己亲手采摘的蔬菜做出的食
物，让小朋友非常开心。还有不少游客带着孩子采
摘瓜果、在湖边垂钓。

“这是我们刚刚钓
上来的草鱼，中午正好

可以做一道水煮鱼让大伙一起尝尝。”家住青岛的
汪先生高兴地说，这次他们一共来了13个人，孩子
们在采摘中感受农耕文化，大人们可以钓鱼、品茶，
比起去商场里排队等号吃饭，到古村感受原生态的
民居风情，品尝地道健康的农家宴更受欢迎，也更
适合家人团聚。

11点刚过，李老板开始忙碌地端碗上菜，游客
们也准备上桌。“地瓜叶、凉拌蒲公英、炸花椒叶等
野菜作为农家乐的特色菜品，基本上是每一桌客人
都会点的几道野菜。”李老板告诉记者，因为很多野
菜一般在菜市场上买不到，端上桌后，比起肉类食
物，不少游客会选择先吃野菜尝鲜。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不光注重口感还更
加注重营养，野菜和粗粮营养又健康，更易于消
化。”汪先生夹起野菜边品尝边说，选择在农家乐游
玩吃饭其实是一种观念上的变化，现在大家更加注
重养生，健康的农家菜比起大鱼大肉更受欢迎。

国庆长假“村里”过
农家乐吸引城里娃走进美丽乡村

苹果园里展开丰收画卷
栖霞市汉桥苹果示范园打造“花海”聚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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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一文“回家”。

2：市民国庆假期静心阅读。
5：亲子互动近郊研学活动。

4：苹果喜获丰收。

3：市民在农家乐采摘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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