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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隋殿芳 摄影报
道）8月 7日、8日晚，由区委宣
传部、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区
文化馆承办的“万光山海城”凤
凰韵烟台原创音乐节在胶东文
化广场外舞台盛大上演。同时，
还启动了第四届烟台文化和旅
游惠民消费季活动。

7日18时，天色将暗未暗，
胶东文化广场的彩排已经持续
了一整天。“白天汗流浃背，大家
都还在坚持。”音乐节乐队负责
老师在现场“盯”了一天。19时，
演出正式开始，所有的工作人员
已经提前一天进行灯光调试，大
家都在为即将开始的演出做最

后的准备。作为我区品牌文化
活动之一，8月7日、8日，凤凰韵
烟台原创音乐节如约而至。

8日晚，高温持续，热浪未
退，空气中飘洒着朦胧的细雨，
继首场5支乐队唱响后，当晚的
活动邀请到了来自济南的助演
嘉宾和平路北乐队，他们充满荷
尔蒙的表演，点燃了现场观众的
热情。首先开场的是一组平均
年龄仅18岁的年轻乐队。他们
是来自烟台一中的从容逍遥乐
队，其原创歌曲《疾风之刃战
歌》还 入 选“2019 童 心 制 物
MakeX机器人挑战赛总决赛”
开幕式，他们用歌声展现了年轻
人的青春、洋溢。如果说第一晚

的人山人海让胶东文化广场的
夜空闪耀，那第二晚撩动现场的
则是细雨中震耳的欢呼，观众在
雨中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配合
五彩的灯光，格外炫目。

今年的音乐节不同于往年，
大家在经历了长期的居家工作、生
活之后，格外期盼户外演出。一位
40岁左右的市民陈先生说：“真过
瘾啊，终于又能在广场看到这么大
型的演出活动了，我就是个资深摇
滚迷，以前都是在网络、电视上追
自己喜欢的乐队，偶尔也会到酒
吧喝两杯听听现场，但都不如今
天在广场听到和看到的效果，这
么多人一起看氛围格外好，再配
上灯光效果，简直是享受，我支持

咱们烟台的本土乐队，也希望以
后有更多这样的演出可以给我们
群众提供，区里文化活动真是越
来越丰富了。”

据了解，凤凰韵原创音乐
节，是我区惠民消费季主打活动
之一，旨在集中展现烟台本土原
创音乐作品魅力，打造具有烟台
特色的音乐盛典，彰显城市艺术
风采。此次活动邀请到觉醒乐
队、错觉乐队、兄弟乐队、听摆乐
队 、Fun night 乐 队 、Night
Tide汐乐队、及乐岛bliss is-
land乐队、从容逍遥乐队、音乐
商人乐队Band、和平路北乐队
（嘉宾乐队）10支乐队齐聚胶东
文化广场，从摇滚风到流行乐，
从民谣风到说唱，为现场观众献
上一场涵盖流行、独立、后摇滚、
另类、民谣摇滚等多种类曲风的
精彩原创音乐会，让现场观众度
过一个难忘的燃情夏夜。

另外，我区高度重视第四届
烟台文旅消费季工作，成立了由
区文化和旅游局牵头，16个部门
单位、7个街道园区共同参与的
工作领导小组，发动全区旅游景
区、剧院场馆、非遗体验等40多
家文旅市场主体广泛参与，整合
推出烟台人游莱山、亲子研学
游、文艺演出、艺术展览及文旅
消费集聚区等丰富多彩的文旅
活动。同时，加强政策支持，计
划发放5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
助力全市消费季活动。开幕式
现场还发放了10万元第四届烟
台文旅惠民消费季通用消费券，
几分钟内即被群众抢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防空法》和《山东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的有关规定，烟台市人民政府和
烟台警备区已于1998年决定每
年的8月15日为全市防空（防
灾）警报试鸣日。通过警报试
鸣，使广大市民进一步熟悉防
空、防灾警报信号，不断提高国
防观念和增强防空防灾意识。
为了确保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
序，现将今年警报试鸣的有关事
项通告如下：

一、试鸣时间：2020 年 8
月15日上午9：30至10：00。

二、试鸣范围：全市各县市
区城区。

三、信号种类：分为预先警
报、空袭警报、灾情警报和解除
警报四种，各种警报信号鸣放间
隔为3分钟。其信号识别：预先
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
遍，时间为3分钟；空袭警报：鸣
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为
3分钟；灾情警报：鸣15秒，停
10秒，再鸣5秒，停10秒，反复
3遍，时间为2分钟；解除警报：
连续鸣放3分钟。

四、媒体播报：防空防灾警
报鸣放时，烟台人民广播电台新
闻频道、交通频道和烟台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公共频道将同步
播放防空防灾警报信号。烟台
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
将以短信形式向手机用户发布
警报试鸣信息。届时，请广大市
民注意收听、收看。

特此通告。
烟台市人民政府

烟台警备区
2020年8月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孟博）为弘扬尊老
爱老传统美德，丰富老年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区图书馆
图书流动服务车有序恢复运
营。8月3日上午，图书流动服
务车来到区老年公寓，开展“献
爱心、送文化”服务活动，为老人
们更新调换杂志400余册。

根据老年读者的阅读需求，
工作人员精心挑选了医疗养生、
文学、历史、生活及时政类等杂
志，深受广大老年读者的喜爱。
今后，区图书馆仍将定期为老年
公寓更新调换杂志，不断充实其
文献资料，并继续依靠图书流动
服务车这一平台，不断拓宽服务
半径，持续开展进学校、进幼儿
园、进社区、进老年公寓、进军营
等活动，进一步丰富和满足广大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共建
和谐社会。区图书馆提醒广大
读者，为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
控要求和保证广大读者健康安
全，读者进入车内需全程佩戴口
罩，主动出示“山东省健康通行
码”（显示绿色方可进入）。由于
车厢内部空间狭小，暂只提供图
书借还服务。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衣文萍 通讯员 吕冬华 摄影报
道）冶头南村位于解甲庄街道南
端，全村有1000亩粮田、果园，
2000亩山峦，但多年来却因散户
种植、品种分散，村集体经济迟迟
得不到发展。2018年4月，冶头
南村党支部领办愚邦农产品专业
合作社，决心做活土地文章，先后
种植丹参、黑小麦和楸树，冶头
南村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师出有“茗”
“俺村的丹参现在是供不应

求，今年一共产了2000斤，现在
已经销售一空，社员们干劲更加
足了。”提起合作社的产品，冶头
南村党支部书记杨风树乐得合
不拢嘴。

合作社如今热火朝天的情
景，很难让人想象出当年起步时
的“窘境”，群众对合作社这一新
生事物不认可、不入社、不支持，
第一批社员只有杨风树和村“两
委”成员等7户。“当时就想把合
作社干起来，想着要是赔了就算
自己的，要是赚了就能得到群众
的认可。”冶头南村合作社，从10
亩丹参试验田开始起航。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带
着群众一起致富，选准产业很关
键。冶头南村“两委”成员先后8

次到杭州、青岛等地实地考察，
邀请农业专家实地调研，经过对
土壤取样分析，发现土质非常适
合草本药材种植。经过反复论
证，决定将丹参种植作为合作社
第一个项目。

火红的丹参在冶头南村扎
下旺盛的根须，丹参长成后还可
以加工成丹参茶，具有活血、降
血脂等功效。冶头南村的丹参
管护好、品质优，已与5家医疗保
健、饮品加工企业签订购销合
同，订单式农业为合作社解决了
销售的后顾之忧。2019年，合作
社种植的10亩丹参实现村集体
增收5万元，带动群众增收1万
元。

“麦”步前行
丹参搞得红红火火，但杨风

树又犯起了愁。“丹参属中药材，
一来市场容量有限；二来管护要
求太高，好多村民耕作有困难；
三来合作社项目单一化会加大
风险。要带动更多村民入社发
展，还得拓展项目。”

他“盯”上了航天黑小麦。
经过市场考察、社员大会讨论通
过，合作社与烟台昆卓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合作，流转土地10亩，
科学育种，推广种植富硒黑小
麦，产品由企业直接以每公斤4

元的价格回收。与传统小麦相
比，富硒黑小麦花青素和黑色素
含量更加丰富，具有缓解眼疲
劳、抗氧化、防止虚胖的功效，磨
出来的面粉，蒸一锅馒头，出锅
后香味浓郁，闻着香，吃着甜，是

“神奇的长寿食物”。
2019年夏天，合作社的黑小

麦迎来丰收季，麦浪滚滚，联合收
割机随着马达的轰鸣声扑向麦
田，金色的小麦成排倒下，饱满的
麦粒从收割机的储粮仓里吐出，
当年就为村集体增收 6 万元。
2020年，合作社再流转土地30
亩，扩大种植规模，预计可实现村
集体年增收20万元。

计然之“树”
尝到了合作社甜头的冶头

南村，把发展的触角延伸到山峦
地开发。为充分利用村集体闲
置山地，最大化实现山地价值，
杨风树带着“两委”成员多方取
经，决定建立楸树基地。“楸树不
用怎么管护，省人工。苗木具有
销售优势，市场行情好时咱就出
售，价格低时就不卖。种楸树是
把村里的山峦地利用起来的好
法子。”

楸树有“树中之王”“木王”
之称，既能够净化空气，又有极
高的种植效益，基地统一种植楸

树达6万余棵。合作社种植的楸
树苗，直径5公分的每棵预计售
价50元左右，直径20公分的每
棵预计售价1000元左右。楸树
成长周期为40年左右，预计达
到成长周期后为村集体增收500
万元左右。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也很
多，合作社的重点工作是吸引更
多群众入社，扩大合作社产业规
模，实现冶头南村的强村富民梦
想。”已到耳顺之年的杨风树提
起合作社的发展前景，眼睛里闪
烁着别样的光芒。

凤凰韵原创音乐节圆满落幕
集中展现烟台本土原创音乐作品魅力，打造具有烟台特色的音乐盛典

丹参、楸树、黑小麦……

冶头南村这个合作社很有“特色”

烟台市防空（防灾）
警报试鸣通告

区图书馆图书流动
服务车有序恢复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