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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海故事 ，
打造网红村

泊里镇

琅琊镇王家台后村第一书记杨晓莉带领村民打造“北方渔家民宿第一村”

□本报记者

梁玉鹏

她是名副其实的“女汉子”，自
2020年5月份驻村以来，她以把王家
台后村打造成“北方渔家民宿第一
村”为目标，紧紧围绕农村工作大
局，通过提升文旅、拓展花馍、创新
电商的发展思路，极大地带动了王
家台后村经济发展，为村民带来了
实惠，谱写出了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她就是区海洋发展局派驻琅琊镇王
家台后村第一书记杨晓莉。
杨晓莉牵头打造琅琊特色产品展销厅，
助力乡村振兴。□韩加君

摄

>>党建引领<<
助推文旅产业新发展

>>网络搭台<<
挖掘传统工艺新潜力

>>村企联营<<
谱写渔村振兴新篇章

据了解，王家台后村拥有村民216
户、680人，其中党员34人，支部基础
好、党员素质高，
拥有“铁拳头”党建品
牌，曾荣获“青岛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称号。如何让这个“好支部”更好，带
领村庄各项事业进一步发展，成为了
驻村后摆在杨晓莉眼前的第一道思考
题。她在深入调研、听取民意的基础
上，
从抓班子、带队伍、强堡垒入手，
借
助党建活动载体，
凝聚发展合力，
充分
发挥“铁拳头”党建品牌的示范带动效
应，
进一步把党支部建设成凝聚人心、
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
为加快建设幸福美丽宜居乡村提供了
组织保障。
王家台后村拥有丰富的滨海资源，
为其发展文旅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
“驻村后，围绕村庄产业发展现
状，我组织‘两委’成员、党员、致富能
人、乡贤等开展了10余次座谈会，最终
确定了提升文旅、拓展花馍、创新电商
的发展思路。”杨晓莉告诉记者，依托
“嗨海季”品牌，村庄大力宣传龙湾赶
海，
吸引了大量客流，
极大地带动了王
家 台 后 村 经 济 发 展 ，为 村 民 带 来 了
实惠。

王娟是琅琊镇王家台后村人尽皆
知的“巧媳妇”，她制作龙湾花馍的手
艺远近闻名。杨晓莉是王娟这里的常
客，
常年为龙湾花馍做宣传拉订单，
忙
得不亦乐乎。
“我们邀请知名作家、资
深媒体为龙湾花馍代言，不断提升其
知名度，并且举办了50多期龙湾花馍
传承公益体验班，
参与人数达千余人，
推动龙湾花馍进城上楼。”杨晓莉介
绍，
目前，
王家台后村从事花馍制作销
售行业的农户，
由原来的1户发展到如
今的20多户，仅2021年春节期间订单
销售收入就达20余万元，还陆续推出
了龙湾粽子、龙湾月饼等新产品，
带动
了民间特色产品扩产热销。
“与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琅琊
特色产品展销厅和乡土网红培育基
地，特邀专业影视制作团队，打造‘琅
琊海故事’抖音号，以实景真人演绎
琅琊海边乡村振兴故事。”杨晓莉介
绍，目前，抖音短视频已播出74期，完
整播放量达150多万，
“琅琊海故事”
还荣获了2021西海岸新区新经济赋
能品牌“新风荟”十大品牌称号，探索
打开电商产业新风口，助力全镇旅游
产业发展。

针对村内监控不足急需改善的
实际，在杨晓莉的协调下，区海洋发
展局依托智慧海洋管理平台建设，投
资20余万元在王家台后村新建了高
点监控设备，并对村内已有视频监控
系统进行了整合，实现了近岸海域24
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她积极协调对
接新区渔业协会，争取20万元资金，
与协会企业瑞滋集团签约，推动村企
联营发展；协调税源项目“青岛圣桐
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落地琅琊镇，并
于2020年实现税收572万元，在镇党
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当年即给予王
家台后村30万元奖励；她主动作为，
在村集体与某公司关于承包黑松等
绿化苗木纠纷官司上，克服重重困难
找到了关键证据提交法庭，为村集体
追回苗木补偿款90多万元，维护了村
集体利益……
“回首这几年的驻村工作，
有苦有
甜，有笑有泪，
都已成为我人生中最宝
贵的财富。农业农村永远是希望所
在，我将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力争把
王家台后村打造成为‘北方渔家民宿
第一村’，
谱写渔村振兴新篇章！
”杨晓
莉信心满满地说道。

张家楼街道发起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

大干一个月 ，
洁净迎春节
众组成的59支铁军，集中优势兵力，实
行兵团作战，
1月上旬发起大会战，
中旬
发起攻坚战，下旬发起大决战，坚决消
灭环境卫生死角、补齐环境卫生短板，
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幸福新家园。
□记者 周莹 报道
同时，张家楼街道坚持问题导向，
本报讯 为营造干净、整洁、有序 突出整治重点，加大对重点区域和重
的人居环境，近日，张家楼街道在全街 点问题的整改力度。彻底清除村内、
范围内发起“大干一个月，
洁净迎春节” 村旁的垃圾堆、柴草堆、土石堆、粪堆
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不断提升村 等“四大堆”，清除塑料袋、地膜、残破
容村貌，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春节的到 条幅等“树挂”，清除村内暴露垃圾、随
来，
助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 意倾倒的建筑垃圾；开展沟渠大清理
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秋冬战 行动，整治村庄湾塘、河道、水库及沿
役”
部署、
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
春节前 岸环境，清除水域垃圾漂浮物、沿岸积
农村地区“除尘”
的传统习俗，
张家楼街 存物，疏浚淤积河道沟塘；开展村容村
道成立11个指挥部，
组建由广大干部群 貌提升行动，严厉打击村庄违法乱建

行为，清理乱堆乱放、乱贴乱画、私拉
乱接，
落实农户“门前三包”。
另外，各联系村党政成员、双联部
门、街村建设中心（环卫）每天对各村
庄卫生清理情况进行不间断巡查，对
督查中发现的问题立即反馈给所在驻
村办及村庄，并要求限期整改，促进村
庄环境品质再提升，以干净整洁的面
貌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接下来，张家楼街道将继续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围绕
生活美、家园美、庭院美、田园美、治理
优“四美一优”，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集中整治提升，推动村庄从干净整
洁向美丽宜居升级，加快建设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先行区。

开展森防演练
提升应急能力
□记者 丁霞 报道
本报讯 近日，泊里镇组织开展
森林防灭火应急演练。此次演练主要
包括灭火机械的熟练使用、突发情况
火灾扑灭、人员救治等内容。
演练开始前，泊里镇专业防火队
队员为现场演练人员进行了消防安全
知识和实操培训，示范讲解了灭火机
械、消防水车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藏马救援队队员借助人偶，现场示范
了火灾后人员救治的方法要点和注意
事项，以及火场逃生技巧。演练开始
后，所有人员及时到位、各负其责，整
个过程在紧张、严肃、有序的氛围下进
行，体现了较高的整体指挥与协调作
战水平。
通过本次演练，全体人员消防安
全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现场演练人
员能够有效组织、迅速对火灾作出反
应 ，抗 突 发 事 件 的 应 变 能 力 进 一 步
提高。

王台街道

宣传扫黑除恶
增强法治意识
□记者 周莹
通讯员 邵艳丽 报道
本报讯 春节临近，为让辖区居
民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提
高辖区居民的法治观念、增强安全意
识，近日，王台街道社会治理中心在辖
区内开展扫黑除恶专项宣传活动。
活动中，网格员深入沿街商铺、
农贸市场、小超市、发廊等人员密集
的 场 所 ，通 过 走 访 发 放 印 有 扫 黑 除
恶、弘扬正气宣传标语的环保袋和扫
黑除恶的宣传材料等形式，向群众宣
传治安防范、禁毒等安全知识。网格
员耐心地向群众讲解开展扫黑除恶
工作的意义，让他们充分了解扫黑除
恶方面的法律知识，同时鼓励广大群
众积极检举揭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线索，给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办案提供
有力支持。
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100余份、接受咨询20余人次。

隐珠街道

写春联送福字
惠居民迎新春
□记者 董梅雪 报道
本报讯 妙笔生花送祥瑞，翰墨
留香迎新春。近日，隐珠街道云海路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迎新春、
写福字、送春联”暖心活动，这是云海
路社区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一项献爱心
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的书法家、退役军
人及志愿者铺开大红纸、蘸好笔墨、凝
神聚气，在红彤彤的纸上，写下了一个
又一个苍劲有力、潇洒自如的“福”字
和春联。天气虽冷，但是大家伙儿的
热情丝毫不减，这一幅幅书法作品写
出了书法家们的艺术底蕴，也写出了
社区对新一年的幸福寄语。
本次活动共为社区居民免费送出
了500多副春联，许多居民拿到对联
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对书法家纷纷
竖起大拇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