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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现了从屠宰到餐桌全程监控。光一个“金
锣”，年产值达500亿元。
在山东临工挖掘机智能制造车间，5条结构
件焊接线、1条涂装喷漆线全部都使用了目前世
界最先进的SAP信息管理系统。 这不仅保证临
工可以按照用户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 还实现
了从接单到交付全流程的可视化管理。 正是得
益于应用大数据的精益研发、精准营销、价值服
务， 临工集团目前已成功入围全球工程机械50
强。尽管我们来自中国工程机械之都的长沙，但
对临工集团的专而精也深为叹服。
大变无声，演绎临沂传奇。临沂坚持将一
张发展蓝图绘制到底， 把红色基因转化为干
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以勤劳、智慧建设家园，
以坚韧、自强开创新时代，不断实现着高质量
发展，向着理想逐梦前行。

崮上有情天

5月9日，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岱崮镇。
湖南日报记者 金中基 张权

崮， 是山东省沂蒙地区独特的一种地貌
奇观，中国地理学会称之为“岱崮地貌”。它与
南方的山有明显的区别， 在地貌学上属于地
貌形态中的桌形山或方形山， 因而也被称为
“方山地貌”。
人间五月天，南方正值多雨季节。湖南日报
记者随中国报业发展大会采访团， 来到崮上感
受八百里沂蒙山水人文变化。天空碧蓝，艳阳高
照，完全刷新了沂蒙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
原以为沂蒙是大山区，
“
地僻人难到，山多云
易生”。到了这里后，却发现地势比较舒缓，即使有
名的蒙山，一般山峰多在海拔500米左右，主峰也
只1100多米，与南方的大山不可比拟。朗日下，站
在崮上，沂蒙大地尽收眼底，一望无边。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
山上哎，好风光……”《沂蒙山小调》飘荡在天
际。沂蒙人的那种自豪与陶醉尽在其中，沂蒙
精神一代一代传承发扬，尤其令人钦佩振奋。

走过山水几道
犹忆当年“红嫂”情
“红嫂”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它是发生
在抗战时期沂南县的真实故事：“红嫂” 明德
英用“乳汁救伤员”。 上世纪60年代初，著名
作家刘知侠据此情节， 创作的短篇小说 《红
嫂》，后被改编成京剧《红云岗》、舞剧《沂 蒙
颂》、电影《红嫂》在全国上演。从此“红嫂”事
迹传遍大江南北， 成为在革命战争年代舍生
忘死、无私奉献的沂蒙妇女代名词。
红色，是临沂著称全国的底色。革命战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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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在这里诞生的“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
沂蒙精神弥足珍贵。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临沂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
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
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走进孟良崮， 这里曾发生过举世闻名的
孟良崮战役。在战役纪念馆里，我们仿佛又置
身于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解放战争期间，华
东野战军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
概，于此一举歼灭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
整编第74师，扭转山东乃至全国战局。孟良崮
由此名扬四海。
为纪念这场战役，1984年当地政府修建了
孟良崮战役纪念馆， 后山矗立的高达30米的纪
念碑上，镌刻着2000多位在战争中牺牲的烈士
英名。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老区460万人中有
20多万人参军参战，120多万人参加支前， 当时
的兵源人次与当地人口之比为8比1。著名的
“沂
蒙六姐妹”舍生忘死救治伤员、哺育烈士后代的
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流传至今。
“沂蒙六姐妹”，是闻名遐迩的战争年代沂
蒙拥军支前模范。她们的名字是：张玉梅、杨桂
英、伊廷珍、伊淑英、冀贞兰、公方莲。孟良崮战
役期间，她们主动挑起了全村支援前线重担，凑
军马草几十万斤，烙煎饼15万斤，洗军衣5000
多件，做军鞋500多双，还带领妇女们冒着生命
危险上前线运送弹药，抢救伤员……
“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续一把
蒙山柴炉火更旺,填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红嫂”。上个世纪80年代
末，迟浩田将军曾多次回到沂蒙，寻找当年用
乳汁和小米粥把他救活的‘红嫂’，始终未果。
一位大娘对将军说：“大兄弟哟， 像俺们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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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的人， 谁都做过这样
的事。”
沂蒙红色之旅人潮如
海， 每天到这里参观学习
的人络绎不绝。
奇特的
“岱崮地貌”，山
峰顶部平展开阔如平原，峰
巅周围峭壁如刀削，峭壁以
下是逐渐平缓山坡，地貌景
观钟灵毓秀、 造化天工，是
为中国第五大造型地貌。临
沂沂蒙山以独有的地貌特
征、丰富的文化资源入列世
界地质公园。
方圆不足200平方公
里的蒙阴县岱崮镇， 居然
金中基 摄
有 形 态 各 异 的 30 余 座 山
崮，令人惊叹不已。这里曾
被划为“小三线”。近年来，岱崮镇依托独特地
貌景观，利用原三线军工企业旧址，建成了国
—岱崮国家地质公园。走
家4A级综合景区——
在景区内，但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济南、泰
安、 淄博迁来的兵工厂旧址已被改造为红色
培训旅游基地。“备战备荒为人民”“为人民服
务”“社会主义好”“永远跟着共产党” 等标语
高悬，红色革命文化、军工文化等，在众多景
区中独树一帜，迎来如云游客。
战争硝烟已逝，沂蒙精神永存。我们深深
感到， 沂蒙精神已经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成
为沂蒙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和精神标识。当
前，改革进入深水区，这何尝不是一场更广泛、
更深刻、更需要精神力量支撑的攻坚战，沂蒙
精神的传承或许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启示。

大手笔大气概
蹚出通江达海路
临沂故称琅琊郡， 是东夷文化重要发祥地。
王羲之、诸葛亮皆为琅琊名士。这里人杰地灵，在
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更加迸发出巨大活力。
宽阔的沂河流过城市，如一条宽宽的玉带，
将城市一分为二。河边树木葱茏，花团锦簇，一
派盎然生机;河岸上车水马龙，高楼林立。而待到
华灯初上，桥梁、大楼、电视塔、雕像放出五颜六
色的光亮，整座城市流光溢彩，美轮美奂。
如果说革命战争年代铸就的沂蒙精神是
临沂最大的精神财富，那么“南有义乌、北有
临沂”，说的就是临沂现代化建设擦亮的另一
张城市名片：商贸名市。
来临沂走一遭，感觉这里山好、水好、人
好，人们行为处事非常热情大气。尤其令人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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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是， 临沂这个地级市的企业有好几个让
人赞许的“大家伙”。
在天源国际物流园区内，我们看到，一箱
箱货物装上货车，一辆辆货车发往全国各地。
这座占地1000余亩的园区，集仓储、配载、信
息服务、三方物流、运输、停车、维修、食宿等
配套功能于一体。不仅如此，天源物流目前在
内蒙古乌兰察布建设了内蒙古天源国际物流
园，打通了通往蒙古、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重
要国际通道。与传统物流业相比，智慧物流园
区将节约土地成本5倍， 提高工作效率20倍，
与当前物流水平相比领先10至
15年。
天源国际物流园仅是临沂商
贸的一个缩影。据了解，临沂有专
业批发市场133个、 经营户10.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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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规范经营、成长做大。待到
某个商品交易有一定规模，政府
就规划某个商品专业市场，形成
品牌集聚效应， 将临近地市、临
近省的经营资源都吸收过来。政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府做好土地规划和交通物流配
星彩
7
19057
9 9 7 5 2 0 3
套，为商贸物流营造良好的软硬
环境。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临沂新旧动能转换之快同样
0
一等奖
0
33705977.25
让人惊喜。 在中国肉制品领军企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业金锣集团， 现代化的大型车间、
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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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的生产流水线， 让人耳目
一新。 金锣集团拥有全球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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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屠宰及冷分割肉加工单体工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厂， 更投资13亿元建设了全程产
品质量安全可追溯肉制品生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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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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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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