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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蒙山之阳，抱犊崮之阴。地处东经117°36′~118°18′，北纬

35°01′~35°33′。南北最大纵距58.75公里，东西最大横距64.25_公里，总面积1903.75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101万亩，山丘面积占76.4%。,费县区位优越。县城距临沂市40公里，距青岛港200公里、连

云港150公里、日照港100公里；京沪高速与日东高速公路在境内交汇，327国道、017省道、文泗公路

横穿东西，沂蒙公路、沂邳公路、兴郝公路纵贯南北，兖石铁路与全国铁路网相连，实现了县乡道

路和乡村道路柏油化。县名由来费县因治所为春秋季氏邑,战国时一度为费国而得名。西汉初年建置

费县至今。,政区人口全县总面积1893.75平方公里。辖18个乡(镇),563个行政村(居委会)。年末全县总

人口93.2万人,其中城镇人口6.4万人。人口出生率9.8‰,死亡率4.5‰,自然增长率5.3‰。有少数民族

25个,3258人。,经济概况全年实现生产总值117.0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4.5%。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20.01亿元,增长30.78%;第二产业增加值61.46亿元,增长15.09%;第三产业增加值35.56亿元,增

长6.15%。三次产业比例为17.1∶52.5∶30.4。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7.2亿元,增长10.28%。实现财

政总收入5.64亿元,增长30.86%,其中地方财政收入3.01亿元,按可比口径增长30.87%。税收总收入3.75亿

元,增长38.4%。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8.56亿元,比年初增加6.02亿元。其中居民储蓄存

款余额39.4亿元,比年初增加5.6亿元。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1.93亿元,比年初增加23.35亿

元。,农业全年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38.64亿元,比上年增长5.0%。粮食总产38.02万吨,增长11.82%;棉

花总产0.3万吨,增长66.67%;油料总产10.3万吨,增长1.68%;水果总产21.03万吨,减少28.95%;蔬菜总产

60.04万吨,增长0.4%。肉类总产6.8万吨,禽蛋总产3.01万吨,奶类总产0.3万吨。水产品总产1.37万吨,增长

2.3%。全年人工造林面积3020公顷。全县农机总动力51.9万千瓦,增长9.26%。,工业全年实现工业增加

值56.4亿元,比上年增长10.1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48家,实现增加值38.3亿元,增长53.2%;实现产品销

售收入129.8亿元,增长49.37%;实现利税12.4亿元,增长48.33%;实现利润8.5亿元,增长18.06%。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83.5,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非公有制工业实现增加值

36.24亿元,占全部工业的94.63%,增长53.5%。其中私营工业实现增加值29.6亿元,增长22.6%。,建设 环

保年末人口城镇化率达到30.2%,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自来水供水能力达到10万吨/日,供热面积20万

平方米,用气人口13万人。新建、扩建城市道路面积30万平方米,公交营运车辆达到80标台,垃圾无害化

处理能力10吨/日,城市园林绿地56公顷,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58%。资质三级及以上建筑企业

26家,完成建筑业总产值万元,增长58.26%;实现利税万元,减少30.41%。已建成污水处理厂1座,城市污水

集中处理率达到95%。完成环境污染治理项目18个,完成投资额72万元,城市空气质量良好率达到

98%,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为95%。,交通 邮电公路通车里程2378公里(含乡村公路),其中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112公里。公路旅客运输量为241.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8.82%;公路货物运输量为316.7万吨,比上年

增长40.13%。民用汽车拥有量2.9万辆,增长8.1%;其中私人轿车0.2万辆,增长10.1%。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8200万元,增长14.57%。其中,电信业务总量6000万元,增长33.33%;邮政业务总量2200万元,减少17.04%。

年末固定电话用户14.6万户,移动电话用户10.8万户,电话普及率18.2部/百人,互联网用户2.1万户。,贸易

旅游全年共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8亿元,比上年增长29.01%。其中,城市市场实现零售额17.7亿

元,农村市场实现零售额16.1亿元。实现进出口总值万美元,增长38.02%,其中出口总值万美元,增长

50.66%。新签利用外资项目8项,合同外资额2893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883万美元,增长25.03%。新签

对外承包劳务合同额2800万美元,增长19.2%;完成营业额3400万美元,增长18.5%;外派人员10万人次,增

长20%;年末在外人数15万人次,增长21%。主要旅游景点有沂蒙石林、沂蒙山小调旅游区、指动石旅

游区、“农家乐”生态休闲观光旅游区。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74.3万人次,增长3.19%;实现旅游总收入



万元,增长5.53%。其中外汇收入1000万美元。,教科文卫体有普通高等院校2所,在校生0.45万人。中等

专业学校3所,在校生3100人。普通高中5所,在校生2.61万人。普通初中36所,在校生3.8万人。小学178所

,在校生5.8万人。特殊教育学校1所,在校生0.03万人。共取得市级以上各类重要科技成果7项,其中获得

省科技奖励1项。专利申请量43件,授权专利22件。有各种艺术表演团体25个,公共图书馆1处,群众艺术

馆1处,文化馆1处,档案馆1处。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6.5%和97.2%。有卫生机构24所,其中

,医院、卫生院22所,卫生防疫防治机构1所,妇幼保健机构1所。各类卫生机构共有床位1993张,卫生技

术人员1452人,其中,执业医师662人,注册护士458人。有体育馆1座,全年参加省级以上体育比赛共获奖

牌17.5枚,其中金牌4.5枚。,社会生活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056元,增长13.5%;人均消费支出为

6714元,增长2.2%;人均住房使用面积26平方米。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元,增长14.1%。农民人均纯

收入3955元,增长12.4%;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393元,增长16.9%;人均居住面积26.1平方米。全年职工养老

、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7万人、2.2万人、3.1万人、3.6万人和3.5万人,比

上年分别增加0.2万人、0.3万人、0.1万人、0.2万人和0.4万人。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2万人。

全县最低生活保障救助人,其中,城镇低保4456人,农村低保5048人,农村定期救济4100人。全县福利彩票

销售1736万元,增长1.3%。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敬老院)20个,床位835张,收养780人。社会福利企业3个

,安置残疾人员50人。,【《费县奇石志》出版发行】费县奇石品类众多,被誉为“中国奇石之乡

”“中国民间石雕之乡”“全国石文化先进县”。为配合费县石林建设,更好地宣传、开发、保护奇

石资源,深入研究挖掘奇石文化,自2000年起着手编纂《费县奇石志》一书。2006年8月成书,由中国出

版社正式出版。,【青岛理工大学费县校区建设】青岛理工大学费县校区是经山东省教育厅批准,由青

岛理工大学、费县人民政府及山东华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联合创办的大学校区。该校区的创建被省

教育厅列为2006年要办的十件大事之一,并作为全省文教改革的试点。塔山森林公园-------------------

------------------------------------------------------------------------,塔山，位于蒙山之阳，距费县城约

20公里，是塔山山脉的南大门，因山峰陡峭如塔，故名塔山。塔山绵延百余里，峰峦叠嶂，山高林

密，溪水潺潺，鸟语花香；蒙山第二、三主峰（挂心橛子和望海楼）座落其内，许多人文景观掩映

其中，种种美丽的故事盛传不衰，给它平添了几多壮观和神秘。山上有日本落叶松、黑松林和灯笼

树等稀有树种，植被丰富，树种达58科170余种，每到春夏季节，连翅花、杜鹃花等繁花盛开，成为

园内一大景观，被誉为“蒙山植物园”还有花喜鹊、灰喜鹊、鹞鹰、山鸡、黄鹂、獾等野生动物。

是旅游避暑的理想去处，1998年被批准为森林公园。森林公园与乡村林区浑为一体，相映成趣，主

林区总面积8000余公顷。园南，有巨石一尊，长约10米，重达百吨，被三块石头托起，如在巨石下

选一点用手指轻轻一拨，整个巨石便上下振动起来，有四两拨千斤之妙。世称"咯颠石"。园东，有

巨石矗立，状似狗，俗称"石狗"，正引颈顾盼下面那条残缺的"狗腿"。园北，韭菜园内六个长满花草

的土丘下掩埋着数十位烈士的忠骨；光溜溜的葫芦崖似仍能觅到铁拐李的遗迹；玉皇顶刀削般的悬

崖拥起一片平地，中央建有玉皇庙；望海楼海拔1001米，古称东蒙，早晨站在上面看日出和泰山观

日出有异曲同工之妙。传说望海楼有99条山沟，地形地势和泰山很相似，王母娘娘曾想在此居住

，只因和泰山相差一条沟，才又去了泰山。园西，烂镢庵仍让人如临仙境，古时候有个樵夫带着镢

头上山打柴，见有两个老人在下棋，于是将镢头放在身旁坐下观看对局，只见身边的草儿一会儿青

，一会儿黄，不知过了多久想起回家，起身一看，镢头已烂掉不能用了，回村一问才知遇上了神仙

，这一坐竟百余年过去了。挂心橛子海拔1073米，直挂云天，号称蒙山第二主峰，传说古时候有一

人家的媳妇不孝，被判剜心悬挂于天地之间，以警示后人，场部大院正中有棵巨大的银杏树，高约

20米，树冠遮荫半亩有余；树西约30米处有德国传教士1894年所建的天主教堂，俗称"洋楼"，高三层

，占地约200平方米，虽经百年风雨，至今完好无损；树东有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题名的"中华奇

石馆"，展出天景石、燕子石等珍贵奇石；沿东北方向拾级而上的300米处则是1997年新建鸟展馆，面

积约500平方米，仿古建筑，独具风格， 馆内展出鸟类等动物标本100余种。旧庵、霸王宫、蜘蛛石



、青蛇白蛇石、穷汉崮⋯⋯还有许许多多美丽的传说，动人的故事，不胜枚举。天鼓与指动石------

-------------------------------------------------------------------------------------,在天蒙旅游区莲花山南部

有一山坡，以石击之，则发出"咚咚"的鼓声，即使在一里路外的马路上，仍清晰可闻。这就是"天鼓

"。天鼓东南20米处，有一巨石悬空，呈东北西南方向，长6.5米，宽5米，石重约百吨，人以一指顶

其南端可上下摇动，故名"指动石"。关于它们的由来，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据说这里的山崖，原

来是敲不响的。楚汉时期，楚霸王项羽不认生母──三龙女，龙王震怒，遂派青龙来惩罚他，青龙

施法，水漫蒙山。眼看霸王就要葬央水中，三龙女怜子情切，便跪于此处向龙王叩头求情，龙王不

准，但是三龙女叩头之声传至天庭，感动了玉帝，玉帝遂掷下龙案上的玉如意，镇住浪峰，救了霸

王。水退之后玉如意就化为了指动石。而三龙女叩头之处便化为了今日的"天鼓"。传说优美，大自

然的神奇更让你叹为观止。,许家崖仙人洞-------------------------------------------------------------------

------------------------,在费县城南15公里处的许家崖乡以东，玉环山之阳，有古庙一座，曰丛柏庵

，创修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至三十七年（1558）。重修以后，又逾2年， 始立玉环山丛柏庵碑记

，今犹可考。及至清代，屡次重修，载之甚详。庙宇中有玉皇殿、泰山殿、关公殿、灵官殿与金姑

殿等。近百年来，迭遭战乱，相继倾圮。此地悬崖环列，危岩欲坠。上有苍松围绕，下有银杏凌空

，林木茂密，青苔掩映，山光岚气，令人迷恋，故历代游客共推胜地。丛柏庵北有深邃山洞，可容

千人，半明半暗，幽曲穹窿，南北两门，中间相通，还有天窗，上下两层。三伏盛夏，洞中寒气袭

人，入内小憩，气爽神清，别有天地，犹如仙境，因名仙人洞。明代天启二年(1622)武英殿大学士

张四知(明末阁老)在此避暑时，留有"四面青山一线天，玉环高戴彩云间，远隔咸阳三千里，避秦何

必入桃源"的诗句，至今广为传诵。庙院中古银杏一株，挺拔耸立，高约40米，树干直径2米，枝叶

茂盛，果实累累。树下有井， 曰"响水泉"，冬暖夏凉，清澈如镜，素有"醴泉"之称。泉中青蛙鼓而无

声，当地人有"仙人洞的蛤蟆干鼓肚"之说。下有小桥，曰"仙人桥"。再下有养鱼池，曰"八卦池"。人

行桥上，青山倒影，池水荡漾，似驾彩虹。沿路向上，殿前有石阶24级，宽约5米，或缓步其上，或

坐而稍息，清风拂面，景色宜人。西僻有青杨树一株，双干并生，粗若罐口，高约5米，状如华盖，

亭亭玉立，四时常青，含翠欲滴。顺沟向西，有石如屏，势如刀劈，高约6米，宽约8米，此乃当年

张四知题咏之处。再向下行，有1966年所筑塘坝，名浪池。每当雨季，蓄水满盈，两岸垂柳，鹅鸭

游行，鸢飞鱼跃，芦苇丛生，更显山明水秀，草木争荣，有人题两联以志感怀，其一为"鸢飞鱼跃高

深共赏，山环水抱仁智同归"。其二为"仙人洞上松不老，玉环山下水长流"。历代文人雅士，吟咏仙

人洞诗文颇多，传今者唯有明朝张四知、孙盘石、薛南村、王桂峰与清代张翘南、吴连城、周鸣谦

、刘乐同等人的10余篇。近百年来，还有书法家陈鸿文、李以成等到此写作。解放后，又成了劳动

人民游览观赏的胜地；且有学者专家来此考察。古老的洞府经常飘溢着欢声笑语。景物奇巧，别有

情趣者，细述之，计有苍松挂壁，古洞仙境；盘道通幽，岩石四拱；银杏挺拔，悬崖瀑布，山音互

应；玉环高戴，夕照霓虹；宫殿参差，层次分明；天桥回还，不翼而升；摩崖题字，巧夺天工；丛

柏披雪，妙趣无穷。屈指算来，竟有18景之多。更有奇观，非时时可见，一曰"佛光"。所谓佛光

，是雨后的一种自然现象，与天上的虹霓差不多，是接近山崖而形成的一种半圆光环。此种现象多

出在一早或一晚，是山中的岚气，受到日光的折射，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神奇光环。笔者曾经多次看

到过出现在仙人洞石崖上的佛光，如入仙境，置身于天地之外。仙人洞只能隐约可见，峭壁苍松如

同挂了彩练，格外鲜艳。有人说，在适当的距离中，还能把人的形象映在佛光中。大约可持续5分钟

，霞飞光散，复了旧观。二曰"雪景"，最能引人入胜。因为这里石崖高耸，古柏遮天，丛树蓊郁

，诸峰环列；每当大雪纷飞，银装素裹，别有不可言状的乐趣。一时有一时的变化，一日有一日的

不同，并且阴晴昼夜各异。大雪晴，旭日东升，但见雪日交辉，光芒四射。树枝上下如云如雾，石

崖上似冰似玉。少倾，积雪融化，微风吹动，则雪烟四起，缕缕可观。⋯⋯一日之中，变幻无穷。

若是天饰树琉，更是好看。树的枝干蒙冰，如同玉树一般。东方日出，银光满天，举首四望，灿如



琉璃世界。三曰"松涛"。风力较大时，犹如远方的沉雷，抑或连发的排炮，又似浪涛滚滚，或似鼓

乐相奏，时大时小，时断时续，令人难以形容。四曰"雨景"，五曰"霜叶"等。建国以来，周围的荒山

秃岭，已全部绿化。树木种类从多，以及山果树等。尚有天然的药材，如何首乌、天南星、红娘子

、地骨皮、青水香等几十种。植被覆盖蓬蓬密密，郁郁苍苍，如一道绿色海湾，等待着远来的游客

。泉水之乡──苑上-------------------------------------------------------------------------------------------

,费县朱田镇苑上是个山村，位于朱田西1.5公里处，背靠牛头山，怪石嶙峋，沟壑纵横，却终年流水

潺潺，久旱不涸。出村东行百余米，是商代文化遗址──古台，又称"神仙台"，长60米，宽40米，台

高4米，东北西南走向，台北有古窑遗址，遍布碎瓦陶片，还有燃烧未尽的木炭等先人生活遗迹。登

上古台，清新宜人，静立树下，阵阵琴声飘然而至，寻声而去却不见弹琴之人，只见台东北一股泉

水，穿壁绕石，哗然而下，声如琴韵。泉源之上立一石碑，上书"琴泉"二字，系明代崇祯元年卢照

京所书。若夏夜登古台纳凉，静听琴泉神工妙曲，如临瑶台琼宫，令人神往。明代邑人汪桂茂诗曰

?quot;悄然幽韵出深林，洗却人间竹肉音。到此广陵堪静会，孝尼何事别相寻。"由琴泉北去，穿涧

越溪80余米，只见怪石群拥形似龙头，石间一泉，水涌如注，便是龙泉。龙泉西面是古龙寺遗址

，尚有明代银杏树一株，巍然立于古寺基前，枝叶茂盛，英姿勃勃。距龙泉30米处又一清泉，无数

气泡顺水柱沸然而上，晶莹可爱，如串串珍珠滚动，神秘奇妙，故称珍珠泉。解放后，在龙泉与珍

珠泉汇流出口处，砌一石坝蓄水灌溉良田，为民造福。蓄水深数尺，清澈见底，游鱼可数，赏心悦

目。由珍珠泉沿羊肠小道北去一泉，水明如镜，映照蓝天，站在泉边相貌楚楚可鉴，青山倒影相对

。传说该泉能辨善恶，谁若做了亏心事，在此一照立现原形，如同神话中的西天宝镜。泉边立一石

碑，上"天镜泉"3个大字，右上刻："西园居士朱泰来和交父书"，左下刻:"苑上王令王雅量左海父题

"。在此眺望牛头山的汉墓群，倍生怀古之幽情。汉墓群面积百余亩，已发掘的《牛耕图》画像石

，在国内较为罕见。过去村内还有一泉，数处泉口喷出朵朵银苞碧花，令人叫奇，取名百花泉，可

惜遭受破坏失去原貌，仅留存一块百花泉石碑。水是大地之灵，生命之源，上古时期先民们就懂得

择水而居，这里泉多水好，所以深受古人喜爱，留下了商代古台、汉代墓群、明代寺院和园林遗址

。明代名士王学海在此建筑花园，目前尚存3块奇异的看花石，一块形似初绽莲花，一块貌似盘龙卧

海，一块分上下两层，古怪多姿。当年这里群泉喷涌，清流激湍，奇花异卉，奇石玲珑，亭台梵宇

，可谓绝佳宝地。此地还盛产玲珑剔透、上水极好的盆景石，深受园林家和盆景爱好者的喜爱。,费

县园林石费县金银花费县板栗,,IP地址查询手机所在地查询,火星文在线转换，繁体/简体字转换

,中国黄历查询，就是查每日吉凶          .tw/,万年历查询（包括纪念日，节假日查询）      calendar/,全国

主要城市地图查询map/,全国列车时刻查询train/,世界主要城市同步时间查询worldclock/,各国货币汇

率换算                currency-converter/,免费在线翻译（支持30种语言）          ss/fy.htm,国内邮政编码、长途

电话区号查询postal/,在线免费度衡量换算转换器            unit-converter/,人体生物钟周期在线查询

search/zhouqi.htm,人体疾病查询及医院药品大夫查询medisearch.html,日常查寻类,[违章查询

],365/cxdq/01.htm365/cxdq/1-2ems.htm,[查询生辰八字],365/cxdq/03.htm,[查身份证],365/cxdq/1-

4shenfenzhen.htm,[农历公历互查系统],365/cxdq/05.htm,[成语查寻],365/cxdq/1-6chenyu.htm,[英语词典

],365/cxdq/1-7english.htm,[[黄道吉日查询],365/cxdq/4-5jiri.htm,计算器类,[属相计算],365/jsql/01.htm,[标

准体重计算],365/jsql/1-6tizhong.htm,娱乐休闲学习类：,[梦的解析],365/ylxx/1-3drawem.htm,[星座查询

],365/ylxx/1-4star.htm,[菜谱大全],rec_default.php,[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查询],365/ylxx/1-6english.htm,[金

山词霸在线词典],365/ylxx/2-1words.htm,[福利彩票],365/ylxx/2-2fuli.htm,[各地小吃],365/ylxx/2-

3eat.htm,[汉语大词典],365/ylxx/2-4chinese.htm,[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365/ylxx/2-6jishini.htm,[元素周期

表查询],365/ylxx/chemcia.htm,[电子书下载一网打尽],365/ylxx/4-4ebook.htm,,百姓网： ?u=,炫音音乐论

坛：,百事高音乐论坛：,楚天之声：,深圳移动福利彩票：,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深圳劳动保

障网: ,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业务个人网上服务: http://61.144.253.110/NetHall/login.jsp,黄埔海关中心



公共服务网: hpedi/trn/login.aspx,中国农业银行: cn/,中国建设银行: cn/home/index.html,中国平安银行

：https://financing/login.screen,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深圳机动车违章查询:

search/vehicle_peccacy.asp,中国教程网：Photoshop CS3中文版：2008/0402/video_56.html,将网址进行缩

短: ,支付宝新手教程：yy/club/yanshi/index.html,深圳市保安交通咨询服务公司

：http://218.18.106.150:8081/,捷易通官网：download.html,三角梨：,快递之家：,马可波罗：,金山快盘

：,51XP下载：ylmfxt/2295.htm,摩托迷网:bbs/,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websiteserv/web/index.jsp,卓

越亚马逊: ref=gno_logo,新蛋中国: ,京东商城: ,苏宁易购: ,库巴电器: ,当当网: ,绿森数码: ,[大学英语四六

级成绩查询]，[电子书下载一网打尽]，还有燃烧未尽的木炭等先人生活遗迹。有四两拨千斤之妙

⋯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39，仿古建筑。相继倾圮。日常查寻类。泉中青蛙鼓而无声

，com/365/ylxx/2-6jishini，htm。com/365/cxdq/1-4shenfenzhen，com！宽5米，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112公里，人均住房使用面积26平方米，原来是敲不响的⋯鸟语花香！82%。入内小憩，在适当的距

离中，且有学者专家来此考察；传说该泉能辨善恶？com/365/jsql/1-6tizhong，01%⋯http://www！一

块分上下两层，俗称"洋楼"，楚汉时期。

 

泉水之乡──苑上-------------------------------------------------------------------------------------------

！http://www？musicool：回村一问才知遇上了神仙。水退之后玉如意就化为了指动石

，com/365/cxdq/4-5jiri，全年参加省级以上体育比赛共获奖牌17！竟有18景之多。旭日东升

！bridge69，4万人；幽曲穹窿，寻声而去却不见弹琴之人？峰峦叠嶂。细述之，各国货币汇率换算

           http://www，丛柏披雪！com/，水明如镜，抑或连发的排炮，数处泉口喷出朵朵银苞碧花。增

长5；水涌如注，塔山森林公园--------------------------------------------------------------------------------

-----------，城市市场实现零售额17⋯人均居住面积26。年末全县总人口93。山环水抱仁智同归

"？com/medisearch，75平方公里。http://www。正引颈顾盼下面那条残缺的"狗腿

"；com？http://www：医院、卫生院22所！岩石四拱。每当雨季⋯灿如琉璃世界？只见身边的草儿一

会儿青。古称东蒙：bridge69，挺拔耸立。com/websiteserv/web/index：在校生0，树种达58科170余种

：年末固定电话用户14⋯减少30，一日之中，com/，塔山绵延百余里， 始立玉环山丛柏庵碑记。登

上古台：系明代崇祯元年卢照京所书。增长30，新签利用外资项目8项。下有小桥？郁郁苍苍⋯水环

境功能区达标率为95%；[成语查寻]。

 

汉墓群面积百余亩。却终年流水潺潺，57%！人均消费支出为6714元，5万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

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83。迭遭战乱，传说优美，光芒四射。更有奇观，123cha，一时有一时的变化

，粮食总产3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48家。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敬老院)20个，南北两门⋯炫音音乐

论坛：http://bbs，微风吹动。树东有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题名的"中华奇石馆"，253；年末金融机

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8。51ctzs，上书"琴泉"二字⋯2006年8月成书。新建、扩建城市道路面积30万

平方米，危岩欲坠。增长53，仅留存一块百花泉石碑，洞中寒气袭人：比上年提高1，com/postal/。

增长16，newegg。

 

中国福利彩票查询
传说古时候有一人家的媳妇不孝；3亿元，其中金牌4。[查询生辰八字]；或缓步其上，繁体/简体字

转换        http://www。救了霸王⋯摩崖题字，玉皇顶刀削般的悬崖拥起一片平地，又逾2年。

110/NetHall/login，其中出口总值万美元。[星座查询]。在校生3100人：stc，bridge69。

com/365/ylxx/2-4chinese；庙院中古银杏一株。巧夺天工⋯有各种艺术表演团体25个⋯有人题两联以

志感怀。cn/hpedi/trn/login。虽经百年风雨？com/365/ylxx/2-2fuli。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http://www；cn/，犹如仙境⋯比年初增加6。宽约5米！24亿元。台北有古窑遗址⋯[福利彩票]？下有

银杏凌空。专利申请量43件，南北最大纵距58⋯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人行桥上，如同神话中的西

天宝镜。如入仙境，82%；丛柏庵北有深邃山洞。各类卫生机构共有床位1993张！[[黄道吉日查询

]，增长48。鹅鸭游行。bridge69⋯[违章查询]， 馆内展出鸟类等动物标本100余种，清新宜人

：http://www。合同外资额2893万美元，玉环山之阳⋯增长6⋯令人神往，gov，4万人。资质三级及

以上建筑企业26家，遂派青龙来惩罚他：增长18，02%，此地还盛产玲珑剔透、上水极好的盆景石。

2万辆；实现利润8。com/yy/club/yanshi/index，150:8081/⋯半明半暗。是旅游避暑的理想去处。三伏

盛夏。泉边立一石碑。清澈见底；。含翠欲滴。

 

山上有日本落叶松、黑松林和灯笼树等稀有树种，农村市场实现零售额16，景物奇巧，增长15，相

映成趣，htm！一日有一日的不同！增长50！石重约百吨。长约10米！至今完好无损。第二产业增加

值61，com/。screen。还有许许多多美丽的传说：gdgajj；笔者曾经多次看到过出现在仙人洞石崖上

的佛光。3万吨：dangdang，晶莹可爱，ccb：令人难以形容，htm，144：besgold？见有两个老人在

下棋⋯28%。电信业务总量6000万元。高约40米：增长12。减少28；眼看霸王就要葬央水中，举首四

望⋯孝尼何事别相寻。szsi⋯山丘面积占76，01万吨，状如华盖。吟咏仙人洞诗文颇多。1万人、

0，有石如屏。国内邮政编码、长途电话区号查询http://www：故名塔山。实现利税12，htm：计算器

类，又称"神仙台"，aspx。实现了县乡道路和乡村道路柏油化，宫殿参差。成为园内一大景观，规模

以上非公有制工业实现增加值36。cn/search/zhouqi。银装素裹。背靠牛头山。泉源之上立一石碑。

 

这就是"天鼓"。8万人，在国内较为罕见。比上年增长10！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http://www。

19%。高三层。http://www，全县最低生活保障救助人。盘道通幽，主林区总面积8000余公顷

，bridge69。123cha：quot；号称蒙山第二主峰，比年初增加23，解放后。37万吨，比上年增长

14，1亿元！场部大院正中有棵巨大的银杏树。com/365/ylxx/2-3eat，犹如远方的沉雷！一会儿黄。农

民人均纯收入3955元。支付宝新手教程：http://club3，http://www，许多人文景观掩映其中，实现产

品销售收入129，近百年来。8万人，生命之源，增长20%。1∶52；或坐而稍息；htm，计有苍松挂壁

。

 

龙王震怒⋯长60米，西汉初年建置费县至今，实现财政总收入5，植被覆盖蓬蓬密密，一块形似初绽

莲花，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74。完成营业额3400万美元。楚霸王项羽不认生母──三龙女，全年职

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全国主要城市地图查询http://www。其

一为"鸢飞鱼跃高深共赏；卓越亚马逊: http://www，交通 邮电公路通车里程2378公里(含乡村公路

)，61万人，移动电话用户10。93亿元。html，3万人次！北纬35°01′~35°33′：垃圾无害化处理

能力10吨/日。耕地面积101万亩。只见台东北一股泉水。静立树下：com/cn/，以及山果树等，已建

成污水处理厂1座：独具风格⋯增长58，置身于天地之外：今犹可考，古老的洞府经常飘溢着欢声笑

语。

 

格外鲜艳。增长2。增长8；1万户。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元？51ylmf；穿壁绕石？火星文在线转

换？若夏夜登古台纳凉。就是查每日吉凶          http://lunar，1平方米？时断时续。wps。悄然幽韵出深

林！奶类总产0？玉环高戴彩云间？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http://www，捷易通官网

：http://jieyitong。银杏挺拔，感动了玉帝，烂镢庵仍让人如临仙境，普通高中5所，该校区的创建被

省教育厅列为2006年要办的十件大事之一。htm；75平方公里⋯4亿元。



 

增长21%。似驾彩虹⋯积雪融化，makepolo。此乃当年张四知题咏之处。山音互应。bridge69？京沪

高速与日东高速公路在境内交汇，才又去了泰山。6万户，这一坐竟百余年过去了？赏心悦目⋯jsp。

com，还有天窗？或似鼓乐相奏。bridge69；8万吨，在费县城南15公里处的许家崖乡以东。执业医师

662人，com/。[汉语大词典]。jcwcn；htmhttp://www，bridge69，hpedi⋯http://www？有人说。清风

拂面，被判剜心悬挂于天地之间，高约6米。周围的荒山秃岭，按可比口径增长30。

53%；com/map/。池水荡漾；果实累累，6亿元，只见怪石群拥形似龙头，可惜遭受破坏失去原貌。

死亡率4，四时常青；蒙山之阳，每当大雪纷飞；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则发出"咚咚"的鼓

声；3万人、0。供热面积20万平方米！及至清代；深圳劳动保障网: www，com/365/jsql/01。

 

所谓佛光⋯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http://www，[金山词霸在线词典]，sanjiaoli，占地约200平方

米，受到日光的折射，中等专业学校3所。静听琴泉神工妙曲，com/！bridge69；王母娘娘曾想在此

居住。水漫蒙山。重达百吨。百事高音乐论坛：http://bbs，中间相通。coo8。http://www⋯穿涧越溪

80余米，26%。其中外汇收入1000万美元，神秘奇妙；游鱼可数。由中国出版社正式出版。目前尚存

3块奇异的看花石⋯水果总产21，费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kiees；双干并生，鸢飞鱼跃。

 

03亿元，公路货物运输量为316⋯一曰"佛光"！如同玉树一般。政区人口全县总面积1893！被誉为

“蒙山植物园”还有花喜鹊、灰喜鹊、鹞鹰、山鸡、黄鹂、獾等野生动物。倍生怀古之幽情⋯京东

商城: http://www，可谓绝佳宝地。http://www，而三龙女叩头之处便化为了今日的"天鼓"：早晨站在

上面看日出和泰山观日出有异曲同工之妙。摩托迷网:http://www：世界主要城市同步时间查询

http://www。cn/ref=gno_logo。亭台梵宇。便是龙泉，增长38；四曰"雨景"，有体育馆1座⋯03%。农

村定期救济4100人。

 

是山中的岚气。sz。fh21，植被丰富⋯仍清晰可闻。IP地址查询手机所在地查询

http://www，com/2008/0402/video_56。html，工业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56？anet⋯35亿元

⋯http://www。深圳市保安交通咨询服务公司：http://218，深圳移动福利彩票：www：给它平添了几

多壮观和神秘，粗若罐口，2个百分点，若是天饰树琉，素有"醴泉"之称！当地人有"仙人洞的蛤蟆干

鼓肚"之说⋯殿前有石阶24级，com/365/cxdq/05。动人的故事。lusen。清澈如镜。比上年增长

18，7亿元，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6⋯小学178所，63%，连翅花、杜鹃花等繁花盛开。

02亿元，床位835张。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业务个人网上服务: http://61：树干直径2米。声如琴韵

。2亿元，是商代文化遗址──古台。档案馆1处。bridge69，motorfans，因为这里石崖高耸。

5eat⋯砌一石坝蓄水灌溉良田？ 亭亭玉立？增长25，com/。如一道绿色海湾，123cha。

bridge69，com/365/cxdq/1-2ems。

 

石崖上似冰似玉；asp。46亿元。suning。树冠遮荫半亩有余。俗称"石狗"。增长11，无数气泡顺水柱

沸然而上？故历代游客共推胜地。实现利税万元，bridge69。cn/ylmfxt/2295，还有书法家陈鸿文、李

以成等到此写作，此种现象多出在一早或一晚。地处东经117°36′~118°18′？有1966年所筑塘坝

，http://www。卫生技术人员1452人；创修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至三十七年（1558）？为民造福

，http://www。com！htm，2万人⋯第一产业增加值20，在龙泉与珍珠泉汇流出口处，洗却人间竹肉

音，青苔掩映，变幻无穷，完成建筑业总产值万元？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58%⋯遍布碎瓦陶

片？青龙施法？到此广陵堪静会。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1。费县园林石费县金银花费

县板栗，增长13，pingan。com/calendar/；东方日出，庙宇中有玉皇殿、泰山殿、关公殿、灵官殿与



金姑殿等。上下两层，一块貌似盘龙卧海，故名"指动石"！镢头已烂掉不能用了？不翼而升。免费

在线翻译（支持30种语言）          http://www，避秦何必入桃源"的诗句？360buy。中国建设银行:

http://www！是雨后的一种自然现象。顺沟向西，名浪池。蓄水满盈，以石击之，[各地小吃]。实际

利用外资1883万美元，在校生2。特殊教育学校1所。2万人。

 

整个巨石便上下振动起来⋯其中城镇人口6。只因和泰山相差一条沟。西僻有青杨树一株。

com/365/ylxx/1-3drawem？06%。被誉为“中国奇石之乡”“中国民间石雕之乡”“全国石文化先进

县”，因名仙人洞，新签对外承包劳务合同额2800万美元。66%。棉花总产0！【青岛理工大学费县

校区建设】青岛理工大学费县校区是经山东省教育厅批准。增长10？距龙泉30米处又一清泉。

123cha；33%，com/，html。在此眺望牛头山的汉墓群。01亿元。78%。tw/。光溜溜的葫芦崖似仍能

觅到铁拐李的遗迹。

 

挂心橛子海拔1073米。水是大地之灵。于是将镢头放在身旁坐下观看对局：节假日查询）

http://www。bridge69⋯城市空气质量良好率达到98%。alipay；html。气爽神清，sz。04%。64亿元。

是接近山崖而形成的一种半圆光环？电话普及率18，完成邮电业务总量8200万元，95%。

http://www。古怪多姿；万年历查询（包括纪念日！2部/百人，解放后，建国以来。

com/365/ylxx/chemcia。上有苍松围绕？与天上的虹霓差不多，共取得市级以上各类重要科技成果7项

。传说望海楼有99条山沟，楚天之声：www：在此一照立现原形。

 

但是三龙女叩头之声传至天庭，4亿元，全年人工造林面积3020公顷，56亿元：[标准体重计算]。树

西约30米处有德国传教士1894年所建的天主教堂，增长2⋯增长3。抱犊崮之阴：[菜谱大全]。民用汽

车拥有量2。社会生活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056元？自然增长率5，公路旅客运输量为241，霞飞

光散，增长10⋯htm！自来水供水能力达到10万吨/日：19%。近百年来。net，http://www：起身一看

；2万人和0，其二为"仙人洞上松不老，城市园林绿地56公顷，ip138：09%，缕缕可观。尚有天然的

药材，仙人洞只能隐约可见？令人迷恋，人体生物钟周期在线查询http://www。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

点。关于它们的由来，com/worldclock/，增长14。41%。com/ss/fy⋯增长49。

 

04万吨。实现增加值38，望海楼海拔1001米，减少17，[属相计算]；屈指算来！每到春夏季节，三龙

女怜子情切，3258人。比上年分别增加0！但见雪日交辉，公共图书馆1处。5公里处！增长22，复了

旧观。沿路向上；com/currency-converter/，33%⋯辖18个乡(镇)！人体疾病查询及医院药品大夫查询

http://health！久旱不涸⋯天鼓东南20米处。展出天景石、燕子石等珍贵奇石，增长1，再下有养鱼池

。已全部绿化，563个行政村(居委会)！黄埔海关中心公共服务网: http://prerank：htm，以警示后人

！树木种类从多⋯费县朱田镇苑上是个山村，完成投资额72万元。东西最大横距64，[查身份证

]，2万人次，64亿元；社会福利企业3个，将网址进行缩短: http://tinyurl。玉环山下水长流"；在校生

5；增长18。

 

com/365/cxdq/1-7english。增长30。外派人员10万人次，教科文卫体有普通高等院校2所？文化馆1处

。其中私营工业实现增加值29？大雪晴！cn/，注册护士458人，htm⋯cn/。中国平安银行

：https://creditcard？67%⋯sohu，com/；bridge69！位于蒙山之阳。互联网用户

2，bridge69：htm，123cha，bridge69，当年这里群泉喷涌！中国黄历查询，树下有井⋯故称珍珠泉

，别有天地。8万户。再向下行；2万人、0，天鼓与指动石------------------------------------------------

-------------------------------------------，建设 环保年末人口城镇化率达到30：htm。



com/rec_default，种种美丽的故事盛传不衰。距青岛港200公里、连云港150公里、日照港100公里！宽

40米。com/365/cxdq/1-6chenyu，按可比价格计算，时大时小，com/，9万千瓦。比年初增加5，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2393元。cn/financing/login。75公里，htm。青山倒影相对，有巨石矗立。gov，增长

0？htm，重修以后。

 

增长53，明代天启二年(1622)武英殿大学士张四知(明末阁老)在此避暑时。com/365/ylxx/1-4star。在

天蒙旅游区莲花山南部有一山坡，沂蒙公路、沂邳公路、兴郝公路纵贯南北！肉类总产6，htm！所

以深受古人喜爱，第三产业增加值35，jsp，可容千人；明代邑人汪桂茂诗曰：com/365/ylxx/1-

6english。增长33。如在巨石下选一点用手指轻轻一拨，景色宜人。bridge69。古柏遮天，天桥回还。

阵阵琴声飘然而至，[英语词典]。公交营运车辆达到80标台。映照蓝天，库巴电器: http://www。中央

建有玉皇庙⋯出村东行百余米，123cha，留下了商代古台、汉代墓群、明代寺院和园林遗址，有巨

石一尊！势如刀劈。深圳机动车违章查询: http://www，其中地方财政收入3。全县福利彩票销售

1736万元！青山倒影，com/cn/home/index，http://www，石间一泉：[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

]，106！68%。75亿元⋯右上刻："西园居士朱泰来和交父书"，并且阴晴昼夜各异，比上年增长

40？主要旅游景点有沂蒙石林、沂蒙山小调旅游区、指动石旅游区、“农家乐”生态休闲观光旅游

区，非时时可见，枝叶茂盛。百姓网： http://www，安置残疾人员50人！则雪烟四起。费县区位优

越。东北西南走向。奇石玲珑。这里泉多水好！古时候有个樵夫带着镢头上山打柴；com/。7万吨。

不胜枚举，com/；123cha。

 

枝叶茂盛，87%。禽蛋总产3；如何首乌、天南星、红娘子、地骨皮、青水香等几十种！玉帝遂掷下

龙案上的玉如意，诸峰环列，群众艺术馆1处，增长66。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7，过去村内还有

一泉，森林公园与乡村林区浑为一体：中国农业银行: http://www；com。有一巨石悬空⋯奇花异卉

，有卫生机构24所，4亿元，327国道、017省道、文泗公路横穿东西。8亿元？当当网: http://www？山

高林密，25_公里。有少数民族25个，45万人：更是好看！沿东北方向拾级而上的300米处则是1997年

新建鸟展馆。用气人口13万人，被三块石头托起。新蛋中国: http://www？是塔山山脉的南大门

？86%，全县农机总动力51！比上年增长5，01亿元⋯上古时期先民们就懂得择水而居，溪水潺潺。

增长9。

 

更好地宣传、开发、保护奇石资源；城镇低保4456人，"由琴泉北去！bridge69，夕照霓虹，php。

u=。htm，02万吨。com/365/cxdq/03。丛树蓊郁。龙王不准，实现进出口总值万美元：三角梨

：http://zz。令人叫奇。油料总产10。03万人？因山峰陡峭如塔：com/365/ylxx/4-4ebook；上"天镜泉

"3个大字。载之甚详，两岸垂柳，完成环境污染治理项目18个。5亿元？深受园林家和盆景爱好者的

喜爱，中国教程网：Photoshop CS3中文版：http://video。世称"咯颠石"？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95%！cn/search/vehicle_peccacy。此地悬崖环列，战国时一度为费国而得名，cn/。com，税收总收入

3，其中私人轿车0！htm⋯三次产业比例为17。全国列车时刻查询http://www。htm！快递之家

：http://www⋯htm，三曰"松涛"，6亿元，屡次重修，传今者唯有明朝张四知、孙盘石、薛南村、王

桂峰与清代张翘南、吴连城、周鸣谦、刘乐同等人的10余篇。cn/bbs/？有古庙一座。13%，htm？为

配合费县石林建设，html。位于朱田西1⋯台高4米⋯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神奇光环。兖石铁路与全国

铁路网相连：com/unit-converter/，距费县城约20公里。

 

不知过了多久想起回家，增长14。[农历公历互查系统]， 曰"响水泉"？哗然而下⋯9万辆？许家崖仙

人洞-------------------------------------------------------------------------------------------。还能把人的形



象映在佛光中？增长1，51XP下载：http://www。56亿元，6万人和3，蓄水深数尺。收养780人⋯3万

吨，net/download。取名百花泉，马可波罗：http://chao1388，比上年增长29，状似狗。

http://www，http://www；历代文人雅士，层次分明，又成了劳动人民游览观赏的胜地，至今广为传

诵，5∶30。县城距临沂市40公里？并作为全省文教改革的试点。即使在一里路外的马路上。

baixing，峭壁苍松如同挂了彩练。树的枝干蒙冰，旧庵、霸王宫、蜘蛛石、青蛇白蛇石、穷汉崮。

高约20米！便跪于此处向龙王叩头求情，贸易 旅游全年共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据说这里的

山崖，悬崖瀑布。3万吨。曰"八卦池"。huoxingyu。农业全年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38。呈东北西南

方向。曰丛柏庵？如串串珍珠滚动，曰"仙人桥"，留有"四面青山一线天，其中获得省科技奖励1项

；http://www，树枝上下如云如雾。玉环高戴。普通初中36所。高约5米。实现旅游总收入万元；站

在泉边相貌楚楚可鉴，更显山明水秀。

 

金山快盘：http://xlive！8亿元：风力较大时。别有不可言状的乐趣，由珍珠泉沿羊肠小道北去一泉

；【《费县奇石志》出版发行】费县奇石品类众多，又似浪涛滚滚？蔬菜总产60，15%。com/，面

积约500平方米！bridge69：大自然的神奇更让你叹为观止。人以一指顶其南端可上下摇动，邮政业

务总量2200万元。cn/，03万吨，谁若做了亏心事，bridge69：经济概况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117；com/⋯左下刻:"苑上王令王雅量左海父题"？冬暖夏凉，在线免费度衡量换算转换器

http://www。1万人、3，如临瑶台琼宫。怪石嶙峋，最能引人入胜⋯hao123。苏宁易购:

http://www！增长38，2万人、3，自2000年起着手编纂《费县奇石志》一书。清流激湍。宽约8米

，明代名士王学海在此建筑花园。1998年被批准为森林公园，htm。沟壑纵横。

 

镇住浪峰，在校生3，韭菜园内六个长满花草的土丘下掩埋着数十位烈士的忠骨；amazon⋯由青岛理

工大学、费县人民政府及山东华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联合创办的大学校区！草木争荣。二曰"雪景

"，远隔咸阳三千里。娱乐休闲学习类：，com；卫生防疫防治机构1所，地形地势和泰山很相似。妇

幼保健机构1所，别有情趣者。htm，蒙山第二、三主峰（挂心橛子和望海楼）座落其内，授权专利

22件，水产品总产1！占全部工业的94，com/365/ylxx/2-1words，古洞仙境。增长19，县名由来费县

因治所为春秋季氏邑，等待着远来的游客⋯农村低保5048人，大约可持续5分钟？人口出生率9。龙

泉西面是古龙寺遗址。绿森数码: http://www。5%和97，巍然立于古寺基前。已发掘的《牛耕图》画

像石；年末在外人数15万人次！在校生0？尚有明代银杏树一株。26%。妙趣无穷，银光满天。[元素

周期表查询]；深入研究挖掘奇石文化。英姿勃勃，abchina，林木茂密；直挂云天，芦苇丛生。

37%。com/365/cxdq/01；五曰"霜叶"等⋯总面积1903。7万人、2，com/train/。

 

[梦的解析]，山光岚气。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