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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国乐 孟一
本报通讯员 郝龙臣

半个月来，每天早晨不到6点，曲阜
市陵城镇程家庄东村党支部书记李德泉就
会“噌”地从床上坐起来，扒拉上几口
饭，带上一天的水和干粮，匆匆赶往11公
里外的庄稼地。原来，他正忙着带领村民
给采煤塌陷区的复垦地翻地，为新一年的
地瓜种植打基础。

程家庄东村是个典型的压煤村庄，全
村土地塌陷面积达到1800多亩。三年前，
大面积的土地沉陷让良田变成了水坑，种
啥啥不长、养啥啥不活，村民们只能一筹
莫展地蹲在地头干瞪眼。

好在政策来的及时，不肯坐以待毙的
村子争取成了周边村庄中第一个塌陷地治
理试点村，土地挖深垫浅式的治理迅速提
上日程，经过一年多的治理，2017年6月，
塌陷地终于变成了鱼塘和平整的田地。

塌陷地治理难，难在土地和水的再利
用，新土难育苗，新水不养鱼，着实给村
里出了个大难题。

不能眼瞅着整好的土地干长草，村里
请专家来，也送出去样本，那捧承载了村
庄复兴希望的土壤样本，先后被送到山东
省农科院和中国农科院。“专家的意思是
这种营养成分严重不足的新地也就种种地
瓜，地瓜一耐旱、二养地，很扛事。”李
德泉坦言，看上去简单的地瓜种植，对已
经30多年没种过地瓜的村子来说绝非易
事，他们专程跑到泗水县，和种地瓜的专
家级合作社联起了姻，最终选择了烟薯25
和烟薯19作为种植品种，第一时间开始育
苗，并赶早在种植期的尾巴下了苗。

让全村人意想不到的是，试种的地瓜当
年即喜获丰收，亩产达到6000斤，受市场零售
价格的影响，村里虽然没有赚到钱，但收支平
衡已经为他们新一年的种植鼓足了劲。

3月10日，来自河南的地瓜企业带着
一张诱人的订单来到这片新生的土地，不
光直接为村子提供地瓜苗，解决了自己育
苗成本高、成活率低的现实问题，农业技
术支持和后续销售更是一并承包，一举解
了产量提高后的销售之忧。而客商看上
的，除了大面积的平整土地外，还有村庄

在塌陷地管理和使用方面的大胆创新。
“虽然土地复垦了，但很少有村民愿

意再种地，我们就通过“四议两公开”的
方式对复垦后的土地进行了处置。”李德
泉说，通过全民公决，村民同意采用土地
入股的形式成立公司，土地的所有权依然
归村民所有，而使用权和经营权交由村集
体名义成立的圣贤湖水乡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再由公司牵头成立专业的种植合作
社、养殖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等，在全面
推进机械化种植的带动下，实实在在地带
领村民致富。

“原来种一麦一棒，忙忙活活一整年啥
也落不着。现在好了，一边打工赚钱，一边
领着分红，每年都能增收好几千元。”村民
李文奇给记者简单算了笔账，如果明年地
瓜增收到亩产7000斤，每斤4毛钱，除去成本
一亩地也能比原来多赚近1000元。

村民变成股东和员工后，土地的使用
和种植的管控都更为严格和高效，而程家
庄东村利用塌陷地治理谋篇布局乡村振兴
的计划还远不只此，眼光也并没有锁定在
小小的地瓜上。

3月9日，记者在复垦后的田边看到，
村民们正在种植着成排的核桃树，仅今年
开春以来就种了10000多棵，而旁边的鱼塘
里更是游满了鸭子。“我们的终极目标是
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把塌下去的
地、冒出来的水都变成宝贵的财富。”公
司负责人刘汝建说，种地瓜主要为养地，
恢复土壤的营养成分便于后续种植附加值
更高的经济作物，而核桃林则是为后续发
展乡村旅游进行经济林绿化，一盘好棋只
是刚落下第一子而已。

塌陷地的治理绝非一日之功，尤其对
大面积的整治工程，只有做好长远规划，
一套方案执行到底才能发挥大作用。深谙
此理的程家庄东村在恢复土地时就聘请专
业机构开始制定全方位、立体化的建设方
案，目前方案已经在济南农业审批部门进
行立项。谈到未来的发展，刘汝建站在田
边、满心希望，“后续建设投资是大问
题，我们打算更多的向市场接力，广泛吸
引符合规划定位的投资，让烫手山芋式的
塌陷地变成人们争相造访的田园水乡。而
一切的开始，就是我们眼前的地瓜苗。”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3月10日，记者从济宁市文明办获悉，

济宁今年开展了年度志愿服务项目征集活动。根据各志愿
服务组织申报情况，筛选出了60个志愿服务项目向社会公
布。同时，市文明办发出倡议，欢迎广大志愿者和志愿服务
组织积极参与，齐心协力为市民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在
全社会营造“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这60个重点志愿服务项目包含百姓生活的方
方面面，不同县市区根据自己的地域特色也制定了志愿服
务项目。比如，孟子研究院“学孟子·行善举”志愿者协会，在
开展困难户手拉手等活动的同时，还深入学校、农村、基层，
开展孟子大讲堂、孟母大讲堂等公益讲座活动；鱼台县公益
协会开展的“米粒工艺”活动，在对30名困难学生进行救助
的同时，还帮助困难学生母亲找到工作；济宁市北湖旅游服
务中心在景区内为游客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济宁市
心桥心理志愿服务队通过心理游戏和分享等途径，有效疏
导学生的不良情绪，启动学习动力等。

济宁公布

60个重点志愿服务项目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金乡讯 3月 1 0日上午，“团聚青春·绿满济

宁”——— 2018年济宁市青少年义务植树活动启动仪式在金
乡县羊山镇吴河西河堤举行。各青年文明号集体、少先队
员、青年志愿者义工团、市民家庭等1000余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现场宣读了创建森林城市助力治水攻坚倡议书，
倡议广大青少年提高自身意识，做植树护河的宣传者；爱
护森林资源，积极参与植树造林；助力治水攻坚，争当巡
河护水“河小青”。活动前期，共青团济宁市委官方微信
公众号发布了全市植树地图，在各县市区及济宁高新区、
太白湖新区公布了12个青少年义务植树地点，各地青少年
可以就近参加植树活动。

下一步，共青团济宁市委将积极发挥共青团、青少年
绿色联盟在青年中的组织和引领作用，通过开展各种绿化
种植和爱绿护绿活动，广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以实际行
动投身生态济宁、美丽济宁建设。

“团聚青春·绿满济宁”

青少年义务植树活动启动

塌陷地里“长”出地瓜苗

□ 本报记者 姜国乐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王伟

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这天，金乡县
羊山镇葛山村一处名为“棉庄”的小院内忙
得热火朝天。一枝枝五颜六色的棉朵，配以
各种干花、干草，包上彩纸，成为各种形式
的花束，温馨浪漫。在网上订单的催促下，
工人们忙着打包，将观赏棉发往全国各地。

“我们的观赏棉在网上非常受欢迎，仅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一天就售出8700枝，平
均每枝棉朵能合到10块钱。”金乡县棉嫂科技
有限公司经理王效显说，他们1年前开始做
观赏棉，一上市就受到了国内各大花店的认
可，非节日，每天能卖出800枝到1000枝。

金乡县是全国产棉大县，也是省政府
确定的六个棉花产业化试点县之一，常年
种植面积在30万亩以上。近年来，由于棉花
价格走低，当地棉花种植面积和产业效益
不断降低。“很少有人把棉花列入花的范

畴，我们的创意就是走了这么一个‘冷
门’。” 金乡县棉嫂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庆允说，通过创新发展，探索传统农业新
的增长点将为乡村振兴产生重要作用。经
过市场调研，他们顺应市场对棉花深加工
产品需求旺盛的实际，开发出了婴儿家纺、
手工纺棉、棉工艺品、棉之花等系列产品，
走出一条棉花产业转型创新的路子。

王效显介绍，制作观赏棉需要挑选好
看的棉壳，将弹好的棉花染成各种颜色，再
用胶水将团好的棉球粘到棉壳里，这样做
出来的棉花外观精致、花形持久。观赏棉可
以配上干的花草做成花束和礼盒送人，也
可以作为配花和鲜花进行搭配。观赏棉精
致温馨，代表着情意绵绵。

创新就是生产力。杨庆允说，“现在普
通棉花的价格在每斤3 . 2元左右，我们换了
个思路做成观赏棉，一枝棉朵就能卖到3斤
棉花的价钱。公司从去年5月开始正式生
产，到年底，销售额就达到了200多万元。效

益不断萎缩的传统产业就这样变成朝阳产
业。”目前，公司在天猫有一家旗舰店，阿里
巴巴上也注册了棉嫂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销售的80%以上都发生在线上，供不应求。

思路一旦打开，便越来越广。棉庄所在
的葛山村位于当地山前胡庄民俗风景区
内，公司利用这一优势，收集和整理了1000
多件山东棉文化历史的纪念品，建设多项
棉花体验式服务中心，打造棉文化体验游。
棉庄已经吸引近100多个来自北京、天津、
上海、济南等地的家庭来棉庄旅游，实现旅
游收入10余万元。来自北京的张女士说:"没
想到在这里还能看到棉花工坊、手工染布
坊、棉文化历史，真是不虚此行。"

传统棉花产业的转型更是让棉农受了
益。公司取名“棉嫂”，顾名思义，他们收购农
户的棉花，并主要依靠需要照顾家庭的农村
妇女进行棉花加工。公司在县扶贫办的指导
下成立了棉嫂合作社，目前合作社社员发展
到40多户，其中一半都是当地建档立卡的贫

困户。因为观赏棉附加值高，且颇受市场欢
迎，产业对贫困户脱贫带动非常明显。

初春时节，正是棉农“打播”培育棉花苗
的时候。“天再暖和暖和就能在蒜地里套种棉
花了。”3月9日下午，正在地头忙活的羊山镇
薛庄村贫困户张庆印说，这几年棉价低，一亩
棉花多则卖2000元，还经常为销路发愁。他没
有子女，妻子有腿部残疾，无法干重活，以前
只能靠地里的微薄收入和政府的低保艰难度
日。加入棉嫂合作社后，他能将棉花以高价卖
给公司，亩收入增加到3000元。此外，他和妻
子一天还能制作500多枝观赏棉，有200多元的
收入，脱贫不是问题。

“创意以及与互联网和文化旅游的融
合，让棉花由“按斤”变成了“按朵”，使得传
统产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推动了乡村振
兴。”杨庆允说，他们将2018年销售收入目
标定为1100万元，合作社服务500户棉花种
植户，让10户以上农村妇女可以借助电商
销售，做微型农家棉主题旅游服务。

棉花当“花”，一朵抵三斤
产棉大县金乡将低价棉花做成观赏棉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
量。

今天的乡村，究竟该如何发展产业、留住人才、强化组织？怎样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营造生态
宜居好环境？乡村振兴，路在何方？《大众日报·济宁新闻》开设栏目《乡村振兴田间看》，记者分多
路深入田间地头采访，期望以基层新实践、新探索为乡村振兴的“济宁答卷”提供借鉴。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尹彤
本报通讯员 王世友 范培倩

3月8日上午，虽然天气寒冷，但济宁市
任城区唐口街道大流店村草莓大棚里十分
温暖。青翠茂盛的草莓苗上挂着一个个小

“红灯笼”，鲜艳欲滴的草莓散发出阵阵香
气，吸引了蜜蜂来做客。“每个大棚平均每
天有300多斤的产量，除了我们夫妻俩，还
雇了三四个人摘草莓。”看着硕果累累的草
莓苗，种植户张广印喜不自禁。他偷偷告诉
记者，从腊月27到正月初7，每天都能卖出1
万多元的草莓，比外出打工强太多了。“今
年我准备再包5个棚，只要咱能确保品质，
肯定不愁市场。”

大流店村位于唐口街道美丽乡村示范
片区内，经过一年多的打造，整个村庄摇身
一变，变得充满历史文化韵味。生态美了，
环境好了，可“空壳村”的身份仍未摆脱。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乡村振
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十九大报告在阐述乡
村振兴战略时，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排在首位的也是产业兴旺。何况，作为
美丽乡村，没有产业不能算达标。”唐口街
道党工委书记蔡根臣说，必须因地制宜地
发展适合当地的产业，选择草莓就是因为
大流店村的“先天优势”。

原来，刚刚连任大流店村党支部书记
的张美珠有多年的草莓种植经验。为调动
村民的种植热情、打消疑虑，张美珠带领村
民代表去济南、临沂、江苏、辽宁等地考察
当地的草莓种植。当亲眼看到草莓种植巨
大的收益后，大家伙儿都动了心思。

“经过反复考察对比，最后选定了同样
是稻渠种植的江苏邳州的种植模式，主要

品种是章姬。”张美珠说，稻渠种植草莓有
一个重要优势：种植草莓7年后土地就会因
为细菌无法使用，但只需要改种一年的水
稻，土地就能重新焕发生机。

确定种植模式后，2016年年底开始，村
集体就陆续流转了300多亩土地，集体投资
建设了100多个草莓大棚。2017年8月中旬大
棚建设完成，并同步建设了一处4000平方
米的高标准展示棚，用于培训、展示；成立
了济宁市驿路水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全
权管理草莓种植产业。在管理模式上，采取
农户租赁大棚、集体提供苗种技术、统一联

系经销商售卖的模式，农户要做的就是按
照规定管理经营。

“我们的草莓都是蜜蜂授粉，极少使用
化肥农药，加上专门聘用了技术员全程跟
踪管理，口感品质比同类草莓要好。”张美
珠说，要打品牌，必须从最初就得严格管
理，确保品质！而为了确保价格，由村里统
一联系经销商，统一包装、加工、销售，防止
村民之间恶意竞争，压低价格。

此外，村里还在展示棚里设置了“草莓
学院”，邀请青岛农业大学的教授，每周进
行一次授课，课程内容包括草莓的习性、营

养价值、病虫害防治等，规定种植户必须到
场学习。“要想成为草莓种植的‘好把式’，
就得从科学出发。经过近半年的学习，村民
的心里都有底了。”张美珠说，随着种植越
来越熟练，产量也会逐步提高。

大棚外，一辆货车停在田间，种植户张
德朋和妻子忙着往经销商的车上搬草莓。
问起收益如何，张德朋喜笑颜开，“现在亩
产在5000多斤，保守来说，一亩地一年至少
25000元。从去年12月到现在，我已经赚了4
万多了！”张德朋说，此前自己在外打工，收
入虽然也不少，但毕竟没法经常在家。现在
就在家门口打工，一个月有10000多元的收
入，确实很“带劲”。“再过几天我就准备点
秋葵的种子，以后这秋葵收了，收入还得高
啊！”

草莓的种植期为每年的8月到第二年5
月，考虑到收益，张美珠经过考察，开始尝
试套种秋葵。“我已经联系了浙江一个公
司，负责收秋葵籽。看看今年种植的情况，
再决定要不要推广。”

因为收益高，模式好，今年村里准备再
流转800亩种植草莓，已经有六七十个农户
报名了。此外，为延长草莓种植产业链，推
进一二三产的融合，村里还和三强乳业签
订了合同，为他们提供草莓，加工草莓酸
奶；研发了草莓酱、草莓干、草莓茶等深加
工产品，正在准备推向市场；将品种增加到
12个，根据不同的市场推出不同品种的草
莓。

“村里通过租赁大棚收取租金，有了集
体收入；村民种植草莓有了收益；摘果时还
能带动不少村民就业增加收入，这种模式
很好，下一步镇里会根据各村情况逐步推
广，争取在唐口街道形成新的草莓产业集
群！”蔡根臣充满信心地说道。

开办“草莓学院” 周周培训农民

“好把式”让草莓苗挂满“红灯笼”

□记者 尹彤 报道
在高标准展示棚里，工作人员在管理草莓。

【释义】尔：你。指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

样对待你。现常指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认账，言行前后

矛盾，反复无常。

【出处】《孟子·梁惠王下》：“曾子曰：‘戒之

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出尔反尔

画说孟子
成 语 篇

□记者 赵德鑫 吕光社 报道
本报济宁讯 3月5日，“亚龙书城”2018开学第一课

在文昌阁小学正式启动，著名军事儿童文学作家八路走进
课堂，带来十场精彩的讲座。本次活动于3月5日一9日分
别走进琵琶山小学、北门小学、任城实小、济宁实小、明
珠小学、霍家街小学、南池小学、孔子国际学校等9所学
校，其间共作10场报告，普惠济宁学生近4500人。

据了解，八路原名张福远，笔名八路，已出版畅销图
书30余部。代表作有《特种兵学校》《少年特战队》《特
种部队》等系列少儿军事科普小说。

著名军事儿童文学作家

走进济宁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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