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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誉耀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陈 雷 刘敬胜

“现在大闸蟹刚完成最后一次脱壳，
进入了育肥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看这
尾部饱满程度还不太够，蟹黄蟹膏都还在
积蓄中。”9月14日，在位于微山县韩庄镇后
阁村的舜源养殖专业合作社，水塘边，负责
人张宁智熟练地捏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
闸蟹告诉记者，经过15到20天的育肥，大闸
蟹的蟹壳蟹腿会坚硬起来，肉质也越来越
饱满鲜嫩，蟹黄蟹膏则醇香肥美。

“育肥期的大闸蟹需要营养，进食量
比较大，饲料主要是小鱼虾和玉米、地瓜
等谷物配比的，除了每天下午天黑前的固

定投喂，早晨管理员观察水下情况时，如
果发现需要，也会进行补喂。此外，还需
要增氧和清理、改善水质。”张宁智介
绍，舜源合作社采取统一生产资料、统一
自产蟹苗、统一喂养、统一养殖技术、统
一销售的生产模式，今年养殖了600亩水
塘大闸蟹，其中有一部分和微山湖青虾套
养以更加提高收益、建立良好的水环境，
每亩大约投放1000尾的蟹苗，随着微山湖
优质水质的保持，以及合作社较为规范和
成熟的养殖技术，目前蟹苗的成活率能达
到七成左右，现在长势情况良好，预计亩
产可达到200斤。

大闸蟹忙着“吃饱长个儿”，张宁智
则忙着做销售的前期工作。“我们现在是

电商和传统渠道‘双管齐下’，采用网
站、微信平台等多种形式，打算今年以卡
券为主，我们正在和京东签约，等到中秋及
国庆期间，会有集中的推销推广。”他说，根
据目前情况判断，今年的大闸蟹市场依旧
火爆，价格比去年稳中有升，而他们主要走
高端路线，做精品礼盒，母蟹三两左右、公
蟹四两左右，在大闸蟹市场上非常有竞争
力。“现在都准备差不多了，就等着中秋节
开捕了。”张宁智沉稳中不失兴奋地说，丰
收在望，他对今年的销售很有信心。

而在微山县昭阳街道猛进村的微山湖
韵养殖专业合作社，有着更大的生产规
模，负责人闫成武则带领社员养殖了约
5000亩水塘的大闸蟹，其中精养的有2000

亩，因为要参加微山县首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暨第二届中国·微山湖大闸蟹文化节的
展销、推广，闫成武忙得脚不沾地。

“虽说‘九雌十雄’，就是农历九月
十月才是最佳食用时间，但现在外地客商
的预售订单，我们都接不过来，眼看着满
足不了市场需求了，我们的大闸蟹通过物
流快递和互联网，走上全国各地的餐
桌。”闫成武说，这得益于微山湖水草丰
茂，养出的大闸蟹质量好,青背、白肚、金
爪、黄毛、膏肥，平均每个在3两左右，
同时通过近几年政府参加展会、举办节庆
等有意识地推销推广，让微山湖大闸蟹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逐步提升，品牌效应初
显，客商应接不暇。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张桂梅 报道
本报邹城讯 9月14日，鲁抗—海信大健康产业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在鲁抗位于邹城市的原料园区举行。鲁抗与
海信将在家用电器产品、商用及工业空调、地产设计、智
慧家居、智慧建筑、商用显示、医用冷链、大健康产品等
多个板块展开深入探讨，开展合作对接。

鲁抗医药是国家大型医药生产企业，国家重点高新技
术企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随着近年来健康产业
的快速发展，鲁抗医药凭借突出的技术水平和领先的经营
理念，进入发展快车道，取得了长足进步。

海信家电近年来也提出了“振兴民族工业、幸福亿万
家庭”的新的愿景与使命。本次与鲁抗的大健康产业战略
合作落地，成为海信家电建立“健康生活 幸福家庭”生
态圈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外，在鲁抗计划新建的产业园、
员工社区等方面，海信在地产设计、智慧社区、全屋家电
配套等领域的突出能力，创造了双方深度合作的契机。

鲁抗联手海信打造

“健康生活 幸福家庭”生态圈

只待“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

□ 本报记者 尹彤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孙欣 孔红丽

“预备……哔！”9月6日上午，热闹的
农民运动会在嘉祥县纸坊镇东方左岸假日小
镇上演，随着一声哨响，老僧堂镇李楼村村
民李印东握紧独轮车把手，朝前方的“粮
食”飞奔过去。搭档岳街村村民程新花，在
独轮车前拽着绳子用力地边拉边跑，到达指
定地点后，两人按照事先商量好的排放方
式，将五袋“粮食”搬上车，立即转身往回
跑。一个来回过后，两人马不停蹄地再去拉
第二趟。赛场外，加油声、指导声、笑声此
起彼伏，哨声再次响起后，比赛结束。此
时，李印东、程新花已累得气喘吁吁，脸上
满是汗水和喜悦。

这是两人第二次参加农民运动会了。去
年老僧堂镇自己组织了一次，今年嘉祥县组
织了为期一个月的金秋丰收汇系列活动，农
民运动会作为开场活动，吸引了全县各镇街
300多名村民参与，加上前来助威游玩的村
民，上千人汇聚在假日小镇，热热闹闹地过
了一个丰收节。

活动现场，男女运动员都身着统一的富
有农村特色的服装，活跃在各个项目中。此
次运动会，户外狩猎、稻田插秧、独轮运
粮、同心锯木、齐头并进、晒场收谷、挑水
抗旱、拔河等8个比赛项目，既和农耕相
关，又有着极强的趣味性，整场运动会既有
节日的仪式感，又有欢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我们村早就变成社区了，8年前大家
住上了楼房，也不再种地，都是打工。”嘉
祥街道王楼社区村民王红振充满怀念地说，
插秧、锯木头、晒粮食等农活多年没做过
了，这次参加运动会既让大家重新感受到农
耕的快乐，又能齐聚一堂感受丰收的喜悦，
以后再举办一定还参加。

“举办农民运动会，一是为了大家一起
热热闹闹地庆祝丰收节，同时也是为了增强
农民的健身意识。”纸坊镇党委书记姜传辉
介绍，除了运动会，过段时间还有农产品博
览会、金秋美食节等一系列活动，持续到10
月份。

万张街道接骨张村党支部书记张庆伟已
经报名参加农产品博览会了，这两年他流转
了300多亩土地种植西兰花、毛豆、菠菜
等，每亩地增收3000元的同时，也为村集体
增加了收入，今年蔬菜价格一路飙升，要跟
着张庆伟干的人越来越多。“举办农产品博览
会，既为了展示嘉祥的地方特色品牌产品，宣
传优秀农民代表、烘托农业丰产丰收，也希望
达到强村带弱村的效果。”姜传辉说，此外，为
全面展现乡村变化，共享丰收喜悦，嘉祥县还
特别组织了“乐享金秋嘉祥·畅享多重优惠”
活动，并精心设计了四条自驾游旅游线路，供
游客游览观光，无论是乡村游、采摘游还是研
学游，只要深入其中，就能充分感受到洋溢
着村民身上的丰收喜悦之情，为乡村振兴提
供精神文化的支撑和加油喝彩。

丰收地上的

别样运动会

□ 本报记者 孟 一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郝龙臣

中秋将至丰收到，满树果实挂枝
头。9月14日一大早，卞凡茂就骑着电瓶
车扎进自家的无花果园，和打工的农民
们一起忙着掐顶限枝。在这片位于陵城
镇的农业基地里，无花果树绿油油的一
片，成熟的果子或翠绿、或紫红、或淡
黄，一个个圆鼓鼓、娇滴滴的样子，满
园的果香让滴着汗水忙活的人也感觉心
里甜甜的。

“咋也没想过刚种下第一年就能结
这么多果子，大的已经一两多了。”卞
凡茂说话的同时手也一刻没停下，他
说，110亩的园子里现在种了27个品种的
无花果，大多是进口品种，经过驯化现
在已经能很好适应国内环境。与国内的
老品种不同，这些以鲜食为主的果子颜
色不一、口味各异，刷新了很多人对无
花果的印象。

无花果，在国内因不开花就结果而得
名，而在其原产地地中海沿岸，果农们则
形象的称其为“天赐果”，充满了对自然馈
赠的敬畏。今年，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丰

收节的大旗首立，曾经在陵城镇带起一拨
草莓种植风潮的卞凡茂也乘着这股东风
第一个尝试改种起无花果，在鲁西南拓展
出了农业产业振兴的新疆域。

从一种经济作物到另外一种经济作
物，卞凡茂看重的，不仅是正在持续拓
展的市场机遇，还有对这种天赐之果的
独家情愫。

“表弟家的孩子从小身子很弱，医
生说是免疫力低下，大病小病都得往医院
跑，愁坏了我们一大家子人。邻居得知这
一情况后，经常往他家送自家院子结出的
无花果，一年多吃下来孩子竟然很少再长
病了。”说起这段“神奇”的亲身经历，
卞凡茂除了感慨远亲不如近邻外，也对
这种神奇的小果子好感倍增。

去年，卞凡茂带着对无花果的“感
激”之情踏上了天南海北的寻访路，只
身走访成都、金华、威海等国内三大无
花果主要产区，自带铺盖卷扑下身子学
技术、选种苗，并在今年4月把流转来的
110亩土地栽满了无花果苗。

和离不开化肥农药的草莓不同，无
花果对化学药品很是敏感，稍加施用就
会死株，因此，无花果树成了环境质量

的天然检测仪。“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
改善，人们对农作物的绿色、有机要求
越来越高，考验着种植源头的品质。”
卞凡茂直言，无花果的天然绿色属性，
不仅拓宽了它的未来市场，同时也顺应
了舌尖上的安全需要，逼着种植户改变
种植习惯。

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无
花果全身都是宝，“治五痔、利咽喉、
消肿痛、解疮毒”，果、叶均可入药，
而卞凡茂也是瞅准了这一点，打算在明
年打造一个集采摘、科普、休闲度假于
一体的“无花果博物馆”。届时，到访
的客人、尤其是中小学生，不仅可以品
尝到鲜食和烘干无花果，还可以学到各
种与无花果相关的知识，成为内容多
元、附加值层层提升的田园综合体。

“今年每亩的收成大概在1 0 0 0多
斤，盛果期达到3500-4500斤，一亩地的
收入能达到2万多元。”卞凡茂说，下一
步，他还打算推出无花果酱、无花果酒
等深加工产品，让这样一种养生、美味
的老果品焕发出新的生机，而这样一个
有点出乎他预料的收获中秋，也让他对
未来的前景充满期待。

无花果树开“金花”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王 伟 李芃

“俺家是义合村的，平时就是下地
干活，伺候好老人，带好孩子，俺就是
喜欢唱歌，这回家门口就能参加节目，
俺必须得参加。”皮肤黝黑、一腔特色
女中音的刘爱花直爽地说。

“刚才那个小品《候车厅》太好笑
了，还展现了俺马庙的金谷特产，笑得
俺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来现场观看节
目的村民张西利笑着说。

今年，金乡县马庙镇5 0 0 0亩“金
谷”喜获丰收。为了庆祝丰收，8月23
日，马庙镇举办了首届农民丰收节文艺
晚会的海选活动，由农民编排的节目地
气十足、朴实生动。

马庙金谷（又名马坡金谷、金乡金
谷）居中国四大名米之首，是中国农产
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马庙镇马庙村马
坡一带的土壤为稀有的褐土化潮土，是

典型的弱碱性土壤，土层深厚，土质为
沙壤，质地较肥沃，加之其地理环境和
气候条件较为适宜谷子的生长和发育，
种出来的谷子色泽金黄、质粘味香、悬
而不浮、汕而不腻、入口爽滑，能多次
凝结米油层的特点，其米油“能挑七层
皮”，营养极为丰富，有“代参汤”之
美称。

作为“中国金谷之乡”，马庙镇近
年来深挖金谷米特色产业的潜在资源，
促进小米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当地金谷合作社发展迅速，先后
注册了“马坡金谷”“金谷御米”等商
标，在全国同行业中率先获得“QS”认
证，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

9月13日，记者来到了马庙镇孟庄
村，是种植金谷的中心区域，村服务室
里，金谷协会正在召开社员大会。“现
在播种一亩地100元机器半小时就办好
了，以前我们一亩地4个人还得1个多小
时才完成，收割的时候联合收割机一亩

地260元直接就成谷粒了，这在以前都不
敢想。”孟庄村村民孟存福向记者介
绍，这几年，他们种植金谷实现了从播
种、喷药、收割的全程机械化。

“这两年合作社发展迅速，目前光
是我们合作社就有社员240余人，金谷种
植面积达到500亩。金谷产品已经广销全
国各大城市，在大型超市、网络商店上
都有我们的产品，尤其是青岛、广州、
台州等地的客商，动辄就要四五千斤，
一亩地能增收4000多元。”孟庄村金广
金谷合作社负责人孟新兵高兴地说。

马庙镇做好金谷的发展文章，加快
产业培育，又成立了金谷产业联合会，
启动了金谷田园综合体。为了庆祝首届
“中国农民丰收节”，提高金谷农业品
牌影响力，当地挖掘农耕文化，以农民
为主体，精心组织的一场农民丰收文艺
晚会已经准备就绪，将于9月20日精彩上
演。

“金谷子”鼓起农民钱袋子

□胡亚 王浩奇 报道
马庙“金谷”喜获丰收，农民在收割谷穗。

□记者 尹彤 报道
挑水抗旱比赛。

□记者 尹彤 报道
拔河比赛。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9月14日，新版“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官方全媒体平台正式上线开通。该平台集新闻宣传、学者
推介、视频直播、网微互动等功能于一体，以网络视角汇
聚尼山，不断提升山东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不仅将在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举办期间发挥重要的网上新闻中心作
用，还将在闭幕期间发挥常态作用，成为尼山论坛永不落
幕的网上全媒体平台。

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将于2018年9月26至28日在中
国曲阜举办，本届论坛规模最大、参与人员最多。新版尼
山论坛官方网站紧紧围绕“同命同运 相融相通”大会主
题，设有“媒体中心”“视觉尼山”“论坛活动”“学者
智库”“高端对话”等板块，集论坛日程展示、视频图文
直播、新闻中心供稿等功能，汇聚数百名参会嘉宾学者的
学术文献，集中报道主题演讲、专题论坛和分组对话等论
坛活动。届时，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全媒体平台下的官网、
手机端微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将一起为嘉宾学者在网上
提供一个各类文明交互相融的新载体。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官方全媒体平台上线开通

□通讯员 杜辉勤 报道
9月9日，南张派出所破获系列超市盗窃案，犯罪嫌疑

人张某某、薛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图为失窃群众向派
出所赠送锦旗。

□吕光社 马文青 刘继华 报道
本报梁山讯 9月17日上午，2018年第十四届中国

（梁山）专用汽车展览会在梁山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
展览会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山东省汽车行业协会主办，
展览会为期三天，主题为“创新 创造 创品牌”，旨在
依托梁山专用汽车产业基地，以国内品牌企业为主，引进
国际品牌企业参展；让世界看到梁山，让梁山走向世界，
打造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的全国最大专用汽车展览
会。

本届展会以拓展沿线地区目标客户为重点，积极邀请
沿线地区物流公司、运输公司、展览公司等客户群体参展
参会。积极争取行业内国际知名协会团体、展览公司协产
品、客户参展参会。

本届展会重点突出，国际化程度高、技术含量高、车
型全、规模大。国际品牌企业赛夫华兰德、奔腾激光、瑞
典瀚德、海沃机械、韩泰轮胎等均参展。一汽解放、中国
重汽、陕汽集团、中联重科等领军品牌企业集中亮相。

第十四届中国（梁山）

专用汽车展览会开幕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高海宏 报道
本报济宁讯 9月15日，济宁市2018年气代煤工程第

一批通气点火仪式在任城区南张街道艾平村举行。2018
年，济宁市计划对18 . 47万用户实施清洁取暖改造，包括
气代煤7 . 76万户、电代煤6 . 9万户、集中供热3 . 81万户。

据了解，截至9月12日，济宁市清洁取暖工程已开工
18 . 04万户、开工率97 . 66%；其中，气代煤工程开工7 . 94万
户、开工率102 . 32%，电代煤工程开工6 . 28万户、开工率
91%，集中供热工程开工3 . 82万户、开工率100 . 26%。其
中，华润燃气济宁区域公司主要承接任城区、兖州区、高
新区、太白湖新区、经开区、鱼台县共计70000户的农村
居民气代煤任务，目前已完成70%的施工。

为有效推动济宁市清洁取暖工程进展，济宁市气代煤
电代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了“周调度、周通报”的
工作机制，同时抽调14家相关市直部门组成包县督导组，
每周赴包保县市区督导工程进展情况。为规范清洁取暖工
程各项施工标准和设施设备应用，结合上级政策和各类国
家、省市标准，2017年制定了《济宁市冬季清洁供暖气代
煤工程技术导则》；2018年又对该导则进行了修订完善，
同时编制了《济宁市冬季清洁供暖电代煤工程技术导
则》，对具体改造内容和改造过程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
要求。

济宁市2018年气代煤工程

通气点火

“月”来“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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