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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在高青县三度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笔者看到，两台克洛斯
大型玉米青贮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
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青贮机过后，
6行站立的玉米瞬间连茎带穗被粉碎
后直接喷洒在紧跟左右的农用运输车
斗中，十几台秸秆运输机轮番上阵，
不一会大片玉米就被“吃”个精光，
田野里仅剩下矮矮的玉米茬。

在现场指挥作业的高青县良田农
机专业合作社社长阮智永介绍，这种

青贮机马力大、速度快，300亩春玉
米一天就能作业完。

“今年这300亩春玉米全部采用
机械深耕、机械腹膜、种肥同播和机
械植保等农机“保姆式”配套服务。经
过深耕后的土质疏松，原先这片地不
是干旱就是雨涝，产量没有保证，今年
我与良田农机合作社合作全部使用农
机新技术作业，不仅土地能抗旱防涝，
而且庄稼也长得好、产量高。今年我这
3 0 0亩春玉米一季至少收入它 3 0万

元。”公司负责人法曰萍笑着说道。
正在前来收购玉米秸秆的高青县

黑里寨镇小王庄村养牛大户杨光军介
绍说，我今年养了600多头奶牛，每
年光存储秸秆饲料就要9000多吨，每
吨全株青贮秸秆收购价格是260元，加
上收割费和运费，每吨要350元左右，
有时距离远雇用大车费用还要高。不
过话又说回来，这种全株青贮秸秆营
养丰富，奶牛吃了产奶多、奶质好，奶
厂抢着要，比用饲料还是有账算。

说话间，300亩春玉米眼看就要
收完，法曰萍指着大片的田地说道，
接下来翻耕后继续种植牧草，明年计
划再流转部分土地，扩大种植面积，
形成规模化种植基地。

张洪 赵齐瑾 摄影报道

大学毕业放弃城市舒适的工
作，回到老家，跟母亲打擂台比赛
种藕，看谁管理水平高。说起4年
前的这个决定，杜进宝至今依然很
佩服自己当初的勇气。

2012年7月，大学毕业之后，在
北京等城市工作了2年的杜进宝突
然提出，要回老家山东平邑，跟着
母亲学习种藕。一听这事，亲戚朋
友都不理解，父母明确表示“坚决
反对”，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走出
落后的沂蒙山区进入繁华的大城
市，又要回来。“你在这个穷山窝
里没待够？”

杜进宝诚心诚意地对母亲说：
“我就想试试我的本事，跟您打擂
台，一人管一片藕池。如果我种的藕
产量比您的高，您给我100万元创业
基金，我自己去创业；如果我种的藕
产量比您的低，我就听您的话，回城
市去。”看儿子一股犟劲，母亲勉强
同意了，把原先自己管的30亩藕池一
分为二，拿出15亩让儿子管。

跟母亲打擂台种藕，想赢，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杜进宝的母亲
名叫崔凤美，种藕有十几年历史
了，技术水平高，管理又细心，种
出的藕产量高、品质好，在当地很
出名。

认准的事情，就要干好。作为
一名种藕新手，杜进宝买来书籍，
有空就学；遇到不懂的技术难题，
书上没写的，就向擂台赛对手、自
己的母亲请教。

作为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最可
贵的是他不安现状、大胆创新的精
神。原来给藕池施土杂肥，都是一
次全部投入，他改为分三次施，这
样减少了肥料浪费，提高了肥料利
用率。种藕的人都知道，施到藕池
里的肥料必须事先腐熟，如何腐熟
则大有学问。杜进宝买来日本原产
的EM菌制作腐熟剂，他尝试着调
整配方，经历多次失败之后，终于
研制出一种新的腐熟剂，添加到肥
料中，不但发酵更充分了，发酵时
间还变短了。

春种秋收。4月下旬栽下的藕
种，逐渐发芽、展叶、长茎、开
花，到了9月下旬该收获了。莲藕
收获机开进藕池，“隆隆”作响，
待到把藕池里的藕全部挖出来，过
磅一称，母亲管理的藕池亩产藕

6000斤左右，杜进宝管理的则超过
8000斤。不用说，做儿子的取得了
擂台赛的胜利！父母无奈，同意他
留下来种藕。

“说好的100万元创业基金，兑
现给儿子了吗？”面对提问，母亲
崔凤美回答：“岂止是100万元，打那
以后，种藕的事儿全交给儿子啦！我
退居幕后，成了他的帮手。”当然，杜
进宝也没有另起炉灶去干别的事，
依然一心一意种藕。

随着种藕事业的扩大，小打小
闹难成气候。杜进宝于第二年注册
成立了平邑汪洋果蔬种植专业合作
社，并任理事长。他的想法是，把
周边种藕的乡亲们联合起来，一起
把这桩事做大。

他带领社员们从蔬菜之乡山东
寿光引进了一种产自外国的新品种
雪藕。这种藕，切开之后颜色雪白，
而且一天之内不变色，吃起来脆生
生的，口感好，产量又高，亩产可达1

万斤，比老品种产量高出一大截。
在向外推广新品种雪藕的过程

中，杜进宝与有关企业合作，研发
出一种移动藕池——— 用特制的纤维
布作底的池子。使用时，按照平整
土地→划线→打梗→铺布→上土→
浇水→下种 (栽藕 )的步骤操作就

行，十分简便。这种移动藕池，适
合土壤瘠薄、小面积种植的地方推
广使用，使用寿命长达十几年。什
么时候不想用了，排净池子里的
水，移走里面的土，再撤掉纤维
布，就可以恢复土地原貌。

有些地方，土壤不适宜种藕，
杜进宝就试验着改良。他开着车，
走到一个地方，就在当地取些土
样，回来测试，试验改良。比如盐
碱地，需要加些酸性物质中和，否
则种藕难以成活。

年纪轻轻的杜进宝秉承了沂蒙
山区人憨厚诚实、乐于助人的优良
传统。2016年4月，山西省一个客
户，从杜进宝这里买了2 0 0 0斤藕
种，种下去没有正常发芽，自己也
没找出原因。杜进宝接到电话之
后，开车奔驰接近两千里路，赶到
那里，一番检查、分析，可能是藕
芽在运输途中受冻了。他当场提
出，第二年免费给这名客户提供相
同数量的藕种。当今社会，不少卖
家只要卖出商品拿到货款就行，如
果商品出现什么问题，总是推三挡
四。杜进宝如此罕见的做法，令客
户感动不已。亲戚朋友听说这事，
议论纷纷，有人当面说他：“你真
傻，不是你的责任，为啥去承担损

失？”他的回答倒是很实在：“出
了这事，如果客户承担损失，种藕
的事就砸了，他可能一辈子再也不
种藕了。我承担些损失，只是少挣
几万块钱。咱做生意，不能只为了
挣钱，还要帮助他们一起致富。”

也是在2015年，我省东营一个
客户转包了500亩地，计划种植莲
藕，并把37万元买藕种的钱汇了过
来。杜进宝觉得那里的盐碱地不适
宜种藕，可是客户执意要种。杜进
宝跑到东营，取土化验，结果显示
当地土壤碱性太强。他把钱退还客
户，说服客户不要种植莲藕了。

几年来，杜进宝始终把产品质
量放在第一位，免费提供种植管理
技术服务，以诚对待客户，因此赢
得广大客户的好评，同时赢得大片
市场。至今，他的客户总共发展到
1万多个，涉及山东省内各地以及
江苏、河南、河北、辽宁、湖北、
湖南、浙江、安徽、四川等多个省
份。最近又传来好消息，四川省一
家大公司，要在海南省大面积推广
莲藕，邀请杜进宝负责种植管理技
术，他施展本事的舞台更大了。在
他看来，“干农业，找准项目，也
会大有作为。”这也是当初他返乡
的初衷。

春玉米秸秆青贮收益高
300亩一季至少收入30万元

母子打擂台 看谁水平高

大学生杜进宝返乡种藕种出一片新天地
农村大众报记者 陈建志

富硒梨按个卖，早已不是什么
新鲜事，但是把富硒梨深加工，做
成保健品，开拓新的销售渠道却不
得不说一说。高唐县三十里铺镇冠
泉果木合作社理事长王红，就是这
一创新做法的实施者。目前，合作
社生产的富硒梨汁、阿胶梨膏等产
品成功上市，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主打原生态牌

王红种植的梨名叫锦玉沙梨，
是一种大个梨，成熟后每个重量在
1 . 3斤以上，含糖量很高，而且成熟
后散发奇特的香味。“我种这个梨
已经有近 7年的时间，从最初培
育、管理到深加工，走了很多弯
路。”王红说，当初想发展富硒
梨，还是处于对产品附加值的考
虑，这也是她走的最难的一步。

王红对产品要求很严格。为了
保持富硒梨的“血统”纯正，她跟

合作社梨农签有协议，梨树的栽培
必须严格按照王红的指导进行，成
果再由王红统购统销，甚至连接穗
的剪取和嫁接都要由她统一管理。

农药和肥料也都由王红指定，
农药全部是低毒生物农药，肥料是
有机肥料，如此结出的梨才是原生
态的梨。同时，通过叶片喷洒、树
皮涂抹或浇灌根系等方式，让梨树
自身把无机硒转化为可被人体吸收
的有机蛋白硒，原生态梨才会成为
原生态富硒梨。

“施肥浇水实现了自动化，电
脑控制，节约方便。”王红坚持科
学种植，为了防止虫鸟等危害，保
证果品的品种及外观，他们在每个
果实上套用了透明的塑料袋。

今年6月，经山东省微量元素
科学研究会富硒农产品专业委员会
检测，冠泉果木合作社沙梨的硒含
量在38 . 9微克，是名符其实的富硒

梨。
为了保证富硒产品的品质，每

季农产品上市，王红都会按照严格
的检测流程对收获的农产品进行硒
含量检测。达标后，方可进入市场。

走社区销售路子

目前合作社有1000余亩梨园，
其中500亩到了盛果期，每亩富硒梨
产量4000斤左右。

在市场推广方面，王红曾连续
三年在合作社园区搞认领梨树和果
品采摘活动，认领一棵树1 0 0元/

年，采摘也只收取象征性的15元门
票。用王红的话说，搞这些活动纯
粹是“赔本赚吆喝”。

“一棵梨树一年至少可以结果
30斤，按照市场价每斤8元，认领一
棵梨树，我要赔140元。采摘更不用
说了，也是赔钱。”王红介绍，不
管是认领还是采摘，她的目的只有

一个，就是要让全县都知道冠泉果
木合作社的沙梨很好吃。

在王红看来，要想有名气，必
须先要有人气。她要借助当下的人
气，塑造自己的“冠泉”梨品牌。
连续三年的努力，王红终于有了收
获，“冠泉”梨在当地小有名气。

销售理念关乎品牌的生存。
“当时有不少超市让我给他们供
货，我没有同意，原因是价格太
低。”王红说，商超路线不合适她
的富硒梨，因为超市给的价格和她
的富硒梨价格不成正比。现在她已
经有了品牌上的优势，要自己搞销
售。

王红走的销量路还真特别———
社区销售。由于前期的品牌宣传优
势，王红特地在合作社组成了一个
销售团队，通过走社区的方式，把
成箱的沙梨送进消费者手中。“一
箱沙梨共6个，富硒含量均达标，

销售价60元/箱。”王红说，现在平
均每天她的团队可以销售300箱沙
梨。

深加工销售更轻松

王红介绍，合作社的沙梨在品
质上有着特殊的优势，进行深加工
可以提升更高的附加值。

2015年，王红前往莱阳市考察
果品梨深加工项目发现，目前市场
上缺少果品梨的保健品。“这是一
个契机，我们当地就有阿胶企业，
如果两者结合，生产出的产品，应
该会受到市场欢迎。”王红说。

说干就干，王红联系上当地最
大的阿胶企业，经过半年多的试验
和努力，合作社第一款深加工梨产
品——— 阿胶梨膏终于问世。王红介
绍，合作社尝试进行深加工，虽然
是代生产，但也是一种突破。

“目前的销量还不是很高，但
是我有信心。”王红说，第一批生
产的阿胶梨膏只有200件，跟随合作
社销售团队一起进入社区寻找商
机，通过试吃、老客户先买后付钱
等形式，开始慢慢积累消费人群。

王红介绍，目前合作社深加工
还处于尝试阶段，产品也只有两
种，但是未来可期。

主打原生态牌、深加工做成保健品……

王红带领果农种富硒梨走富路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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