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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甜瓜“大平洋”上市季节，当
笔者走进远近闻名的“甜瓜之乡”———
莱西市马连庄镇时，立刻被眼前的景
象吸引住了：一个个瓜棚首尾相连，胶
东最大的果蔬菜批发市场人头攒动，
上千辆运输车汇成车的海洋，田间地
头到处是瓜农的欢声笑语……

这里的甜瓜到底有多大规模，该
镇党委书记左杰自豪地告诉笔者，

“‘马连庄牌小甜瓜’是农民增收的
‘金疙瘩’，全镇种植面积已经有近3

万亩，甜瓜产业年增收达3亿多元，实
实在在成为了农民的‘甜蜜’事业。”

九成村庄种甜瓜

甜瓜甜透瓜农心

在马连庄镇下疃村甜瓜种植户
谢洪臣的甜瓜棚内，绿油油的甜瓜
长势喜人，每个藤蔓上都挂着三四
个瓜，散发出阵阵清香。种了20多年
甜瓜的谢洪臣介绍，他家一共种了5

亩瓜，今年的甜瓜长势比去年好，个
头也比往年匀称，每斤可以卖到6块
钱左右。最近正是甜瓜上市的旺季，
他家一天能卖出400多斤，每年去掉
花销后能存五六万元。

崔格庄村的甜瓜种植户左瑞娥
说，她种了两亩半瓜，上个月瓜还没
完全成熟的时候，很多经销商就已经
上门来预定了，头茬高温棚甜瓜平均
每斤卖到了15元以上，今年收入能达8

万元。而在崔格庄村，像左瑞娥这样
种植甜瓜的农户占到了60%以上。

马连庄镇属于丘陵地带，地处大
沽河上游，河水清澈甘甜，地下水位较
低，种植甜瓜已有二十多年历史，果农
浇灌瓜田都是采用大沽河水，凭借大
沽河沿岸深厚肥沃的沙壤土质和光照
充足的天然优势。马连庄镇甜瓜远近
闻名，具有“香、甜、脆”的特点，富含维
生素、叶酸、铁质等多种营养物质，先
后通过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无公
害农产品认证，是“青岛市名优特农产

品品牌”，马连庄镇成为远近闻名的
“甜瓜小镇”。镇域现有大棚甜瓜3万
亩，从事大棚甜瓜生产的村庄达70个，
占全镇村庄总数的90%。

为支持甜瓜产业高效发展，镇
里出台了建棚费用的优惠政策。村
集体统一采购钢筋、水泥、薄膜等物
资，政府出面协调农村信用社，为农
户贷款。当地还通过举办专家培训
班和镇技术员巡回田间地头指导，
帮助农民改良品种。鲁格庄村设施
栽培面积占耕地的91%，人均2亩；下
疃村户均达到5 . 7亩，像这样的专业
村全镇有30多个。仅种植小甜瓜一
项，全镇农民人均可增加收入3000多
元，种瓜被农民称为“甜蜜”的事业。

家门口建市场

日交易量达100多万公斤

起初，小甜瓜让瓜农们尝到过
“苦”味道。曾经随着当地甜瓜种植规
模的快速扩大，交易不便、有市无场
成了困扰瓜农、影响甜瓜外销的大问
题。有市无场，如何解决？

一个新的思路在马连庄镇决策
者的脑海中形成：与其让一家一户
到处找市场，不如建设一处大市场，
以市场带动甜瓜业的良性发展，而
且通过市场化运作，既可以安排就
业，又可以带动当地的第三产业，增
加财政收入。

2007年4月，在省道旁、大沽河西
岸的宽阔地域，占地300亩的果蔬批
发市场项目上马，该市场边建边试
营业，为产供销搭桥。

市场一期工程占地150亩，完成投
资2700万元，建起了钢架交易大棚3

个，商贸楼120间，安装120吨电子磅1

台，8吨电子磅2台。2010年，镇政府又
引进投资者实施市场二期工程，占地
150亩，计划投资5200万元，安装电子
监控、结算设备和无公害检测设备，
进一步完善市场功能。如今，通过不

断建设完善，市场功能进一步提升，
为产、供、销搭起了桥梁。

市场管理公司经理姜殿平说，
市场建成后，对马连庄甜瓜价格的
拉动作用十分明显，即使每斤比外
地甜瓜贵0 . 5元-1元，销售依然火爆。
现在市场每天都会吸引来自北京、
天津、大连、沈阳、威海、烟台等省内
外大批客商前来采购，每天的运输
大货车达到400多部，三轮车、拖拉机
几千辆，销售最旺的时候市场日交
易量达100多万公斤，交易额达1000

多万元。马连庄甜瓜产销两旺，真正
成为全镇的富民特色产业。

“马恋庄”品牌越擦越亮

成为全国最大甜瓜生产基地

为了提升甜瓜的品质和附加
值，2012年，马连庄镇引进现代农业
科技示范园，建设了工厂化育苗中
心、质检中心、种植示范园以及农技
服务中心等一系列功能区，促进马
连庄镇甜瓜产业提档升级。近年来，
马连庄镇提出“红色马连 绿色崛
起”发展思路，以创建国家级田园综
合体，打造全域生态旅游红色小镇
为切入点，通过成立镇级国有农业
发展公司，建立微信二维码全程追
溯体系，对马连庄甜瓜品牌进行保
护开发，申请注册了“马恋庄”甜瓜
品牌，通过签订品牌代理商等措施，
不断推动马连庄甜瓜发展壮大。

在今年的寿光国际蔬菜博览会
上，果形美观、味道香甜的“富硒”小
甜瓜，引起了国内外客商和专家的注
目。这种“富硒”小甜瓜是崔格庄村今
年刚生产出来的，经国家食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检验合格，含硒每千克达
到0 . 12毫克。该村在提高小甜瓜的品
质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为保证“马恋庄牌小甜瓜”这块
牌子始终熠熠生辉，镇里出台了一
系列的保护措施，实行市场准入制，

实施科技兴农战略，瓜棚内采用了生
物秸秆反应堆技术，甜瓜生长的过程
中不施任何化肥、不喷洒任何农药，
真正实现了绿色无污染，既节约了成
本，又保证了甜瓜的品质。西军寨村
村民建起了10个冬暖式大棚，每个投
资10万元，管理好的当年回收成本。村
民张建臣的吊蔓甜瓜，光照足，瓜形
好，口感好，被客户用来“封车顶”。

成立甜瓜合作社，是实施标准
化生产的基础。到目前，马连庄镇已
成立合作社26个，社员7600多人。合
作社充分发挥在良种选育、配方施
肥、生产流程控制、运输销售、包装
宣传等方面的作用。农户按照规范
的生产流程进行甜瓜种植。如今，以
马连庄甜瓜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周边
地区，已经形成了数万亩甜瓜种植
基地，建设成为全国最大、品质最优
的绿色、无公害的甜瓜生产基地，种
植甜瓜成为了马连庄瓜农增收致富
的甜蜜事业。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吕文波 林波

莱西马连庄小甜瓜长成“甜蜜”事业

走进莱西市店埠镇韩埠村农民
李奎红的甜瓜大棚，只见遍地的甜
瓜像小西瓜一般，个儿大、饱满鲜
润。“每个甜瓜有一斤半多，总产
量要比往年翻番。”李奎红喜滋滋
地告诉笔者说，“这新招就是今年
采用了复合微生物酵素技术。”

李奎红介绍，她这个甜瓜棚有
效种植面积0 . 7亩，已种植五六年，冬
暖大棚、管理技术基本到位成熟，每
年产量稳定在四千多斤，收入一万
二三千元。今年初，村里的果菜合作
社推广应用微生物管理新技术，她
先行先试“吃螃蟹”，收到了令人惊
喜的效果，甜瓜个头有往年的近两
个大，脆度甜度、芳香度都有提升，
估计收益两万三四千元。“当初要是
全听专家的，在疏果定果时比往年
每棵多留2个，甜瓜个头会更加匀称，
商品性与效益还会好。”李奎红说。

河头店镇韩埠果蔬合作社副理
事长姜洪利介绍说，韩埠村紧邻大
沽河，村民从1998年就开始发展种
植甜瓜，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近
几年，该村通过改建冬暖大棚、组建
合作社，依托靠近马连庄甜瓜批发
市场的优势，积极进行技术引进和
大棚升级改造，有力促进了甜瓜这
一主导产业的全面培育，全村仅甜
瓜生产一项年纯收入1200多万元。

为实现甜瓜生产效益新突破，
今年初，合作社通过中国果菜网引
进甜瓜微生物管理技术，并实现与
“中国质量万里行”的有效对接。
“合作社社员普遍反映试用效果很
好，大部分增产三成以上，甜瓜品
质也有较大提升。”姜洪利说。

“这种微生物技术靠‘活体’
复合微生物酵素作用于土壤和植物
体，实现增产增效。”中国果菜网
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吴绍学介绍说，
使用酵素浸种、育苗、土壤处理、
叶面喷洒等技术管理蔬菜、瓜果作
物，增产效果明显。

吴绍学介绍，复合微生物酵素
是当代前沿的生物技术之一，非农
药亦非肥料，具有活性，使用后能够
改良土壤、培肥地力、抗重茬，提高
作物免疫力、抗病虫害，增强作物代
谢、促进营养吸收，增产30%左右，
提高农产品品质，味道纯正，优势多
多。“关键在于绿色环保，对人畜均
无害，可以说是发展高效农业的‘二
次革命’。”吴绍学说。

姜洪利表示，复合微生物酵素
技术的投入产出比很高，将大力推
广应用于蔬菜瓜果、各类果树和农
作物生产。“高效农业要有新突破
新飞跃，惟有开发应用新技术，出
新招。”姜洪利说。

韩埠村农民种瓜有新招

农村大众报青岛讯 （通讯员
刘耀泽 修翠波）车行至青岛市即
墨区大信镇本味园家庭农场，远远
地就看到田地里麦浪滚滚，大片金
黄麦穗颗粒饱满，“预报”着今年
的好收成。笔者下车后，却全然闻
不到预想中清甜的麦香，取而代之
的是接地气儿的农家粪味道。

“这就是咱农牧循环农业独有
的味道。”本味园家庭农场的负责
人赵显忠介绍，农场有640头自繁自
养的荷斯坦奶牛，它们是这接地气
儿味道的源头。

一边是种植业“清香扑鼻”，
一边是畜牧业“臭气熏天”，如何

使产出难题和处理难题有机融合，
探索出一条绿色致富路？本味园家
庭农场给出答案：通过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种养结合、农牧循环、
综合利用，打开绿色农业发展的大
门。

据了解，该农场本着绿色环保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麦收后将剩下
的小麦秸秆喂养奶牛，与此同时地
里播种全株青贮玉米，两种作物轮
流为奶牛提供饲料。而牛粪则作为
有机肥全部施回到土壤中，大大增
加了土壤有机质，有效增加了大田
作物的产量。同时，养殖场产生的
垃圾污水经过多层发酵无害化处

理，作为肥料再次利用，从而形成
了循环农业的生态良性闭环。

天气炎热，微风吹过2500亩麦
田窸窣作响，赵显忠握着几串沉甸
甸的麦穗，脸上堆满了笑容。“今
年从小麦播种到春季拔节，小麦墒
情温度比较适宜，小麦生长发育良
好，估计平均亩产较去年增加200余
斤，预计今年总产能达到1400吨左
右。”

赵显忠接着算了一笔细账：采
购秸秆打捆机、搂草机等设备，每
年收购周边3个村逾400吨秸秆，用
作奶牛的饲料，一年可省下25万元
饲料费用。农田施用有机肥，和施

化肥相比，现在每亩地每年至少节
约40元，“用有机肥的麦子品质更
好，2500亩小麦比别人家多收入10

万元。”他说。
说话间，隔壁村沃润家庭农场

负责人赵辉来到赵显忠的农场“取
经”——— 赵辉一直烦恼，怎样能减
少麦田的化肥和农药使用量。

原来，沃润农场是2017年一举
闻名的“水肥一体化农业”，那一
年小麦后期遭遇严重干旱，在即墨
区小麦单产270公斤的情况下，该农
场通过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小
麦、玉米产量双双突破600公斤。

两个农场负责人因“水肥一体

化”结缘，如今，围绕有效节水、
节肥、节省人工、提高土地亩产的
话题，经常开“碰头会”，扎起裤
脚下田地，在田间地头切磋种植经
验。

“沃润农场的销路多元，光我
知道的就有种子繁育、优质小麦面
粉深加工、秸秆饲料三种模式，我
们要向他多多学习！”赵显忠显然
对赵辉的种子繁育技术很感兴趣，
赵辉也不藏不掩：“我们从种子公
司购入种子进行培育种植，成熟后
将提纯的优质种子反售给种子公
司，科技农业一定是未来农业的发
展方向。”

2500亩良田和640头奶牛和谐共生
农牧闭环循环，农场敲开绿色农业大门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通讯员
张志刚）为进一步打击电信诈骗、
非法集资类案件，提高群众防骗自
我保护意识，6月13日上午，滨州
市滨城区秦皇台乡综治办、司法
所、派出所联合农商银行、东营银
行等单位，利用单寺大集开展了防
电信诈骗、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通过悬挂横幅、发放
宣传资料和面对面解答等多种形式
对集市过往群众进行安全知识宣
传。

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在集市
上设置了宣传点，大家顶着酷暑向
过往的群众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
讲解当前电信诈骗犯罪分子惯用的

手段以及预防电信诈骗的方法，解
答群众咨询。同时工作人员还走进
集市、银行、大型超市、沿街商户
等人员密集场所，向广大群众介绍
电信诈骗犯罪分子作案方式，并就

“电信诈骗的特点”“电信诈骗的种
类和危害性”以及防范电信诈骗常
识向群众进行宣传。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材料1000

余份，现场解答群众咨询200余人
次，营造了浓厚的防诈骗宣传氛
围，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下一
步，秦皇台乡将通过在大集、人员
密集区加大防诈骗安全宣传力度，
遏制电信诈骗、非法集资类案件的
发生，确保社会环境和谐稳定。

防电信诈骗宣传赶大集

6月15日，在枣庄市山亭
区水泉镇西堌城果品市场，几
名码果工在为经销商码放春雪
桃。

眼下正值果品销售旺季，
在有着“中国经济林之乡”美
誉的枣庄市山亭区，许多留守
农民在家门口当起码果工，专
职为果品经销商“码”水果，
在助力果品外销的同时，增加
自己的家庭收入。

（刘明祥 摄）

职业码果工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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