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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金彦

5月21日，走进东昌府区堂邑镇肖
庙村，整个村庄干净整洁、绿树掩映、
花草芬芳。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都有
一到两处园子，或种菜、或种花、或种
果树，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午后，70岁的王振忠拿着喷水壶，
到菜园给蔬菜浇水。菜园里种满了大
葱、韭菜、芫荽等蔬菜和枣树、苹果树
等果树。“自己菜园里的菜吃不完，一
棵苹果树能结100 多公斤苹果。”王振
忠说。

肖庙村是整村迁建村，房屋规划
得十分整齐，村内主干道宽阔笔直，每
个胡同宽约7米。“为了充分利用空余
土地，村内每个胡同里都开辟了1米宽
的空地，作为村民自家的小菜园。”肖
庙村党支部书记王有新介绍，全村180
余户村民共开发小菜园 200 余处。村
里还引进苹果、梨、桃、柿子等共 1200
余棵果树，统一栽种在小菜园内。果

树的产权归集体所有，果实则为全体
村民共享。在村党支部的引导下，村
民积极参与村庄环境治理，精心打理
自家菜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
好局面。

堂邑镇大力开展空闲宅基、废弃
宅院、残垣断壁集中“清零”行动。鼓
励各村利用庭前院后闲置空地，建立
起花园、果园、菜园、游园，优化农村人
居环境。一宅变“四园”，村民享受到
更加美丽宜居的乡村生活。

在残垣断壁拆除过程中，堂邑镇
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对于有建房意愿
的村民开辟建房审批绿色通道；对于
暂时没有建房意愿和需求的村民，由
镇、村、四邻三方出具证明，建立完善
的房屋档案；对于产权不明晰的宅基
地，由镇、社区新村和自然村成立三级
工作组处理纠纷，逐个化解、逐步推
进。截至目前，堂邑镇共清理空闲宅
基、废弃宅院、残垣断壁400余处。

让闲置宅基地“活”起来

本报讯 （记者 刘敏） 玉米花生
间作，每亩增收800元；建设小麦全产
业链，打造23万亩优质麦种植基地。5
月24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聚焦‘六
个新聊城’”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高
唐专场），高唐县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
改革创新措施让人眼前一亮。

高唐县锚定争创全省现代农业强
县目标，有序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围绕打造粮油、锦鲤全产业链，投
资 1.1 亿元建设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项目。

高唐县大力推广玉米花生间作等
绿色高效种植模式，比单纯种植玉米
每亩可增收 800 元。清平镇东大新村
通过推广玉米花生间作种植模式，实
行规模化、标准化经营。该镇积极对
接上级扶持政策，投入100多万元，流
转土地1300余亩，充分利用地边、地沿
和村民田埂，新增可用耕地100多亩，
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

依托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项目，高
唐县在梁村镇、清平镇建立 4 个示范

方，带动推广玉米花生间作等新技术、
新模式。

高唐县还用好杜立芝党代表工
作室三级科技服务网络、“农技专家
当主播”等线上平台，助力科技成果
转化。

该县与科研院校共建科技平台，
引进前沿科技成果，健全了小麦全
产业链发展体系。2022 年，高唐县规
划建设中麦 578 等优质新品种种子繁
育基地2.4万亩、种植基地23万亩。

“将改革创新贯穿乡村振兴全领
域全过程，积极向改革创新要动力。”
高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吕
兴忠表示，高唐县将聚焦数字创新，打
造农村改革新高地，2022 年搭建高唐
县数字乡村综合服务平台，策划农村
宜居宜业、农业高质高效、农民富裕富
足三大板块服务功能，构建全方位的
在线服务和管理体系，真正做到一门
式服务、一体化监测、一盘棋调度、一
张图指挥，着力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
数字乡村示范典型。

高唐县

玉米花生间作每亩增收800元

■ 刘小希 王圆圆

5 月 21 日，沿东昌府区广平镇
046 县道前行，便到了大石庄村。路
旁，一排排白色的钢架大棚排列有
序，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发光。

“这些棚里的羊肚菌全卖完了。”
说话的，是这几座大棚的负责人刘
刚。谈及前不久的丰收场面，他笑容
满面。

羊肚菌是一种极为珍贵的野生
菌，也是与松露、松茸、牛肝菌齐名的
世界四大野生菌之一，有“素中之荤”
的美称。刘刚介绍，羊肚菌自从开采
以来，销售订单不断，每天都有新鲜

采收的羊肚菌发往广州、上海等地，
聊城本地的订单也日渐增多。

羊肚菌种植季节为每年11月中
旬至12月底，收获季节为次年2月至
4月初，3月为盛产期。刘刚所包的大
棚中，有8座种植羊肚菌。采收结束
时，他算了一笔账：8座大棚共产2000
余公斤羊肚菌，虽受疫情影响，羊肚
菌采购价有所下降，但最后还是赚了
不少，“对于我们来说，种羊肚菌的底
气很足！”

这种底气从何而来？
实际上，刘刚从事蔬菜种植产业

已有不少年头。在一次外出考察时，
他瞄准了市场需求，计划发展羊肚菌

种植。这时，广平镇推出的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为他提供了“东风”。

2020年，广平镇利用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在全镇建设了多座冬暖式果
蔬扶贫大棚、高标准保温拱棚，并创
新推出“建棚—租棚—分红”的模
式，一方面为农民创业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分红收益用于扶持脱贫
户。大石庄村共建设 8 座冬暖式果
蔬扶贫大棚，现已全部用于羊肚菌
种植。

大棚的后期管护十分重要。“羊
肚菌属于低温菌种，单胞繁殖，对湿
度和温度都有要求，种植条件十分严
苛。”刘刚介绍，“种植羊肚菌期间，我

们聘请专家定期指导，广平镇党委、
政府时常过来了解我们的需要，帮着
一起解决问题。”

在多方关心下，“以稀为贵”的羊
肚菌，在广平镇“安了家”。不少周边
农户听说后，纷纷到这里学习羊肚菌
种植经验，拟引进这项种植技术。为
了提高大棚效益，当下，刘刚又接茬
种起吊蔓小西瓜，通过组合种植提升
收入。

“实际上，我种大棚也不光是为
了自己，一想到咱本地的脱贫户也能
因为大棚受益，我的干劲就更足了！”
刘刚说。

羊肚菌“安家”记

■ 本报记者

岳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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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茌平区乐平

铺镇常海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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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的香瓜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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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怀玉在大棚

内 正 忙 着 吊

秧、掐尖打杈。

常海子村是远近闻名的果

蔬种植专业村。从上世纪 90 年

代开始，该村村民就种植香瓜、

黄瓜等作物。2012年，常海子村

成立了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我家建了4座大棚，有3棚

香瓜、1棚黄瓜，这两年大棚的效

益还不错，一座棚每年能挣2万

多元钱。”吴怀玉说，香瓜产量

高、价格贵，近几年他尝到了种

植香瓜的甜头。

“香瓜还没成熟，外地客户

就来电话要上门收瓜了，现在的

市场价在每公斤6元左右，今年

又能有个好收成。”吴怀玉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瓜果

产业发展起来后，村民腰包鼓了

起来，常海子村的村容村貌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富裕起

来的村民相继搬进了二层“洋

楼”，购买了小汽车。

“这些年，我们村硬化路面、

修建下水道、种植绿化树、建设

广场……发展果蔬产业，让大家

的生活越来越有奔头，我们的日

子，就像这香瓜一样香甜。”常海

子村党支部书记常凤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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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琪） 5月18日，
聊城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组织农
业技术专家团队到阳谷县七级镇周堂
村，为该村种植户讲解大棚蔬菜高效
生产关键技术，为群众送去科技大餐。

“芹菜是喜阴作物，要注意遮阴。
棚内芹菜再有20天左右就可以采收，
要注意防止虫害发生，目前芹菜苗已
遮住地面，水分蒸发较少，尽量少浇
水，以防棚内湿度过大而增加病害发
生……”在种植户田怀春的大棚里，高
级农艺师陈举新就芹菜栽培技术、田
间管理等进行了现场指导。

“原来种大棚都是凭老经验、老方

法，今天听专家这么一讲，让我学到很
多关于大棚蔬菜的种植技术，很实用，
希望专家常来我们这儿指导。”田怀春
高兴地说。

技术专家针对种植户在农业生产
中遇到的播种、育苗、温湿度管理、肥
水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同时向种
植户发放了相关生产技术资料。

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定期组
织农业技术专家走进田间地头、蔬菜
大棚等开展种植技术培训，帮助农户
掌握实用技术，增强职业技能，为乡村
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聊城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农技专家为群众送上科技餐

5月20日，茌平区冯官屯镇郝家庙村，游客正在大棚里采摘甜瓜。
冯官屯镇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推行“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发展模式。目前，通过特色典型先行示范，已形成多

个乡村产业发展片区，带动了1000余户农民增收致富，高质量打造了乡村特色产业样板。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 本报记者 李政哲

“绿叶丛中点点红，恰是红玉满
枝丫”。5 月 25 日，在度假区朝晖果
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樱桃园内，成熟
的樱桃挂满枝头，在阳光照射下更显
晶莹剔透、娇嫩可人。“这些樱桃都订
出去了，每公斤价格在30元左右。”看
着一个个像“小红灯笼”一样的樱桃，
合作社负责人汪之亮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

不远处，十几名妇女正提着桶忙
着采摘樱桃。“一小时8块钱，当天摘
当天结算工钱。现在是摘多少商贩
就要多少，当天就拉走，基本上没有
存货。”63岁的朱老庄镇观堂村村民
高月兰忙得不亦乐乎。

朝晖果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有
100亩樱桃，以“美早”“红灯”等成熟
早、单果重、色泽好的优良樱桃品种

为主。这里土壤肥沃，灌溉条件好，
使用的是有机肥，浇的是深井水，樱
桃品质佳、口感好，售价也比普通樱
桃高出许多。目前，这里的樱桃已经
获得绿色食品标识。

虽然樱桃销售不错，但还有些
美中不足。“4月份盛花期时，有几天
30 多摄氏度的高温，影响了樱桃授
粉，产量比去年减少一半，亩产量大
约500公斤。还好价格上去了，就拿
这个‘红灯’品种来说，每公斤价格
在50元左右，是去年的两倍多，这样
每亩能比去年多收5000元。”汪之亮
说。

跟着汪之亮走在樱桃园中，记者
发现有一部分樱桃还未“红透”，正
在接受“水龙”灌溉。“这些品种是‘美
早’，浇完最后一遍水，等到6月上旬
就能红得发紫、上市销售了。”汪之亮
说，“美早”个大，酸甜可口，价格比

“红灯”要高出不少，每公斤能卖到40
多元。

记者发现，有些树垄之间已经打
上了一排排铆钉，细问之下，汪之亮
道出了缘由。原来，他打算把其中的
40亩樱桃扣上大棚，采用温控技术和
人工授粉，让樱桃在4月中下旬就进
入采摘期，提前一个多月上市，既满
足市场需求，也能错开露天樱桃成熟
期，从而卖个好价钱。等到5月底，60
亩露天樱桃进入采摘期，将“接棒”大
棚樱桃上市销售，到那时全年将会有
4个多月的樱桃销售季，产量、销售收
入都能更上一层楼。

“1000只鸭苗也选好了，6月底就
能到位。大棚里种植樱桃、林下养
鸭、加上区里为我们进行技术指导，
有了这些‘门路’，想不增收都难。”谈
起下一步发展，汪之亮信心满满。

又见樱桃红满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