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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

检检测测人人员员正正在在对对韭韭菜菜进进行行农农药药残残留留快快速速检检测测。。

本报 1月 8日讯 (记者 姜
萌 ) 8日，龙年春节的烟花爆
竹第一天开卖，虽然赶上周末，
但市民还是看的多买的少。不
仅市民不积极，不少商家首日
只搭棚不卖货。据悉，由于油
价、劳动力等成本的增加，今年
烟花爆竹的批发价格约有5%的
涨幅，但部分商家为销量考虑，
不愿涨价。

8日上午10时许，宁夏路的
零售商高洪岩将一周前从批发

商处进的 1万元的鞭炮和烟花
摆上架。“我昨天就在棚里睡
的。”下午2时许，高洪岩告诉记
者，他想讨“开门红”，已经连续
5年在销售首日就卖货了，但他
也承认，销售的情况却一直不
好，“前年一上午卖了近 1 0 0 0

元，去年8 0 0多，今年到下午才
卖了600多元钱。”据高洪岩称，
今年烟花爆竹的批发价格在 5

元到1000元不等，较去年有5%

的涨幅，开卖首日销售最好的

就是鞭炮和儿童烟花，多是家
长买给孩子玩。

与高洪岩不同，不少零售
商却并未开摊售卖。记者在宁
夏路、福州北路、台东、浮山后
等多家烟花爆竹零售点发现，
不少摊点还没开摊售卖，宁夏
路上的13家零售摊点中，仅有6

家开摊，其中有两家只是支架
搭棚，并不卖货。下午4时许，记
者在桑梓路上一家零售点看
到，工作人员刚刚开箱拆货。一

个约十三四岁的男孩缠着爷爷
买鞭炮，零售点的工作人员却
告诉他：“明天才开始卖，今天
只是搭棚。”

鞭炮开售首日，市民大多是
咨询种类和价格，不少摊主为了
销量不愿涨价。浮山后四小区某
摊位的老板李川忠称，由于油价
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很多货物
的批发价上涨，但为销量考虑，
他不打算涨价。“去年15块钱两
挂鞭炮，今年本该有5%的涨幅，

但怕市民接受不了。”
虽然不敢涨价，但有的零售

商仍看好今年的鞭炮市场。大尧
三路的零售商李老板今年在市
南、市北共有3个零售摊位，她告
诉记者，龙年新年虽然来得早，
但气温一直都不冷，过年遇上恶
劣天气的几率也低，所以她很看
好小年以后的市场，“销量大了，
就能把我们自行消化的部分挣
回来了，而且过了年，也有不少
市民买烟花。”

鞭炮开卖，
市民商家都不急
虽然批发价上涨，不少商家为了销量不愿提价

不打农药放心吃
安全韭菜周三上市
产销直通车将开进岛城30家超市和农贸市场

9日中午，记者跟随青
岛市商务局工作人员驱车
1 0 0多公里到达莱州市西
尹村，刚进入村子，就看到
成片成片的大棚。手拉手
果蔬合作社技术总监崔钦
礼介绍，该村近 4 0 0 0亩地
全部种植韭菜，其中作为
青岛安全韭菜种植基地的

土地有1200亩。据介绍，当
初选择此地经过了近三年
的调研，这里有近乎原生
态的弱碱性油砂质土壤，
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是生
产优质、好吃韭菜的理想
之地。更为重要是的，因为
这里不种植其他蔬菜或者
农作物，保证了韭菜不受

其他产品的影响。“有农民
把韭菜和其他蔬菜一起种
植，在其他蔬菜打农药时，
就会通过空气和土壤污染
韭菜，而单一品种的种植
解决了这个问题。”崔钦礼
说。

在离韭菜种植基地几
百 米 处 是 西 尹 村 的 人 工

湖，是大片韭菜唯一的灌
溉水源。该村村支部书记
崔先生告诉记者，湖面积
三百多亩，水深十米，湖水
清澈，几乎没有污染，每年
都会引来天鹅，已经成为
村子的一景。用无污染的
湖水灌溉，这也是保证韭
菜安全的重要措施。

在韭菜大棚内，合作社
农民苗先生正在割韭菜，他
告诉记者，以前为了防止病
虫害，会往韭菜上打很多农
药，有时候自家种的韭菜自
己不敢吃。加入手拉手果蔬
合作社后，种韭菜有技术人
员指导，不用农药，种出来
的韭菜非常安全。苗先生说

完，就把刚割的韭菜捋了
捋，放到嘴里吃起来。

崔钦礼介绍，韭菜好吃
但病虫害也多，尤其是韭菜
割了第一茬后，断面渗出汁
液，汁液散发的味道容易招
来害虫，农民没有技术指
导，遇到这种情况，就往根
上灌农药，由于农药从根部

渗入，所以根本无法清洗干
净，吃太多这种韭菜就容易
导致食物中毒。安全韭菜种
植则是采用覆膜技术，在完
全覆膜的情况下，在棚内挂
上趋避害虫的物体，使害虫
不接近，从源头上保证了韭
菜不施农药。

据介绍，安全韭菜生长

主要是靠有机肥和沼液，配
施适量生物肥，这种搭配不
仅满足韭菜对养分的需求
确保韭菜好吃，还能对有害
昆虫起到趋避作用。另外，
网膜结合技术配套生物化
感与趋避技术为韭菜创造
原生态环境，确保韭菜四季
无害化生产。

此次探访中，青岛市
商务局还带了菜篮子监测
中心的快速监测仪器，由
市南软件园配餐中心的检
测员王洪英现场对韭菜进
行抽检。她从割好的韭菜
里随便挑选了一束，然后
用纯净水将韭菜反复冲洗

了很多遍，随后，她把洗韭
菜的水用滴管滴到实验用
的药剂上。王洪英告诉记
者，要用纯净水冲洗50遍，
冲洗遍数多才能把农药残
留冲下来，而用纯净水是
尽量减少水中的矿物质等
影响检测结果。13分钟后，

检测结果公布，抽检韭菜
并无农药残留。

记者在实验室看到，每
批出场的韭菜除了快速检
测外，还会对特殊的38种农
药分别检测，每批韭菜的检
测合格证书都保留着。手拉
手果蔬合作社营销总监王

龙介绍，在韭菜计划收割前
的20天及准入上市的前一
天，合作社先按照国家标准
检测，合格者方可准入，并
同时保留样品7天，在进入
市场后，还会经过商务局的
抽检，多层检测保证了韭菜
的安全。

王龙介绍，冬天韭菜
生长周期为 4 5天，安全韭
菜预计于11日在青岛市30

多家超市、农贸市场上市，
覆盖市南区、市北区、崂山
区 、即 墨 、平 度 等 多 个 地
市。佳世客、家乐福、麦凯
乐等大型商场超市与抚顺
路蔬菜批发市场、华中蔬
菜批发市场、南京路农贸
市场等都有销售。届时，将
设立安全韭菜专卖窗口，

统一价格，挂牌销售。
安 全 韭 菜 是 封 闭 流

通，韭菜从地头到市场，全
部由合作社来负责。韭菜
加工后，由菜篮子专用车
送到市场。消费者如果在
食用韭菜后出现了问题，
就可以通过专卖窗口追溯
到是哪个农户种植的。下
一步，合作社还将健全二
维码追溯系统，生产和销
售一律实行标准箱、袋包

装。
崔钦礼介绍，一般韭

菜在 5月至 9月份是旺季，
到春节期间，则是节前割
一茬，节后割一茬，然后就
不再割了，而合作社的韭
菜通过覆膜技术，可以让
韭菜全年均衡生产，保证
市 民 随 时 吃 到 好 吃 的 韭
菜。

王龙介绍，目前，安全
韭菜是净菜上市，成本较

高，最小包装为 1斤装，价
格肯定会比市场上普通韭
菜价格高，不过上市前几
天会有优惠，让更多市民
都能品尝。记者了解到，目
前市场上普通韭菜价格为
每斤6元左右，临近春节普
通韭菜的价格则能达到 9

元、10元，安全韭菜价格可
能在每斤8元左右，做成礼
盒 的 韭 菜 价 格 则 更 高 一
些。

地头直供市场，韭菜进场全程封闭

现场检测：无农药残留

有机肥喂出无农药韭菜

清澈湖水种出放心韭菜

文/片 本报记者 孟艳

安全韭菜加工基地的工作人员正在对
韭菜进行去杂、去土、去烂加工。

高洪岩正在向顾客介绍鞭炮。 姜萌 摄

11日，青岛市商务局联合青岛市手拉手
果蔬合作社打造的安全韭菜产销直通车将开
进岛城30家超市和农贸市场。届时，不施农
药、吃有机肥和沼液长大的安全韭菜将走上
普通市民的餐桌。8日，记者到千亩韭菜基地
探访，揭秘安全韭菜是怎么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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