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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香香瓜瓜1144年年，，收收入入翻翻十十几几倍倍
邱尚泉：想把香瓜卖到更远的地方

济阳街道工业园区

又新签约俩项目

本报5月7日讯（通讯员 张新
华 记者 梁越） 近日，记者从济
阳街道了解到，一季度，在招商和项
目建设上，该街道新签约博然家具
和永启若汐服装项目两个，截至目
前工业园区入驻企业达13家。

据悉，济阳街道工业园区南邻
国道220线，西邻省道249线，距县城
两公里，距济南遥墙国际机场8公
里，是通往滨州、东营、商河、乐陵、
河北的必经之地，区位、交通、资源
优势明显，吸引吉玛数控、鼎鑫机
械、一诺润滑油等企业先后入驻。

今年，为进一步完善工业园区
基础设施，该街道投资100余万元积
极进行土地整理，在原池塘、窑厂地
旧址，新修一条长350米、宽9米高标
准框架路，路两侧规划建设4米宽绿
化带。目前框架路水稳层施工已基
本完成，将进行沥青铺设。

截至目前，济阳街道工业园区
已投入基础建设资金1500余万元，
建桥涵4座，四纵一横框架路2500余
米。近日，该街道新签约博然家具和
永启若汐服装项目两个，截至目前
工业园区入驻企业达13家。如今，济
阳街道规模以上企业达30家，中小
企业达600余家。

本报记者 张健

为给孩子挣学费

第一个建起瓜棚

十几年前的邱尚泉与很多
村民一样，家里主要以种植小
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农
闲时节就与同村村民三五成群
地去市里打工，虽然辛苦，但是
日子过得也非常充实，当三个
孩子都上学后，邱尚泉就感到
了生活的压力。

邱尚泉称，当时打一天零
工能挣四五十元，已经感觉不
少了，可是一直入不敷出。邱尚
泉经常与同龄人谈论起挣钱少
的问题，当邱尚泉一直迷茫的
时候，村里开始了“绿阳”香瓜
棚的建设。

据了解，邱尚泉当时长期
在外打工，听外地工友们说，种

植大棚也能有不错的收益，很
多地方都开始搞大棚，种植价
格高的经济作物，但是苦于手
中没有资金，就只好继续打工
勉强度日。

有一次邱尚泉在外打工时
听说村里要搞大棚，“听到这样
的消息我第一个同意了。”邱尚
泉说，在村镇的扶持下，经过努
力，他分到了一个25米长的“绿
阳”香瓜大棚，在技术员的指导
下，村民们开始摸着石头过河，
种起了“绿阳”香瓜。

已建三个香瓜棚

每年收益近10万元

邱尚泉在技术人员的指导
下，开始了“绿阳”香瓜的种植，
这一种就是14年的时间，经过
不断摸索，邱尚泉的香瓜经历
了四五个品种的更替，在含糖
量和口感上都有较大提高，现

在已经有很多固定客源。
“最初种植香瓜的时候，没

有那么仔细。”邱尚泉称，种植
小麦玉米习惯了，猛地一种高
温大棚有些不适应，每天的工
作量还是非常大的，早晚都要
进行对大棚进行控温，对于打
杈等也是要注意时节。

面对繁重的劳动，邱尚泉
一直坚持着，经过几年的摸索，
他的香瓜长势最好，不但孩子
上学的困难解决了，手里还有
些存款，于是邱尚泉就扩大了
香瓜的种植规模，现在已经有
香瓜棚三个，每年收益近10万
元。

如果种植小麦和玉米，每
亩地的产值每年约在1500元左
右，香瓜的价格明显高出粮食作
物很多。平均每亩地的香瓜棚年
收益在4万元左右，现在又到了

“绿阳”香瓜收获的季节，邱尚
泉又在合计着香瓜的销路。

想建香瓜采摘园

让更多人吃到香瓜

现在崔寨的“绿阳”香瓜已
经家喻户晓，邱尚泉的香瓜还
长在棚里，就应经被很多老客
户预订了。每到香瓜上市时，在
不是很忙的时候，邱尚泉都会
给有限的客户打电话，组织几
次采摘。

“组织采摘，是让更多的人
认识咱这个地方。”邱尚泉说，他
虽然只有三个棚，但是组织采摘
能让更多的人吃到“绿阳”香瓜，
慢慢地，采摘的人多了，崔寨的

“绿阳”香瓜也就更有名气了。
虽然年过半百，但是邱尚

泉一直怀揣一个梦想，他想与
村民们一起，建设“绿阳”香瓜
采摘园，在给农民带来更大收
益的同时，也让更远处的人们
能吃到“绿阳”香瓜。

仁风镇江家村

引进金蜜童西瓜

本报5月7日讯（记者 梁越）
近日，记者从仁风镇政府了解到，针
对仁风西瓜易裂的特点，江家村村
民引进金蜜童西瓜。据悉，金蜜童西
瓜皮黄瓤红，糖分较高，耐运输，基
本不会出现裂瓜，每斤价格约10元。

“我们所种植的小兰仁风西瓜，
皮薄肉汁甜美，可运输起来相当费
劲，西瓜头上有一点裂纹全瓜就裂
开了。”仁风镇西街村的郭女士说，
今年她种植了约2700个瓜苗，有600

余个西瓜裂开。“这些瓜都是到了八
九分熟时裂开的。”

郭女士称，西瓜裂开后其口感
和甜度并没有改变，价格却大大降
低了。“平常西瓜七八块钱一斤，裂
瓜却卖一块钱一斤。每天都能拾出
20多个裂瓜，我怕丈夫心疼，每天都
在他回家前将裂瓜卖掉。”

考虑到小兰西瓜皮薄易裂的特
点，江家村村民引进一部分金蜜童
西瓜。“这种西瓜皮黄瓤红，糖分也
比较高，耐运输，基本不会出现裂瓜
的现象，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损
失。”江先生称。

谈及金蜜童西瓜的销量，江先
生称由于该种西瓜价格约在10元，
每个西瓜达3斤以上，一个西瓜能卖
50余元，主要面向中高档消费者。
“产量还不错，种2000棵苗子能产
4000多斤西瓜，总收入还不错。”

本报记者 杨擎
通讯员 吴莎莎

带领村干部实地考察

自己带头种植枣树

“盐碱地，土质差，庄稼减
产，饿人家”。据了解，孙耿镇王
兴村有一片盐碱地，土质差收成
就不好，以往分地村民都怕分到
自己手上。2014年，在外打工的
村民艾亮回到家乡，在这片盐碱
地上引领村民开始种植果树。

问及艾亮回村创业的原
因，他说：“在异乡打工太受
气，不管你干得多好，只要老
板不高兴就会挨骂。我心中始
终有一个老板梦，为之再苦再
累也值得。”

“家人十分反对我回乡创
业，毕竟这投入大风险也不
小。我没有顾忌家人的反对，
承包了这片‘没有多大希望
的’盐碱地。”艾亮说，乡亲们
也认为这片土地没有希望，但
他始终认为是由于没有找到
适合种植的作物。

艾亮通过网络查到枣树
耐盐碱，于是先后两次带领村
支书和村民代表到沾化进行
实地考察、论证，并多次去购
买树苗，考察，学习栽种技术，
在自己承包的这片盐碱地上

全部栽上了枣树。
盐碱地里种植枣树存在

一定的风险，艾亮多次到农校
找专业老师指导，并长期聘请
一名技术人员对枣树的生长
进行监管，把栽培的这些枣树
苗看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枣树长
势茂盛，收成十分喜人。

如今，艾亮已承包120余
亩林地，种植50亩“爽果红”和

“金丝4号”、70亩“沾化冬枣2
号”，预计每亩可产3000余斤，
年收入近180万元。

普及种植技术带村民致富

成立合作社扩大产业规模

看到枣林的不断扩大，几位
村民也想试试。艾亮看到村民仅
三五家合伙购买树苗，不但增加
了运输成本，选苗品质也参差
不齐。于是他召集大家伙统一
采购，亲自帮着村民选苗。

种果树的乡亲遇到技术难
题时，艾亮会主动派出自己的技
术人员免费解决困难。“大家相
信枣树林能帮助他们致富，我打
心眼里高兴。”艾亮说，“大家刚
种枣树，对此并不十分了解，我
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共享给他
们，争取打出品牌。”

“今年俺家买了几十棵树
苗多亏了艾亮啊！”村民艾健

高兴地说，对于种果树他一窍
不通，本想买回树苗还得请个
专家给指导一下，结果艾亮从
买到种到维护全程都包了，他
们只是做点日常护理就行了。

据了解，随着种植枣树的
面积越来越大，种植户越来越
多，销路成了问题。于是艾亮
和村支书商议成立济阳县绿
之源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经
营的方式，实行统一的管理，
帮助村民找销路。

同时，园区建成后也可吸
引大量市民前来采摘、休闲，
为济阳县的乡村旅游项目献
出一份绵薄之力。

投入150余万引进石榴

每年有望收益100余万

枣园种植完成后，艾亮的创
业之路并没有止步。他又通过网
络查到泰山大红石榴具有适应
性强，寿命长，耐瘠薄、果实个大
等优点。于是艾亮和几位村民来
到泰安进行实地考察、学习技

术，并投资150余万元用于承包
土地和购买树苗。

近日，记者来到孙耿镇王
兴村，在村子的北头看到了正
在种植石榴树的村民们。

“这些石榴树大都是艾亮买
回来的，这一片有不少呢！”村民
艾女士高兴地指给记者看，种树
这个活挖坑最累人，艾亮就找来
一台小型挖掘机，既省了大家的
力又加快了速度，一上午大家就
种了几百棵。

如今树苗已种植大半，看着
一棵棵小树苗随风摇曳，艾亮高
兴地告诉记者：“如果树苗长势
良好，第二年就能结果，结果株
率90%，第四年可丰产，亩产达
300多公斤。六年后逐渐进入盛
果期，亩产达1000～2000公斤。”

“每斤以最低的市场价5
元每斤出售，每年可达收益
100余万元。”艾亮说，石榴成
熟后可以和枣一起进行观光
采摘，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
游玩。届时还将发展餐饮、住
宿一条龙服务的旅游生态园。

盐盐碱碱地地上上种种起起枣枣树树和和石石榴榴
孙耿镇王兴村村民艾亮引领村民种果树，为大家开辟一条致富路

2014年，在外打工的孙耿镇王兴村村民艾亮回到家乡，
引领村民种植果树，为大家开辟了一条致富路。近日，记者
来到果园内，看到村民们正忙着栽种新引进的石榴树种。
据了解，石榴树投产后，最低可实现收益100余万元/年。

江家村培养的金蜜童西瓜。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一台小型挖掘机正在挖树坑，既节省了人力又加快了进度。
通讯员 吴莎莎 摄

近日，崔寨镇的“绿阳”
香瓜大批量上市，家住崔寨
镇邱家村的邱尚泉，正在自
家的“绿阳”香瓜棚里忙活
着，对于种植了14年“绿阳”
香瓜的邱尚泉来说，“绿阳”
香瓜已经成为自己的事业，
他想将自己的香瓜卖到更
远的地方。

邱尚泉的“绿阳”香瓜五
一期间上市。

本报记者 张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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