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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活动

3300 多多名名市市民民柿柿园园里里乐乐采采摘摘
张刚大篷车带领大家分享收获的喜悦

本报 11 月 7 日讯(见习记者 李文
平 王红星 ) 在齐鲁晚报《今日济阳》
创刊之际，张刚大篷车组织济南市民自
驾来到济阳县垛石镇柿子园摘柿子。在
徒骇河边的柿子园里，游客们采摘柿子，
分享收获的喜悦，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上
午。

近日，张刚大篷车一行 30 多人来到
了徒骇河北岸的 9 号柿子园。该柿子园
在今年的首届柿子王评选中获得了一等
奖。刚刚走进柿子园，自驾游客就拿上袋
子、塑料桶迫不及待地冲进了柿子林。

张女士是和儿子崔涛、儿媳侯女士、
孙女一块来的。一到柿子园，侯女士和 11
岁的小孙女就提着桶冲到柿子树下。小
孙女高兴地爬上了柿子树，往下摘柿子。
儿媳妇侯女士更是一个女汉子，爬树摘
柿子一点都不比男人差，而张女士和儿
子则在下面接柿子。张女士还不住地说：

“看我儿媳妇多赛。”崔先生也说：“来了
就是玩的，不爬树就没意思了。”

潘先生爬到树上一阵“狂扫”，记者
发现，他摘的柿子有很多都带着枝叶。他
说：“这柿子不光好吃，而且还好看。我要
摘点带枝叶的柿子，回去摆在客厅作装
饰。”潘先生告诉记者，摘下来的柿子放
上几天以后，不仅不会变质，而且味道会
更好。除了摘了许多带枝叶的柿子，潘先
生还摘了许多不带枝叶的，最终他总共
买下了 80 多斤柿子，满载而归。

垛石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金镜
柿园有 1000 余亩，正因为徒骇河畔多沙
壤土质，适宜种植柿子，才有了这口味出
众的金镜柿子。“现在，每逢金秋时节，丰
硕的柿子琳琅满目；城乡宾客纷至沓来，
采摘休闲，成为徒骇河畔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本报 11 月 7 日讯(见习
记者 李文平 王红星) 9

号柿子园占地 4 亩，年产柿
子两万斤，这些柿子都是抢
手货，不愁卖。据了解，柿子
园 80% 的柿子都是老客户
直接采摘。

9 号柿子园主人叫赵增
良，平日里都是老赵和老伴
两个人管理柿子园，中秋节
至农历十月中旬这段时间是
柿子的成熟采摘期，儿子赵
光钱、儿媳李萍都会从平阴

赶过来帮忙。老赵家的柿子
产量大却不愁卖，主要靠老
客户。

“我们家的柿子不愁
卖。”赵增良说，家里 4 亩地
的柿子园，柿子年产量能达
到两万斤。今年因为天气的
原因产量一万五，不过也不
愁卖。赵增良的儿子赵光钱
告诉记者，柿子的主要销售
渠道是老客户上门买，“一
些老客户会开着车直接过
来采摘。除了济南市区的客

户，青岛、滨州、北京的都
有，有些老客户一次能买
200 多斤。”

“去年有一个客户，一
进门就认出我来了，还直
接叫我名字。”赵光钱自豪
地说，除了这些自发来买
柿子的老客户，每年都会
有很多旅行团过来采摘，
多的时候一个团能有 4 0

多人。“柿子园 80% 的柿子
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卖出去
的。”

年产两万斤不愁卖，多是老客户上门

金灿灿的柿子摘到手里，市民心里乐开了花。 本报记者 李文平 摄

一亩柿子赚一万
相当 10 亩庄稼地

本报 11 月 7 日讯 (见习记者
李文平 王红星) 垛石镇镇政

府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算了一笔
账，一亩地种庄稼，一年也就能赚
1100 多块钱；而如果种柿子，可以
赚 10000 元左右。而且柿子树的维
护也比农田省事儿不少。

据了解，济阳县垛石镇柿子园
已发展到了 1000 亩，共有 70 个小
柿子园，在徒骇河北岸绵延数十
里，成为河岸一道靓丽的风景。

怎样吃到“脆柿子”？

高度酒里滚一遭
本报 11 月 7 日讯 (见习记者

李文平 王红星 ) 柿子虽好，
吃法却也非常有讲究。赵光钱的媳
妇李萍告诉记者，这些摘下来的柿
子很涩，不能接着食用，“要放几
天”。为了让柿子加快脱涩，最简单
的方法是把柿子单个摆开，中间放
一些梨子和苹果，或者把柿子和苹
果、梨等放到同一个箱子里封起
来。李萍教给记者一个吃“脆柿子”
的绝招，把柿子放在高度酒里滚一
遭，然后用塑料袋密封起来四五天
以后，即可享受香甜、干脆的“脆柿
子”了。

另外，柿子与螃蟹和酒不宜同
食。柿子与螃蟹同食容易导致腹
痛、呕吐或腹泻；而柿子和酒同食
则不利于消化。

相关链接

开幕式一天游客过万，累计接待 10 万人

垛垛石石镇镇原原生生态态乡乡村村旅旅游游获获省省城城市市民民认认可可

按照县委、县政府深化与省
会济南对接融合，把济阳建成省
会后花园，建设“两带一区”，打
造观光、休闲、采摘“三位一体”
近郊旅游品牌的决策，垛石镇立
足徒骇河生态休闲风景带，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成效日益显著。

“骇河秋色”作为“济阳新八景”
之一，已成为济阳旅游新名片。
今年，该镇借鉴以往经验，筹备
举办第五届垛石柿子文化节，按
照“文化性、互动性、趣味性、参
与性”原则，以“生态垛石镇，美
丽乡村游”为主题，准确定位发
展方向，积极拓宽宣传渠道，增
加活动人气，将垛石旅游推向新
的阶段。

“软硬结合”

提升旅游档次
发展旅游，“硬件”基础很重

要，它是留给游客第一印象的关
键因素。为此，该镇加大投入力
度，不遗余力改善徒骇河观光带
及柿园风景区的基础设施。

在金镜柿园修建金镜广场，
配套建设停车场、公厕等基础设

施，满足游客基本需求，提升了
服务水平和园区接待能力。在金
玉连波廊两侧铺设砖道，串起了
整片柿子园，取意“曲径通幽”。
同时，沿途设置石桌、石凳，供游
客休息和娱乐，极具田园气息。
坚持以文化为魂，着力提升柿子
节文化内涵。结合镇域特色历史
文化，以垛石文化名人或历史故
事为名，对 10 个精品柿园进行
了文化命名。精心制作宣传彩
页，使全镇旅游资源、亮点工作、
历史文化等图文并茂，吸引游客
了解垛石。

在“软服务”上下功夫，让游
客在开心的同时收获一份温馨。
为方便游客，该镇在金镜广场设
置了旅游咨询台，由专门人员为
游客答疑解惑，兑换活动奖品，
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

“以柿为媒”

拓展合作空间
柿子文化节的举办不仅让

人知道了垛石风光秀丽，更让人
嗅到了这片热土发展乡村旅游
的潜力。

在县旅游局的关心帮助下，
山东旅游规划院的多名专家到
垛石调研、考察，为发展乡村休
闲旅游出谋划策。当地积极招
商，对接洽谈项目；与安徽省皖
陵珍稀动物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接洽，拟在垛石胜源度假村西侧
投资建设“济北动物园”项目；就
徒骇河开发先后与山东大禹文
化公司、济南月亮湾都市庄园等
多次接洽；与济南皮划艇训练中
心积极洽谈，建设徒骇河训练基

地项目。
“垛石开发徒骇河旅游资

源，具备人文悠久、自然优越、交
通便利、区域集中四个优势。如
果徒骇河旅游能得到顺利开发，
将与济阳现有旅游资源有机结
合，澄波湖、海棠湾、徒骇河、金
镜柿园、动物园、胜源梨园自南
向北相互衔接，形成省城周边一
条新的特色近郊旅游路线。再融
入一镇一品特色农业，就成为富
有田园休闲元素的乡村旅游。”
对于垛石镇旅游发展前景，相关
负责人充满信心。

“以节会友”

增加旅游人气
为烘托节日氛围，增加旅游

人气，该镇先后组织了斗鸡斗羊
表演、吴桥近景魔术、柿乡寻宝、
浪漫相亲会等十余项文娱活动。
其中柿乡寻宝活动互动性较强，
深受游客喜欢。字谜竞猜、集报
花活动增强了活动的参与性，特
色表演为活动增添了娱乐性。各
项活动的成功举办，丰富了柿子
节内容，更为垛石旅游营造了声
势、增添了人气、提升了知名度。

据了解，本届柿子文化节已
累计接待省城及周边县区游客
1 0 万人，接纳自驾、骑游车辆
3000 余辆，省、市、县电视台、报
刊、广播电台、门户网站等 50 余
家媒体参与推介宣传，以柿为
媒，垛石镇原生态乡村旅游获得
省城市民广泛认可，形成较旺人
气。

(王新刚)

斗羊

金玉连波廊

长达一个月之久的济阳第五届柿子文化节已经接近尾
声，但每逢双休假日，徒骇河边游客依然络绎不绝。

“有旅游团到我们这里来旅游，有旅游学院的专家教授
来垛石考察旅游前景，周末有这么多游客来垛石自驾游……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搞原生态乡村旅游的发展思路是正
确的！我们对旅游产业的探索是成功的！只要大伙齐心协力，
就能为老百姓谋一条致富新路！”谈起成功举办五届的柿子
文化节，垛石党政干部认识高度一致。

热烈祝贺齐鲁晚报《今日济阳》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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