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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本本报报报报粉粉粉粉丝丝丝丝走走走走进进进进一一一一亩亩亩亩良良良良田田田田有有有有机机机机农农农农场场场场
本本报报威威海海44月月2299日日讯讯

((记记者者 王王震震)) 44月月1199日日上上
午午，，齐齐鲁鲁晚晚报报··齐齐鲁鲁壹壹点点粉粉
丝丝节节活活动动，，邀邀请请本本报报5500名名粉粉
丝丝走走进进威威海海一一亩亩良良田田有有机机
农农场场免免费费采采摘摘草草莓莓。。粉粉丝丝
在在体体验验农农场场采采摘摘的的同同时时，，
感感受受农农场场新新鲜鲜空空气气和和宜宜人人
环环境境。。活活动动结结束束后后，，粉粉丝丝们们
带带着着自自己己采采摘摘的的新新鲜鲜草草莓莓
和和蔬蔬菜菜满满载载欢欢乐乐而而归归。。

44月月1155日日，，本本报报诚诚邀邀粉粉
丝丝前前往往一一亩亩良良田田有有机机农农场场
摘摘草草莓莓消消息息刊刊登登后后，，鲸鲸园园
街街道道北北门门外外社社区区和和花花园园社社
区区等等本本报报粉粉丝丝组组团团报报名名。。1199
日日99时时许许，，本本报报粉粉丝丝团团走走进进
一一亩亩良良田田有有机机农农场场，，工工作作
人人员员现现场场讲讲解解了了农农场场的的发发
展展和和有有机机蔬蔬菜菜种种植植的的科科普普
知知识识。。““在在创创建建‘‘菜菜大大总总管管’’
这这个个品品牌牌时时，，我我们们最最先先考考
虑虑的的就就是是生生态态环环境境，，这这里里
远远离离城城市市污污染染，，生生态态环环境境
优优美美，，良良好好的的环环境境为为优优质质
的的有有机机农农产产品品打打下下基基础础。。””
工工作作人人员员说说。。据据了了解解，，有有机机
农农产产品品生生产产有有严严格格的的环环境境
要要求求，，种种植植基基地地要要求求33年年内内
未未使使用用过过化化学学农农药药、、化化肥肥

等等违违禁禁物物质质，，另另外外，，种种植植有有
机机蔬蔬菜菜的的基基地地不不能能有有水水土土
流流失失、、风风蚀蚀及及其其他他环环境境问问
题题，，包包括括空空气气污污染染等等，，灌灌溉溉
用用水水应应优优先先选选用用未未受受污污染染
的的地地下下水水和和地地表表水水，，对对水水、、
土土壤壤、、空空气气都都有有严严格格的的检检
测测标标准准。。

一一亩亩良良田田有有机机农农场场总总
经经理理张张康康伟伟说说：：””22001188年年88月月
份份，，我我们们农农场场的的西西红红柿柿已已
经经取取得得有有机机转转换换认认证证证证
书书，，农农场场的的水水土土每每年年会会定定
期期送送到到第第三三方方机机构构检检测测，，
确确保保土土壤壤的的可可持持续续发发展展。。

““。。北北门门外外社社区区一一名名粉粉丝丝提提
出出‘‘有有机机蔬蔬菜菜种种植植不不能能用用
化化 肥肥 ，，土土 地地 的的 肥肥 力力 能能 够够
吗吗？？’’针针对对这这个个问问题题，，工工作作
人人员员说说：：““我我们们也也施施肥肥，，不不
过过施施得得是是自自行行生生产产的的有有机机
肥肥料料，，选选用用农农场场的的蔬蔬菜菜发发
酵酵制制作作成成的的酵酵素素，，做做到到00化化
学学危危害害。。用用农农场场现现有有鸡鸡、、
鸭鸭、、鹅鹅等等动动物物粪粪便便、、剩剩余余秸秸
秆秆和和蔬蔬菜菜废废弃弃物物等等。。将将它它
们们按按比比例例进进行行混混合合和和发发
酵酵，，去去掉掉有有毒毒有有害害物物质质，，保保
留留其其丰丰富富的的养养分分。。””有有机机肥肥
料料富富含含有有机机物物质质和和作作物物生生

长长所所需需的的营营养养物物质质，，不不仅仅
能能提提供供作作物物生生长长所所需需养养
分分，，改改良良土土壤壤，，还还可可以以改改善善
作作物物品品质质，，提提高高作作物物产产量量，，
促促进进作作物物高高产产稳稳产产，，保保持持
土土壤壤肥肥力力。。

因因为为农农场场不不使使用用农农
药药，，所所以以驱驱虫虫工工作作完完全全是是
人人工工进进行行，，在在草草莓莓大大棚棚内内，，
记记者者看看一一到到排排排排板板子子悬悬挂挂
在在草草莓莓之之间间，，上上面面已已经经粘粘
上上了了一一些些昆昆虫虫。。工工作作人人员员
介介绍绍，，这这就就是是粘粘虫虫板板除除此此
之之外外，，他他们们在在大大棚棚内内外外还还
安安装装了了杀杀虫虫灯灯，，诱诱虫虫器器等等
设设备备。。““你你们们看看，，这这有有一一只只
蟾蟾 蜍蜍 ，，赶赶 紧紧 给给 他他 拍拍 个个 照照
片片。。””现现场场粉粉丝丝呼呼喊喊着着同同
伴伴。。

在在草草莓莓大大棚棚，，工工作作人人
员员告告诉诉记记者者，，大大棚棚内内的的草草
莓莓分分两两种种，，一一种种是是白白草草莓莓，，
另另一一种种是是红红草草莓莓，，白白草草莓莓
从从甜甜度度上上比比红红色色草草莓莓更更胜胜
一一筹筹，，但但现现场场有有粉粉丝丝并并不不
认认同同，，认认为为还还是是红红色色的的草草
莓莓味味道道更更加加纯纯正正。。草草莓莓采采
摘摘结结束束后后，，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又又带带
着着大大家家前前往往蔬蔬菜菜大大棚棚体体验验
采采摘摘。。

本报粉丝团走进一亩良田有机农场草莓园体验采摘。
记者 王震 摄

菜菜大大总总管管：：良良心心种种，，干干净净菜菜
菜菜园园到到餐餐桌桌，，打打造造有有机机蔬蔬菜菜菜菜篮篮子子工工程程

本报威海4月2299日讯(记
者 王震) 威海一亩良田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菜
大总管”为运行主体，注册
资本4000万，“菜大总管”’
致力于通过提供健康有机
农产品来解决客户一日三
餐的食品安全问题，目前已
形成了“有机菜篮子”+“有
机面袋子”，+“有机散养鸡
蛋”的产品体系，同时向客
户提供“农场直供餐桌”的
家庭宅配服务。为确保从源

头把控产品品质，公司坚持
所有产品自主种植养殖，5
年，菜大总管一步一个脚
印，始终秉承着“良心种，干
净菜”的品牌理念，严格按
照有机标准种植。一亩良田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种植基
地达400多亩，37个种植大
棚，截止目前已经让更多的
家庭、中小学生、社会个人
吃上了放心安全的有机蔬
菜。

种植流程：以匠人之

心，植有机之田。这是一个
缓慢的过程，也是一个回归
原生有机生活的旅程。

1 .选地——— 农产品具
有鲜明的地域性，选水土灵
秀之地，植一方有机之田。

2 .晾荒——— 尊重土地
的灵魂，耐得住，等得起，3
年土地晾荒，让土地恢复最
原始的肥沃。

3 .整地——— 松土，修厢
面，以利根系伸展，浇水施
肥。每一个小细节，都是成
功的基础。

4 .施底肥——— 选用优
质大豆，炒熟发酵，搭配有
机肥旋碎入地，拒绝施用化
肥。你先成就地，地才能成
就你。

5 .选种育苗——— 不靠
经验靠科学，小范围内试种
甄选最优秀的种子和种苗
种植繁衍。

6 .覆地膜——— 人工铺
设地膜，给土地披一件保
温、保湿、防杂草的多功能
衣裳。

7 .人工除草——— 人工
除草，缓慢劳作，昂贵背后
是对自然地尊重，对健康的
坚持。

8 .防病虫害——— 粘虫
板，诱虫灯，无敌诱捕，运用
一切安全的物理生物措施
防虫治害。

9 .滴灌 喷灌——— 胶
水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以
130米深井水滴灌入田，节
约灌溉水源，防治土壤污
染。

10 .授粉——— 拒绝激素
点花坐果，只借自然之力，
以雄蜂授粉，访花不走回头
路。

11 .疏花疏果——— 尊物
竞天择，除畸形之果，把最
好的营养留给最好的果实。

12 .采摘——— 每棵蔬菜
都是自然成熟后采摘，拒绝
人工催熟。

13 .清棚歇地——— 一季
一歇地，待修整过后和土地
一起迎接新的生命和挑战。

有机鸡蛋基地依蔬菜
基地而建，形成一个互为供
养可循环的有机农场，散养
基地间呼吸新鲜空气，食有
机物谷物，山间虫草，所产
鸡蛋蛋黄大，香味浓，营养
远高于普通鸡蛋，而胆固醇
只是普通鸡蛋的30-35%。有
机小麦，精选优质麦种，为
客户提供完全自产的纯正
老麦子面粉神奇的长寿之
物——— 黑小麦，又送之雅号
益寿麦，它的横空出世给一
亩良田农场又增添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黑小麦开发
利用，使人们将一日三餐

“食黑”“补黑”健康益寿，增
添了新希望，注入更大活
力。跑山鸡，原生态天然散
养，每天运动量大，肌肉发
达，紧致多汁，生长周期长，
不使用饲料催长，在山林中
快乐成长。

健康之选，权威认证，
定期检测，品质保障源于所
有产品自主种养，种植基地
是国家级有机食品生产基
地。

菜大总管为您奉上配
送到家的有机食材，以新鲜
为食材佐欢笑为调料，温一
席回家吃饭的团圆。

1 .二人世界套餐
有 机 时 令 蔬 菜 5 种

(斤)，每星期配送1次，年度

配送52次，零售价：5200元/
年，会员价：3900元/年

2 .幸福之家套餐
有 机 时 令 蔬 菜 8 种

(斤)，每星期配送1次，年度
配送52次，零售价：8320元/
年，会员价：5900元/年

3 .高朋满座套餐
有 机 时 令 蔬 菜 6 种

(斤)，每星期配送2次，年度
配送104次，零售价：12480元
/年，会员价：8660元/年

4 .有机鸡蛋套餐
跑山鸡蛋30枚，每星期

配送1次，年度配送52次，零
售价：3900元，会员价：零售
价：3120元

5 .蔬菜套餐增值鸡蛋
卡

跑山鸡蛋10枚，每星期
配送一次1次，年度配送52
次(随蔬菜一起配送)零售
价：1300元，会员价：936元

6 .有机食材储值卡
充值2000元，可享受9

折优惠
充值5000元，可享受85

折优惠
选购方式：
1 .拨打订菜热线400-

0588-997人工下单
2 .登录官方微信公众

号选菜下单
3 .登录官方网站选菜

下单
4 .现场入园采摘

请提前一天预订，如遇特殊
情况，可提前拨打电话为您
改期配送。

公司地址：山东省荣成
市埠柳镇东张格村

公司电话：
400-0588-997
15562423519

粉丝展示自己采摘的白草莓。记者 王震 摄

粉丝走进有机蔬菜大棚体验采摘。记者 王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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