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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5日，农历正月初五。早上
八点，赵建亭忙着给大棚揭棚。“小葱
大棚里温度不能超过25度，超过了
25度小葱就不生长了。”现年52岁的
赵建亭，是滨城区市西街道堤东赵村
禾瑞农业合作社的理事长。“我们村
有种植小葱的传统，我自己就种了30
多年了。”赵建亭说。

“由于年前阴天多，气温低，今年
的小葱长势不太好，往年初四初五就
开始出葱了，可看今年的天气，估计得
初十以后了。晚一点没事，可这客户
催得紧，从初三到现在，每天都有客户
要小葱。”看着大棚里还未成熟的小
葱，赵建亭有些无奈地说。

赵建亭的大棚里，辣椒、豆角、黄
瓜、西红柿、粘玉米、小葱按季节种
植，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的蔬菜就在
这一个个大棚里茁壮成长。“我和媳
妇一年到头就住在这里。今年腊月
二十七给工人们放假了，可这一棚棚
的小葱得照看，离不开人，所以我们
今年也没去老人那边过年。”赵建亭
说。从农历七月十五种上小葱，到次
年正月里小葱收割，这期间的每一
天，都需要按部就班地完成“两个小
时揭棚、两个小时盖棚”的工作，风雨
无阻。

堤东赵村地处黄河滩区，沙土土
质中和、黄河水质优良，有着小葱生
长得天独厚的优势。小葱又名“香
葱”，堤东赵村已有40年种植历史，最

初是露天种植，后来发展为小拱棚种
植，因为技术限制和气温影响，小葱
的产量非常低，质量也不高，种出来
的小葱只能到附近的农贸市场上去
售卖。

2016年，赵建亭承包了村里位于
黄河滩区的50亩土地，摸索着搞起了
高品质小葱种植园。他多次外出学
习先进的种植技术，结合种植园的实
际情况，确立了绿色种植的思路，将
当时产量低、温控性差的小拱棚改为

钢结构式大棚，不但提升了土地的使
用率，而且让温控更得心应手，当年
的亩均效益和总产量超出预期。但
也因为销路不畅，造成部分小葱滞
销，被当成肥料翻耕进地里。

看着卖不出去被白白扔掉的小
葱，赵建亭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找
到村“两委”，说出了“成立合作社，为
小葱找一条销路”的想法。在村“两
委”的支持帮助下，2017年12月，赵
建亭联合张小景、吴松松、吴曼、崔永

森等5个村民成立了禾瑞农业专业合
作社，赵建亭任理事长。

为拓宽销路，根据北方人对小葱
需求量较多的实际情况，赵建亭与合
作社的同伴兵分三路，一路去寿光、
一路去济南、一路去天津，他们进超
市、入农贸市场，详细介绍堤东赵小
葱的种植情况。在大伙儿的共同努
力下，当年堤东赵小葱就卖进了济
南、东营、天津等城市的蔬菜市场，
2018年春天，全村小葱出现了供不应
求的情况。

“赵社长，再没有货以后我们不
来了！”当年一位河北客商空车而归，
随口扔下的一句话，让赵建亭有了将
小葱产业做大做强的梦想。他和合
作社的同伴挨家挨户做工作，详细介
绍大棚种植的优势和效益，使合作社
成员从最初的5户发展壮大到72户。

在合作社的带领下，堤东赵村从
2016年20个小葱种植户发展到现在
120多个种植户，从原来的亩产1500
公斤到现在亩产2500公斤，种植小
葱的面积由原来的50亩发展到如今
的490亩。全村增收预计达到450万
元，平均每个村民增收5000元。

产量上去了、品质上去了，销路
也越来越宽广。“现在我们的小葱不
光在中国卖，还通过寿光的客户卖到
了俄罗斯，我们这也算是走国际化路
线了。”赵建亭笑着说。

黄河滩里种小葱 小葱卖到俄罗斯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田中岳 通讯员 董高峰

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人们
或忙着置办年货，或奔走在回家的路
途中，宽阔的公路也显得拥挤起来。
早上7:30，两辆道路公路养护车辆也
开始了上路例行巡查。

为落实交通运输部“情暖回家路”
公路交通服务提升行动，滨州市公路
事业发展中心多措并举全力做好春运
期间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安全保畅
工作，通过公路巡查、日常养护、隐患
排查、应急保障等多种方式“守护”市
民们的回家路。

道路巡查管护春节“不
打烊”，确保市民出行顺畅

“我们每天会对辖区内111.7公
里的管养路段进行巡查，对辖区内桥

涵、路面、长缓下坡、急弯等重点路段
进行筛网式排查，做到不留盲点、不留
死角，确保国省道路通行顺畅！”博兴
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组成员、副主
任王克峰告诉记者，按照市中心部署，
该中心全面落实安全保畅工作责任
制，全县4个养护中心提前制定春节
期间应急值班表，加大节日期间的养
护巡查力度，确保国省道道路通行顺
畅。

为确保春节期间国省道通行顺
畅，滨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提前部
署，共安排152名基层养护人员轮流
值班，遇到特殊情况全部上岗，81台
机械设备均处于良好状态，放于指定
位置，随时可以出动开展相关工作。
同时，重点对管养路段的特大桥梁、易

积雪结冰、事故多发路段进行检查，确
保大型桥梁、团雾多发路段、陡坡急弯
等重点部位交通警示、提示和指示标
志牌清晰、完善，及时维修更换公路隔
离网、示警柱，对里程碑、百米桩等公
路设施进行补缺粉刷，确保公路设施
齐全醒目。加强冬季公路安全管理，
全面细致排查隐患并及时整改。此
外，充分运用智慧公路信息指挥中心，
实行24小时值班，全天候监控管养公
路运行状况，强化公路保洁，倾力打造

“畅安舒美优”的通行环境，确保市民
出行顺畅。

各尽其责守护“出行路”，
确保应急处置“战之能胜”

在博兴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设施

维护与保洁中心，负责设备维护的张
希辉正在对铲雪车进行维修养护。“平
常都要检查几遍，这样到下雪时才不
会‘掉链子’。”张希辉告诉记者 ，为保
证除雪防滑工作顺利完成，中心的洒
布车、铲雪车等车辆机械都会定期保
养，确保道路应急处置及时、到位。

春节期间，全市10个普通国省
道公路驿站、1个服务区也充分发挥
服务车辆行人的职能，在为过往行人
提供休息、补水、就餐、充电、如厕等
服务的同时，还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在G205庞家公路驿站，记者看
到，驿站安排专门值班人员对进入
人员进行体温检测、登记备案，坚决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筑牢疫情
防控防线。

春节“不打烊”滨州公路人全力保障市民出行通畅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子强 通讯员 王颖 王昕光

受气温影响，今年的小葱生长得慢了些，但赵建亭不担心，“咱的葱品质好，不愁卖”。

2月3日，正月初三，早
晨五点，滨城区杨柳雪镇西
辛庄41岁的宋延国和妻子已
经来到黄瓜大棚里采摘黄
瓜。夫妻俩打开头灯，拨开
绿油油的黄瓜叶，小心翼翼
地摘下一根根绿莹莹带着露
珠的黄瓜。

经过两个小时的忙碌，
一筐黄瓜采摘完毕，宋延波
用小推车把黄瓜推出大棚，
送往离大棚不到500米的村
头黄瓜批发市场，前来拉黄
瓜的货车早已经摆上磅秤在
车旁等候。

说起一年种黄瓜的收
成，宋延国笑着说，自己家
种了三个大棚，已经种了14
年。每个大棚一亩多地，三
个大棚能让他家一年稳定收
入25万元左右。每年除了落
黄瓜蔓那四五天比较忙的时
候需要雇两个村民帮忙外，
从每年9月份种下瓜秧到来年
6月份，近10个月的时间都
是夫妻俩自己忙活。由于村
里从种到收都形成了一整套
成熟配套的产业链，种苗、
肥料、技术和销售都有专业
人员帮忙，现在种植黄瓜成
了西辛庄村民的当家产业，
家家户户通过种植黄瓜经走
上了致富路。

像宋延国一样，勤劳智
慧、坚韧不拔的西辛庄村
人，已经利用他们紧邻徒骇
河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在
这里发展了20多年的大棚果
蔬种植。该村有 219 户 746
人、1800多亩地，建起300
多个大棚，种植黄瓜、葡
萄、甜瓜等作物，大棚黄瓜
亩均收入达到了8至10万元。

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赵
福国介绍，为了让村民的收
益得到保障，2007年，村里
成立了滨城区辛庄蔬菜专业
合作社。自此，村委统一定
价并开通绿色通道，蔬果直
供银座、惠万家等大型商
超。全村一个价、市场规范
运行，村民只管专心保障蔬
果的好品质即可。此外，合
作社还统一提供种苗、化
肥、农药、技术服务，让种
植户更加省心。市区两级农
业农村局的技术人员也经常

来村测土质，实现测土配方
施肥。“苗好了、地好了、产
品品质好了、品种多了，西
辛庄以大棚黄瓜为龙头的蔬
果产业得到了稳定健康的发
展。”赵福国说。

从2017年开始，合作社
引导村民种植葡萄、甜瓜。
2018年 6月 1日，合作社办
起采摘节。2018年西辛庄村
接待游客7000人次，2019年
达到10000人次，2020年西
辛庄荣获“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称号。种大棚蔬果，
让西辛庄村民的腰包鼓了起
来，每户年平均收入达一二
十万元，并辐射周边大唐
村、小唐村、三河湖村及惠
民县胡集镇于家村等10余个
村。

回顾西辛庄20多年黄瓜
产业的发展历程，党建引领
是关键。多年来，西辛庄村
党支部一届接着一届干，坚
持念好“果蔬经”，走好果蔬
产业致富路。支部领办合作
社，实现了集体农户“双增
收”。合作社通过提供种植服
务、蔬果统一定价、直销大
型商超等方式，让种植户、
村集体收入实现跨越式提升。

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全
面提档升级，打造乡村振兴
示范带，是西辛庄蔬菜专业
村保持长盛不衰的又一成功
密码。西辛庄村在杨柳雪镇
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先后
借助扶持资金和自筹资金，
建设村庄生产路，实现与运
输主干道互联互通。2020
年，又新建高标准大棚 10
个，提高村集体收入4万元。
同时，该村以“走出去、请
进来”为思路，组织种植能
手外出学习先进技术经验，
邀请农技专家为种植专业户
提供技术支持；建立蔬菜批
发交易市场，大力举办“田
园风光 果香辛庄”采摘节，
成功打造了城市近郊的果蔬
采摘游品牌。

如今，西辛庄村现有高
标准蔬菜大棚316个，已经
发展成为“户户种大棚、人
人是专家”的产业大村，走
出了一条乡村产业振兴的特
色之路。

大棚果蔬种植
铺就西辛庄村致富路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郭刚通讯员吕思敏 赵新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