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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南村，自己摘大草莓

10块钱一斤的萝卜，您见过吗

丁家柳林草莓采摘园开园暨青岛市乡村旅游合作社举行揭牌仪式

平度市仁兆镇
“水果萝卜”
成为冬季抢手货！

仁兆
镇的水果
萝卜“翡翠
绿 ”和“ 满
堂红”。

正在
采摘草莓
的游客 。

□半岛记者 李珊 通讯员 宗绪昌
胡群 崔晓明 报道
本报讯 2019年1月5日，丁家柳
林草莓采摘园开园暨青岛市乡村旅游
合作社揭牌活动在南村镇举行。
青岛市
派驻南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青岛市
科协副主席徐冰，
青岛市粮食局副巡视
员于广青，青岛市粮食局人事处处长李
世训，青岛市科协科普处处长任学宝，
平度市旅游局局长高明江，南村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乔宁，南村镇人大主席郝
大军，南村镇宣传委员崔晓明，南村镇
党委委员胡群出席活动。
采摘基地位于南村镇丁家柳林村，
距青新高速郭庄出口1500米，距南村
镇政府10公里，距大沽河5公里。合作
社现有土地二百余亩，以生态观光采
摘、水果蔬菜认知、休闲娱乐亲子旅游
为特色的农业生产，近日被评为青岛市
乡村旅游合作社，南村日益成为青岛市

民近郊休闲游的新选择。
“ 这四亩来地
我们不添加膨大
的大棚种的都是甜宝，
剂、色素，无公害、无催熟剂，大家尽管
放心吃。”草莓采摘园的负责人张爱珍
说到
在开园仪式结束后，游客们纷纷进
入到大棚中体验采摘环节。
“ 我们专门
从青岛来这边摘草莓，不过，这个草莓
确实好吃，随摘随吃，不用担心农药。”
刘文娟开心地告诉记者，
这是他和老伴
第一次来南村摘草莓，以后还会带着家
人和朋友再来体验的。
据了解，基地全年可以进行采摘和
农事体验，其中，1～ 5月份可进行富硒
草莓采摘。6～ 9月份，可进行西红柿、
黄瓜、有机蔬菜采摘，还可进行麦田创
意写生等田野文化，9～ 10月份可以来
此体验挖地瓜、挖花生、拔萝卜及梨园
采摘等，11～ 12月份可进行大棚富硒
草莓采摘等农事体验。

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半岛记者 王晓伟 通讯员 冯广
顺 宗绪昌 报道
本报讯 从2018年10月开始，张
建波口腔诊所为平度市65位各级劳模
实行口腔健康义诊，开展“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为主题的公益讲座、检查、
护理、治疗等系列义诊活动，一直持续

□半岛记者
崔汝平

王晓伟

李珊

通讯员

入冬以来，
在青岛平度市仁兆镇有
一种萝卜卖得火爆，每公斤20元，客户
遍布全国，
这是青岛锐阳蒜苔合作社的
董事长吕仁智引种的500亩水果萝卜，
集潍坊萝卜和天津沙窝萝卜的优质基
因，
形成
“脆甜多汁，
爽口甜心”
的口感，
备受各地市民的青睐。
“我栽种的水果萝卜亩产约2000
公斤，每公斤价格卖到20元，刚一上
市，
线上线下客商纷纷订货。”
据吕仁智
介绍，他种植的水果萝卜分“翡翠绿”和
“满堂红”两大系列，
是农科院专家培育
粗蛋白
的新品种，
颜色艳丽，
风味独特，
含量高达13 . 66%，糖度达到9 . 8，高出
普通萝卜一倍多。尽管水果萝卜价格比
普通萝卜价格高出10倍多，但丝毫没
影响到水果萝卜的销路。

“以前大家种的都是普通萝卜，
品质
虽然也很不错，
但是价格偏低，
农民的收
2012年一个偶然的机遇，
我
入提不上去。
得知农科院的专家在培育一种新型的水
果萝卜，赶紧引进试种，经过几年的摸
索，
终于摸清水果萝卜的
‘脾气秉性’
。
”
“2018年，
选择水质、
地力条件好的
地块，
一下子流转500亩，
按照科学配方、
绿色种植标准，全部种植水果萝卜。”吕
仁智说，水果萝卜的种植时间与普通萝
卜不同，
水果萝卜是晚种晚收，
晚收是为
了提高萝卜品种，萝卜经过立冬后的几
场严霜，叶子上的营养成分会被萝卜充
分吸收，
萝卜的密度比普通萝卜高出1.2
倍，营养也更加丰富。眼下，合作社的水
果萝卜不仅注册了商标，还被认定为农
业部绿色农产品。参加青岛国际农产品
展销会、广交会成为抢手货，现在，通过
阿里巴巴、
京东等电商平台，
每天至少售
出上百单，
价格也非常可观。

平度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推出网上预约服务
到2019年5月。口腔健康直接或间接
影响全身健康，口腔疾病会加剧全身
疾病危害全身健康，影响生命质量。此
活动增强劳模口腔保健意识和预防牙
齿疾病，使每一个劳模了解自身口腔
健康状况，达到有病早治，无病预防的
目的。

“档案史志文化+”作用助力乡村振兴
平度市档案局开展送书下乡活动

□半岛记者 郭巧玲 通讯员 刘晓
佳 报道
本报讯 为推进不动产登记便利
化，努力提高窗口办事效率，平度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积极发挥网络平台作
用，开通了网上预约平台并大力推行
网上预约服务，以方便市民更高效地
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
办事群众、
机构可通过登录青岛网
上 房 地 产 网 ( h t t p : / /
www.qdfd.com.cn）或使用手机APP
关注青岛不动产登记两种方式进入预
约系统，预约登记事项，预约时间为10
个工作日内。办事群众预约成功后，于
约定时间带齐材料，凭短信通知和身

份证件到取号窗口领取预约号，直接
到相应窗口办理登记即可，基本可以
实现即到即办。该举措一方面节省了
办事群众取号等待的时间，另一方面，
也方便了工作人员错峰为其办理登记
业务，极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自平台开
通以来已为预约群众办理登记380余
件。
此外，为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
举措，平度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积极探寻
便民服务新途径，在积极推行网上预
约、EMS寄证到家等便民措施的基础
上，中心将进一步设立自助查询、打印
住房信息等服务，让市民办事更简便、
更顺畅。

着旗袍齐聚一堂，展风姿笑语盈盈
平度市
档案局为云
山镇西宋戈
庄 村 送 上
《平度市志》
等书籍 。

□文/图 半岛记者 李珊 通讯员
李丰宝 陶希华 报道
平度市档案局先后
本报讯 近日，
到蓼兰镇许家村、云山镇西宋戈庄村，
将青岛市史志办出版的《青岛市志》和
平度市档案局、史志办多年来出版的
《平度市志》
《平度大事记》
《平度概况》
等优秀传统文化成果赠送给该村，
丰富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全
村史馆的藏书，
市开展的“知我平度 爱我家乡”
“美丽
乡村建设”活动。
近年来，平度市档案局通过挖掘整
理地情资源，深度挖掘特色农产品、地
方特色文化、
历史名人典故等地情资料

信息，
为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及项目建设
提供论证。同时通过志书、年鉴等史料
编纂，厚植本土文化；通过影像、音像、
文字等载体生动讲述乡村故事，客观记
录乡村变迁，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
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
据悉，下一步，平度市档案局将进
一步加强对本地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
值的挖掘和阐发，充分发挥“档案史志
文化+”作用，努力形成本地的地方档
案史志文化特色，贴近百姓的衣食住
行，让老百姓感受到档案史志文化的魅
力，融入百姓精神文化生活。

□半岛记者 郭巧玲 报道
本报讯 1月5日晚六点半，由平
度市旗袍文化协会主办的第三届旗袍
文化节暨女王年终颁奖盛典在平度市
宏川家傲大酒店内盛大开幕。百余名
佳丽身着旗袍、脚踩高跟鞋齐聚一堂，
共同演绎中华民族传统服饰旗袍的优
雅与魅力、展示女性的自信与美丽。
“我们从一个半月前就开始筹划
举办这场晚会，今晚的旗袍走秀表演、
舞蹈表演等都是我们协会自己精心编
排的，协会的姐妹们积极性都很高。”
平度市旗袍文化协会的会长高美玲笑
着说。话音刚落，8名身着紫色旗袍，手
持印花纸伞的佳丽们便迈着婀娜的舞
步走上台去。台上节目精彩，台下掌声
雷动，当晚的这台表演，给到场的嘉宾
和佳丽们一场独具特色的视听盛宴。
“其实这算是我们自己协会的一
场聚会，协会的成员们很少有这种机

会都聚在一起，正好趁着这场晚会大
家聚一聚。”艾祥花女士说，艾祥花是
平度市旗袍文化协会的会员，她笑了
笑继续说：
“ 今晚到场的除了邀请的一
些领导嘉宾，大部分的人都是我们自
己协会的姐妹们，下面这些围着桌子
坐的都是我们协会会员们，还有少部
分人带了家属。”半岛记者看到，在舞
台下方还摆了许许多多的桌子，每张
桌子都围坐满了人，桌子上还都精心
布置了鲜花、红酒杯、甜点及水果。据
高美玲会长介绍，当晚到场的人员近
200人。
据了解，此次活动除了有精彩的
演出外，还准备了观众抽奖及旗袍美
人的评选活动。
“ 这次活动可以给协会
的姐妹们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旗袍
协会众多佳丽优雅自若地登上舞台，
绽放属于她们自己的精彩。”高美玲会
长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