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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鱼20多年，遇到最好行情
淡水鱼涨价，记者探产地，养殖户热情高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褚思雨 康岩 公绪成
见习记者 路稳

批发价翻倍
养鱼户心情大好

5月31日，济宁市微山县两城镇新挑河
村的一片鱼塘里，几台增氧机在高速运转，
搅动着水花在水面泛起一层薄薄的白沫。

“今年3月份新投放了4万斤鱼苗，加上
去年存塘的七八万斤，总共约12万斤鱼苗。
以前一亩约投2000尾鱼苗，现在我增加到
5000尾，增氧就很重要了！”养鱼大户杜保
超最近心情大好。他养殖的草鱼、花鲢等淡
水鱼近几个月来价格节节攀升，用他的话
来说是“养鱼20多年来最好的行情”。

激发杜保超养殖热情的，是淡水鱼市
场的“火热”行情。以餐桌上常见的家鱼为
例，目前草鱼批发价大约在10—11块钱/
斤，往年的价格最高也就是5—7块钱/斤；
鲫鱼批发价约在10元/斤，也比往年同期翻
了一倍；鲢鱼往年批发价约7块钱/斤，现在
卖到每斤约12块钱/斤，也比往年高出许
多。

“按照往年经验，年后消费需求降低，
草鱼、鲫鱼等淡水鱼价格会呈现小幅下降
趋势。但今年价格却一反常态、逆市上涨。”
杜保超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养
殖户的角度来说，涨价的不光是淡水鱼，作
为源头的鱼苗也涨价了。

“这是草鱼苗，今年涨到了8块钱一
斤，往年才4块一斤。”有着20多年养鱼经
验的吴长海说，不仅是鱼苗涨价，鱼饲料
每吨也涨了300-500块钱，养殖户的养殖
成本明显增加，这也是鱼价上涨的原因之
一。

“后面几个月，鱼价还要涨！鱼苗、鱼饲
料涨价相比现在鱼的涨价都不算啥。”吴长
海说，今年投放的这批鱼苗要年底才能出
塘，尽管这批鱼苗上市已赶不上近期的高
价，但他和身边不少同行都对明年的鱼价
仍有信心。

原材料成本高了
鱼馆菜价小幅上调

5月31日12点左右，临沂市华东淡水鱼
批发市场。商铺老板刘立超正在和员工一
起给前来拉货的商户选鱼，“今年淡水鱼价
高得出奇，比去年涨了三分之二甚至一番。
今天早上来的都是鲤鱼，大概2万斤左右。
现在走了有7000多斤。今天价格在10 . 5块
钱左右。”

华东淡水鱼批发市场作为华东地区最
大的淡水鱼批发市场，每天有大量的鱼从养
殖场运至市场内，再辗转于附近各地的商超、
市场、饭店等。像鲤鱼、白鲢鱼、花鲢鱼、草鱼
这种市面上需求量大的畅销鱼类，也是华东
淡水鱼批发市场主要批发的种类。

“鲤鱼走货快，基本来多少走多少。往
年春节旺季时，一斤也就5至6块钱。今年价
格涨到每斤9至10块左右，最高的时候11块
多一斤。”刘立超说。除了鲤鱼外，白鲢鱼和
花鲢鱼价格也涨了不少。“往年价格基本在
7块一斤左右，现在已经涨到10块一斤。”商
户老板李新强说。

“像鱼的价格，完全是根据货量定的。
我们市场的鱼大多来自连云港的淡水鱼养
殖基地，一般鱼长到2斤半左右才售卖。目
前的状态是成形鱼卖完了，新鱼苗还没有
长成形，没有达到出售的标准，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市场上货量少，供不应求的情
况。货量一上来，价格会有一定幅度的回
落。”华东淡水鱼批发市场经理王玉龙说。

在临沂市兰山区齐鲁市场水产品区的
一家鱼行内，市民刘先生正在挑选着鱼箱
里的鱼。“我是比较喜欢吃淡水鱼的。鲫鱼
熬个汤还行，刺比较多，也不太常见，一般
也买得少。今天买的是鲤鱼，13块钱一斤，
价格比去年涨了不少。”刘先生说。

“鳜鱼、黑鱼、桂鱼等鱼种，这几个月来
身价可谓是‘翻了一倍’。”济宁市湖鲜鱼馆
总经理孙宜刚介绍，随着鱼类的采购价上
涨，饭店的鱼类菜品成本价也高出很多，菜
价在原基础上作了小幅上调。“就算不挣
钱，也不敢轻易涨价。”孙宜刚感慨说，由于

店里的顾客大多是回头客，对菜价的变化
十分敏感。他担心一旦涨价，很有可能损失
一部分老顾客。

退养还湖+休渔
抬高渔业市场行情

除了养殖成本提高，微山县渔业综合
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张保彦认为，南四湖
省级自然保护区内鱼塘退养还湖，使得全
县养殖面积大幅缩减，也是使鱼价上涨的
原因之一。

张保彦介绍，南四湖作为南水北调东线
工程的输水走廊和重要的调蓄区，其调水水
质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早日实现的关键要
素。2019至2020年期间，南四湖核心区、缓冲区
共完成18万亩圈圩鱼塘退养还湖，加之2012
至2018年，微山县对南阳湖、微山湖等县域内
湖泊全面开始清退网箱、网围养殖，共清退约
22 .85万亩。“2012年之前，微山县渔业养殖面
积约65.5万亩，退养环湖40.85万亩，养殖面积
约减少了60％。”张保彦说。

此前几年，因环保、鱼价低迷等因素，
造成不少养殖户转产或缩小养殖规模，导
致成鱼供应量也明显减少，进而推高了鱼
价。今年春节前后鱼价较高，养殖户基本将
成鱼清塘，春节过后重新投放了鱼苗，但鱼
类饲养需要一定周期，目前出塘的成鱼数
量不足，导致市场供应出现紧缺局面。随着
成鱼逐渐出塘，价格可能出现小幅回落。

为了保护自然鱼类资源，让长江干流
和重要支流除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外的天然水域休养生
息，农业农村部宣布从2020年1月1日0时起
实施长江禁渔计划。此外，我国大部分海域
自5月1日起进入休渔期，海洋捕捞产品供
给短期也有所减少。

“自禁渔政策发布以后，淡水养殖的鱼
类价格普遍上涨。现在供应市场出售的主
要就是淡水养殖场的鱼。”王玉龙说，目前
淡水鱼等多种养殖产品正处于投苗期，距
离产品集中上市仍有一段时间，短期内淡
水养殖产品供给难以显著增加，鱼价也就
涨上去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彭彦伟

经过多方寻找，日照市民牛欣欣
终于找到了孩子的救命恩人。5月21
日，她骑电动车带着11岁的儿子行驶
在路上，孩子吃冰块过程中被一冰块
卡在嗓子里不能说话，恰巧从此经过
的日照市中心医院职工安可富，通过
海姆立克急救法将冰块从孩子嗓子里
弄出，随后便离开了现场。

牛欣欣介绍说，5月21日中午11点
20分左右，她骑电动车带着儿子去百
货大楼，当时天气比较热，孩子吃着冰
块。当行驶到望海路与营子河路交叉
口时，孩子突然使劲用手拍她的后背，
说不出话来。“当时孩子很紧张，我更
害怕，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牛欣
欣说。

正在这时，下班路过的日照市中
心医院信息工程部职工安可富看到情
况后，赶紧上前询问，然后使用海姆
立克急救法，从后边抱住孩子，按照
平时培训的做法进行急救，反复做
了两三次孩子就把冰块吐了出来。
看到孩子还是感觉有些不舒服，安
可富让牛欣欣带着孩子去了隔壁的
中心医院。

由于当时走得急，牛欣欣没有来
得及询问孩子救命恩人的姓名。她连
续两天来到事发地寻找恩人，直到
第三天才再次遇到了安可富。当时
安可富并没有告诉她电话和工作单
位，牛欣欣就一直跟着他。“感觉这真
是件小事，不值得一提，也没想让她感
谢。”安可富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当天上午下班后他想把车停到
医院去，结果牛欣欣一直跟着他，最后
拍了车牌号。

“当时感觉他应该就在医院上班，
就想拍个车牌再去打听。”牛欣欣
说，直到5月31日上午她来到医院，
在一楼门诊大厅医生公示牌里寻
找，可没有找到，正在咨询门诊导医
过程中，恰巧医院办公室负责人从
此路过，加了牛欣欣微信后，中午查
到了是安可富的车。

“真是太感谢他了！孩子当时真
危险，后来才听说有黄金抢救时间，如
果救治不及时会非常危险。”牛欣欣
说，“现在只是确定了人，这两天我们
想当面去说声谢谢。”

安可富告诉记者，虽然他并不是
医护人员，但是在医院耳濡目染也学
了很多急救知识，没想到关键时候起
了作用。“建议大家都学习一下，关键
时候真能救命。”

男孩被冰块卡喉

路人教科书式急救

客户部：85196192 85196239
专刊策划中心：85193072
汽车事业中心：85196533
房产事业中心：85196379
健康民政新闻事业部：85193749
教育新闻事业部：85196867
财经新闻事业中心：85196145
产经新闻事业中心：85196807
风尚齐鲁全媒体中心：85196380
文旅全媒体中心：85196613
地方事业部：85196188
招聘、分类广告部：85196199
视频中心：82625465
互联网与科技事业部：85196382
大数据运营中心：85193193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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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对人体究竟有多重要
免费领取智能水质检测笔

人体大约70%由水构成，随着环
境不断变化，工业化学污染物成为
引发癌症的重要原因之一。发明人
任钦祖爱心捐献一万支智能水质检
测笔，可对家中的自来水、矿泉水、
净化水进行科学准确的检测。

水质检测笔市场零售价258元，
现在免费赠送。分文不收，只送不
卖，顺丰快递费7元自行承担。祝愿
天下人：远离污染，重视饮水安全，
为身体保驾护航。

拨打热线：400-666-9092
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181 5324 3187

地址：济南市青年东路7号2-603

最近，全国多地淡水鱼价格
一路上涨成为热门话题。5月31
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走访
临沂市水产市场及济宁微山县淡
水鱼养殖户发现，鲤鱼、草鱼、花
鲢鱼等淡水鱼类价格同比大幅上
涨，最高涨幅超过100%。专家分
析，这一轮鱼价上涨，成鱼供应量
减少是主因。短期内，鱼价仍将保
持在高位，随着成鱼逐渐出塘上
市，价格可能出现小幅回落。

临沂市华东淡水鱼批发市场，

工作人员帮顾客挑鱼。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公绪成 摄

2021年开学伊始，为推动“信
用校园”工作进一步做稳做实，通
过构建“信用共同体”评价体系，发
挥相互监督、相互提醒、相互学习、
相互影响的联动作用，乳山市西苑
学校从教师和学生两个层面建立
诚信档案制度。

完善“阳光”教师信用档案。根
据教师个人遵守职业道德规范、遵
守学校管理规定、履行职业信用承
诺等方面情况，建立教师守信失信
行为记录，为职业守信激励与失信
惩戒提供基础信息支撑，用于记录
教师信用考核项目，教师信用积分
由学校信用管理委员会收集整理，
每月公示后无异议将记录到教师
信用档案中，作为评选季度信用教
师和年度信用教师的依据。

完善“阳光”学子诚信档案。积
极探索学生信用管理方式，根据学
生在校遵守学校管理规定、参与志
愿服务活动、信用日常表现等，建

立学生信用档案，将信用记录与评
优选先、发展团员、贫困生救助等
挂钩，激发学生群体守信守诺自主
性通过“三级三星争三章”评价机
制，记录学生的诚信行为。三级分
别为：班级、年级、校级；三星为：文
明星、竞学星、特色星；三章为星光
章、月光章、阳光章。根据学生在纪
律、卫生、学习、比赛、特长发展等
方面先争“三星”，每获得三个“星”
可换取一个“星光章”，每三个“星
光章”可换取一个“月光章”，每三
个“月光章”可换取最高级别的“阳
光章”，“阳光章”获得者可享受推
荐参加市级“三好学生”“优秀
干部”评选和发展团员优先考虑
的条件。

学校还积极探索信用“进校
园”，将信用评价融入到学校办
学管理的各个环节，多维度打造
家校、师生、生生之间的“信用
共同体”。 （张素丽）

诚在西苑 信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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