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市(002372-002703)(八)(4日)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简 评

002372 伟星新材 16.37 -3.88 继续维持弱势
002373 联信永益 11.92 -2.85 在小区间内横向波动
002374 丽鹏股份 14.87 -0.13 维持上扬格局
002375 亚厦股份 21.78 -10.00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376 新北洋 18.25 -2.61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2377 国创高新 7.11 -3.92 调整趋势明显
002378 章源钨业 22.48 -6.33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379 鲁丰股份 10.39 -5.55 回调空间较大
002380 科远股份 23.28 -3.68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381 双箭股份 18.85 -1.57 仍可继续看好
002382 蓝帆股份 10.14 2.11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383 合众思壮 18.78 -3.94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002384 东山精密 8.85 -3.07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2385 大北农 25.42 0.36 仍以上行为主
002386 天原集团 6.83 -2.84 围绕5日，10日均线运行
002387 黑牛食品 10.24 3.02 短线仍将强势，有机会
002388 新亚制程 8.02 -0.74 减仓，不介入
002389 南洋科技 13.00 -3.70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390 信邦制药 14.55 -2.02 回调空间较大
002391 长青股份 21.94 -2.49 有望维持上涨
002392 北京利尔 7.68 -4.24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393 力生制药 36.07 -1.39 整理格局仍将延续
002394 联发股份 12.60 -5.69 小区间内继续整理
002395 双象股份 14.16 -3.93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2396 星网锐捷 15.45 -2.71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397 梦洁家纺 12.33 -5.59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398 建研集团 21.24 -5.60 后市难有机会
002399 海普瑞 18.80 -3.93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400 省广股份 40.94 3.65 有望维持上涨
002401 中海科技 11.96 -5.15 不会有太大波幅
002402 和而泰 11.59 -2.44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403 爱仕达 8.64 -5.68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404 嘉欣丝绸 7.30 -4.33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405 四维图新 12.71 -0.63 仍可继续看好
002406 远东传动 8.16 -3.66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407 多氟多 14.57 -5.63 调整趋势明显
002408 齐翔腾达 17.06 -5.59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409 雅克科技 15.42 -2.65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410 广联达 21.35 -6.52 仍以上行为主
002411 九九久 11.13 1.18 仍应看淡
002412 汉森制药 22.90 -2.72 有望维持上涨
002413 常发股份 8.35 -4.46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414 高德红外 17.50 -1.07 维持上扬格局
002415 海康威视 34.72 0.70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2416 爱施德 7.11 -8.26 仍将围绕5日，10日均线运行
002417 三元达 7.00 -5.28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418 康盛股份 7.99 -4.99 后市难有机会
002419 天虹商场 11.11 -1.77 不看好
002420 毅昌股份 7.64 -7.95 仍将继续调整
002421 达实智能 19.30 -2.13 可以看好
002422 科伦药业 67.50 -1.99 仍可继续看好
002423 中原特钢 13.35 -1.84 可以看好
002424 贵州百灵 15.20 -3.49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425 凯撒股份 8.10 -1.10 维持上扬格局
002426 胜利精密 6.68 -3.47 延续小幅震荡格局
002427 尤夫股份 6.92 -0.86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428 云南锗业 24.68 -4.42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429 兆驰股份 14.21 -4.95 不看好
002430 杭氧股份 10.64 -6.67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431 棕榈园林 24.50 -9.86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432 九安医疗 7.85 -3.56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433 太安堂 30.96 0.03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434 万里扬 9.08 2.02 看多风险不大
002435 长江润发 10.82 -6.32 仍将继续小阴小阳整理
002436 兴森科技 17.51 -3.90 继续维持盘局，等待机会
002437 誉衡药业 26.25 -1.54 仍以上行为主
002438 江苏神通 13.98 -1.06 维持上扬格局
002439 启明星辰 16.63 -3.43 维持上扬格局
002440 闰土股份 19.68 -3.29 可以看好
002441 众业达 14.30 -6.17 有风险，应谨慎
002442 龙星化工 6.04 -0.98 可以看好
002443 金洲管道 8.77 -2.77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2444 巨星科技 11.29 -5.76 减仓，不介入
002445 中南重工 7.85 -6.44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446 盛路通信 11.45 0.00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2447 壹桥苗业 23.88 -2.57 可以看空
002448 中原内配 26.15 -5.53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449 国星光电 7.32 -2.66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450 康得新 28.80 -0.69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2451 摩恩电气 7.45 -3.75 有风险，应谨慎
002452 长高集团 12.03 -4.30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453 天马精化 10.00 -3.10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454 松芝股份 9.04 -5.44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455 百川股份 11.89 -0.59 仍可继续看好
002456 欧菲光 51.60 0.33 仍以上行为主
002457 青龙管业 11.01 -3.59 看多风险不大
002458 益生股份 10.44 -2.16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459 天业通联 6.64 0.30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2460 赣锋锂业 20.62 -4.49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461 珠江啤酒 9.04 -6.03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462 嘉事堂 8.97 -2.61 维持上扬格局
002463 沪电股份 5.08 -0.78 维持上扬格局
002464 金利科技 14.90 -3.31 回调空间较大
002465 海格通信 32.74 -1.56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2466 天齐锂业 38.50 -2.78 仍无明显突破方向
002467 二六三 17.18 -4.56 上下空间都不大
002468 艾迪西 8.83 -4.33 上下空间都不大
002469 三维工程 24.98 -1.85 仍可继续看好
002470 金正大 17.35 0.58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471 中超电缆 12.37 -2.68 不看好
002472 双环传动 7.67 -4.12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473 圣莱达 8.75 3.67 多方力量强大，可继续看好
002474 榕基软件 15.17 -5.31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475 立讯精密 33.68 1.91 仍可继续看好
002476 宝莫股份 10.71 -3.43 机会较小，不介入
002477 雏鹰农牧 17.68 -3.28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478 常宝股份 10.54 -5.30 调整仍将延续
002479 富春环保 16.91 1.99 可谨慎看多
002480 新筑股份 11.26 -1.75 继续维持弱势
002481 双塔食品 15.10 -0.53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482 广田股份 19.71 -10.00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483 润邦股份 8.47 -5.68 仍无活跃表现
002484 江海股份 13.17 1.07 看多风险不大
002485 希努尔 7.37 -4.90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486 嘉麟杰 9.18 -1.92 可谨慎看多
002487 大金重工 11.08 -5.70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002488 金固股份 8.22 -3.41 回调空间较大
002489 浙江永强 8.74 -4.27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490 山东墨龙 11.10 -4.39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491 通鼎光电 13.12 -2.09 仍可继续看好
002492 恒基达鑫 13.22 -2.51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493 荣盛石化 10.51 -6.16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494 华斯股份 13.64 -3.19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495 佳隆股份 5.99 -3.70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496 辉丰股份 18.65 -2.41 可谨慎看多
002497 雅化集团 12.54 -4.64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2498 汉缆股份 9.11 -3.70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499 科林环保 20.97 -2.24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500 山西证券 7.69 -5.64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501 利源铝业 20.88 -5.86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2502 骅威股份 9.39 -5.15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503 搜于特 25.00 0.12 有望维持上涨
002504 东光微电 9.66 -4.83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505 大康牧业 7.14 -2.46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506 ST超日 4.10 -5.09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507 涪陵榨菜 25.05 -1.49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508 老板电器 23.88 -9.99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509 天广消防 15.75 -2.17 回调空间较大
002510 天汽模 10.07 -3.27 股价窄幅整理，待突破
002511 中顺洁柔 21.76 -1.98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540 亚太科技 13.23 -3.29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541 鸿路钢构 12.23 -6.21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542 中化岩土 13.38 -3.81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543 万和电气 19.87 2.32 强势仍将延续
002544 杰赛科技 11.83 -4.90 维持微幅调整格局
002545 东方铁塔 13.22 -1.56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2546 新联电子 17.85 -2.57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547 春兴精工 11.73 -1.35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548 金新农 12.96 -2.99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2549 凯美特气 15.15 -0.39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550 千红制药 29.10 -1.99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2551 尚荣医疗 24.56 -0.77 维持上扬格局
002552 宝鼎重工 11.67 -2.59 维持上扬格局
002553 南方轴承 14.25 -2.40 上下波动都不大
002554 惠博普 12.12 2.02 仍以强势上行为主
002555 顺荣股份 10.82 -2.61 在小区间内横向波动
002556 辉隆股份 7.56 -0.13 不看好
002557 洽洽食品 22.40 -1.10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558 世纪游轮 23.85 -4.18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559 亚威股份 10.64 -1.12 可以看好
002560 通达股份 13.67 -2.43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2561 徐家汇 8.36 -3.69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562 兄弟科技 9.98 -3.76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563 森马服饰 20.91 -2.43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564 张化机 11.96 -6.12 调整仍将延续
002565 上海绿新 8.65 -5.26 上下都无太大空间
002566 益盛药业 17.03 -2.69 小区间内继续整理
002567 唐人神 14.94 -1.39 仍可继续看好
002568 百润股份 19.00 -0.52 可以看好
002569 步森股份 13.52 -4.72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570 贝因美 33.13 3.69 仍将缩量调整
002571 德力股份 26.70 -0.82 维持上扬格局
002572 索菲亚 25.83 -5.28 调整趋势明显
002573 国电清新 24.19 -2.54 维持上扬格局
002574 明牌珠宝 14.99 -2.35 可以看空
002575 群兴玩具 13.90 -1.07 看多风险不大
002576 通达动力 6.90 -3.36 维持上扬格局
002577 雷柏科技 13.15 -1.35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578 闽发铝业 10.55 -4.78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579 中京电子 6.66 -4.17 机会较小，不介入
002580 圣阳股份 13.90 -2.66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2581 万昌科技 18.28 -1.24 仍以上行为主
002582 好想你 18.60 -1.06 可以看好
002583 海能达 16.56 -3.44 上下无量，维持盘踞
002584 西陇化工 9.66 -2.33 看多风险不大
002585 双星新材 10.02 -4.21 调整趋势明显
002586 围海股份 19.26 -1.23 可以看好
002587 奥拓电子 14.78 -3.27 可谨慎看多
002588 史丹利 34.33 -3.49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589 瑞康医药 35.20 -3.30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590 万安科技 9.64 -4.17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591 恒大高新 13.41 -6.22 继续维持弱势
002592 八菱科技 14.70 -2.07 仍可继续看好
002593 日上集团 7.72 -3.74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594 比亚迪 25.03 -2.04 小区间调整
002595 豪迈科技 24.97 -1.15 仍将无量盘整
002596 海南瑞泽 16.11 -8.00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597 金禾实业 12.69 -3.13 回调空间较大
002598 山东章鼓 6.71 -6.55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599 盛通股份 9.33 -3.52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600 江粉磁材 11.61 -0.85 有望维持上涨
002601 佰利联 23.94 -7.39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602 世纪华通 7.75 -2.88 仍应看淡
002603 以岭药业 26.50 -0.23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2604 龙力生物 16.49 0.98 上涨趋势明显，守仓
002605 姚记扑克 23.55 -1.96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2606 大连电瓷 12.91 -5.63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607 亚夏汽车 9.21 -8.36 调整趋势明显
002608 舜天船舶 22.59 -5.48 有风险，应谨慎
002609 捷顺科技 14.32 -4.85 小区间调整
002610 爱康科技 6.28 -0.16 可以看好
002611 东方精工 9.26 -5.12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612 朗姿股份 26.23 -4.37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613 北玻股份 5.80 -6.00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614 蒙发利 10.06 -1.57 看多风险不大
002615 哈尔斯 13.10 0.08 维持上扬格局
002616 长青集团 15.83 0.57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2617 露笑科技 11.69 -6.41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618 丹邦科技 16.20 -1.58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2619 巨龙管业 11.70 -2.01 维持无量盘整态势
002620 瑞和股份 14.74 -7.00 调整趋势明显
002621 大连三垒 12.00 -3.38 仍应看淡
002622 永大集团 11.42 -4.19 有望维持上涨
002623 亚玛顿 18.60 -2.41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624 金磊股份 7.06 -5.99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625 龙生股份 8.50 -5.76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2626 金达威 13.58 -2.02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627 宜昌交运 10.09 -3.72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2628 成都路桥 10.10 -3.35 维持微幅调整格局
002629 仁智油服 16.06 -4.46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630 华西能源 23.88 -0.46 可谨慎看多
002631 德尔家居 10.87 -3.72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2632 道明光学 14.70 -2.65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633 申科股份 6.89 -4.57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634 棒杰股份 12.53 -2.34 在小区间内盘整
002635 安洁科技 55.48 -1.81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2665 首航节能 37.72 -3.55 维持微幅调整格局
002666 德联集团 17.48 -2.02 5日10日均线仍将缠绕运行
002667 鞍重股份 23.17 -5.81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2668 奥马电器 15.56 -3.11 仍将继续调整
002669 康达新材 12.00 -2.60 仍以上行为主
002670 华声股份 7.43 -3.76 将保持微幅波动格局
002671 龙泉股份 36.44 -4.93 微幅整理态势不变
002672 东江环保 69.10 -2.53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673 西部证券 13.94 -6.63 回调空间较大
002674 兴业科技 10.94 -3.01 维持横向整理态势
002675 东诚生化 22.76 -3.64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2687 乔治白 18.99 -3.95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2688 金河生物 28.73 0.70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2689 博林特 7.34 -1.48 股价窄幅整理，待突破
002690 美亚光电 26.30 -0.68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691 石煤装备 14.23 -4.18 减仓，不介入
002692 远程电缆 15.24 -4.21 维持低量整理态势
002693 双成药业 21.55 1.13 仍可继续看好
002694 顾地科技 17.98 -2.92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695 煌上煌 23.32 -4.15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2696 百洋股份 26.60 -5.14 调整趋势明显
002697 红旗连锁 16.82 -4.49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2698 博实股份 16.45 -1.50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2699 美盛文化 18.21 -3.40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2700 新疆浩源 41.99 -5.53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2701 奥瑞金 26.84 -2.08 围绕5日，10日均线运行
002702 腾新食品 26.36 -2.77 继续不看好
002703 浙江世宝 16.33 -5.72 调整仍将延续
本版数据及简评,不作买卖依据。
个股数据资料来源于山东神光启明星Level-2

家庭主妇租地当起农场主
城里人李芳莲在黄河岸边种菜养鸡养猪，还要帮助大学生“卖菜哥”

在济南黄河大桥东侧，黄河以南，有一片
被栅栏圈起来的土地，这里就是李芳莲的归
真农场。与大桥上车流穿梭的喧闹截然相反，
农场显得非常恬静，偶尔只有一台挖掘机发
出轰鸣声。

李芳莲年近50岁，老家在潍坊青州，两
年前随丈夫来到济南。“15岁之前，我在农
村种过地，之后便进入城市生活，尤其来到
济南，生活安稳，我当起了家庭主妇。”李芳
莲说，她不喜欢单调的生活，于是萌生了种
菜的想法。就在去年4月，李芳莲租了60亩
地，租期5年，自此埋下了农场梦想的种子。

“最初，因为对市面上的蔬菜不放心，种
菜只想留着自己吃，没想到越做越大，因为种
的菜基本上不打农药，算是返璞归真吧，所以
取名叫归真农场。”李芳莲说。

李芳莲坦率地说，种菜不是个容易活，不
到一年，她头发白了，脸也黑了，孩子的家长
会都不好意思去。“不过我喜欢这种忙碌的感
觉，而且操持农场能融入自己的智慧，这样比
较充实。”

不愿享福爱吃苦

开荒当起农场主

在归真农场，记者看到许多有编码
的木牌，李芳莲说，这是会员的“自留
地”。“虽然农场以种菜养殖为主，但是我
更想为居民带去快乐。”李芳莲告诉记
者，现在农场有近30个会员，会员一年交
1500元，可以获得30平方米菜地。

李芳莲的丈夫刘玉林说，现在李
芳莲很忙，因为她要负责会员菜地的
种植和养护，甚至还要给会员送菜。

“春天种菠菜和蒜苗，夏天有豆角和
茄子，秋天种萝卜和白菜，冬天可以
在大棚里选购，每个季节都有花样。”
李芳莲说。

“一些会员来了很兴奋，他们到

鸡棚里捡鸡蛋，抢着往自己菜地里
施肥，忙得不亦乐乎。”李芳莲告诉
记者，高投资换来信任，农场的顾客
大多是会员互相介绍的。

从去年10月起，在省城一所大学
工作的张先生就成了归真农场的常
客，在电话中，他对记者说，李芳莲的
经营思路符合大众需求，而且在同等
种植条件下，归真农场的菜也不算贵。

农场上挖掘机轰鸣，李芳莲说，
那是准备种树的坑。“我打算在这一
片种上樱花，旁边建上篮球场，我们
厨房还能炒个大锅菜，多恣啊。”李芳
莲憧憬说。

现在经营采用会员制

准备打造花园式农场

临近采访结束，李芳莲说，她前
段时间看报纸，看到本报曾报道过一
名大学生“卖菜哥”，“叫王玉朋，在燕
子山庄开了一家肉菜店，他和我一
样，选择了一份辛苦的工作。”李芳莲
说。

李芳莲告诉记者，她看过许多遍
王玉朋的报道，觉得一个大学生放弃
事业单位工作，选择开菜店当成创业
的起点，相当有魄力。“我想去看看
他，如果可以，也想帮帮他，我可以把

农场首家直销店设在他那里。”李芳
莲说。

随后，记者和李芳莲赶到燕子山
庄北门，王玉朋正好进菜回来，得知
李芳莲的打算，王玉朋很高兴，他对
记者说：“最近真是双喜临门，前几天
刚查到妻子怀孕，现在又得到销售绿
色蔬菜的机会，多谢李大姐。”

王玉朋告诉记者，他打算再租一
个房间，扩大规模，他说有好心人的
支持，他的创业梦想肯定能实现。

首家直销店代理人

选了大学生王玉朋

不到一年投资两百万

外甥辞职帮着她养猪

正值初春，一眼望去，与黄河相距不过
百米的归真农场非常壮观。“选址时，我往
东去过章丘，往南到过柳埠，最后发现这里
交通方便，没有污染，于是就定下来了。”李
芳莲说这里原来是一片杨树，如今被开垦
成了耕田。

“土地租金花了近50万，再加上耕种、打
理，前前后后已经花了近两百万。”李芳莲
说，“丈夫为减轻我的压力，对我开玩笑说，
就当给我在郊区买了一栋别墅，我觉得这比
别墅还实惠，别墅里面可不能种菜。”

李芳莲的农场里有八个人帮忙，为节省
成本，其中大多是她的亲戚。“整理韭菜地的
那俩人是我亲姐，我大姐以前就是种大棚
的，现在被我‘特聘’过来了。”李芳莲说，外
甥于文涛学的是畜牧专业，在外工作多年，
现在也被她“挖”过来了。

“最开始我养的是鸡，后来又进了莱芜
黑猪，为给顾客提供健康的鸡蛋和鲜肉，我
没喂过饲料，导致花销变大。”老陈是李芳
莲请的工人，他说，这里的猪吃的是玉米
面、豆饼、胡萝卜和白萝卜一起做的“稀
饭”。

挖完鱼塘建蔬菜大棚

西红柿不用洗就能吃

于文涛对记者说，虽然农场建设
时间不长，但是已经初步有了立体农
业的雏形。“农场里有蔬菜大棚、鱼
塘，还有各种家畜，可以说环环相
扣。”于文涛说。

李芳莲解释说，现在农场有2000
多只鸡，发酵后的鸡粪和猪粪可以当
成菜地的肥料。“因为去年时间紧，我
种了很多白菜和萝卜，卖了一部分，
送了一部分，剩下的又成了家畜的口
粮。”李芳莲说。

李芳莲告诉记者，去年冬天，她

想建一个大棚。因为没有多余的土，
她挖了一个鱼塘、藕池和游泳池，大
棚用土问题解决了，农场里又有了新
的“花样”。记者看到，大棚里有辣椒
和西红柿，李芳莲摘了一个西红柿，
没洗就往嘴里放。

“实话实说，因为有蚜虫，辣椒喷洒
了一些农药，也都是符合高标准的进口
农药。”李芳莲说，西红柿则一点农药也
没用，所以她敢放心吃，“因为是无药种
植，西红柿10块钱一斤都供不应求，鸡
蛋两块钱一个顾客都说便宜。”

□文/片 见习记者 梁开

文 实习生 毛雨

春暖花开，城北的归

真农场一片忙碌。自从去

年租下黄河岸边的60亩
地，城里人李芳莲当起了

农场主。她种菜养鸡，征

集会员，发展立体农业。

今年开春后，她又忙着种

樱花，打算建造花园式农

场。看过本报报道的大学

生“卖菜哥”后，李芳莲要

帮他一把，给予信心和支

持。

李芳莲不愿享福，
养 鸡 种 菜 ，也 过 得 很 悠
然。

▲李芳莲大棚里的西红柿一次农药也没打，摘下来就能吃。

▲为帮助李芳莲打理农场，于文涛辞职来到农场帮忙养猪。

▲农场有2000多只鸡，李芳莲现在每天都能捡好
几百个鸡蛋，因为喂鸡不用饲料，而是用杂粮，两块钱
一个会员都说便宜。

▲春天到了，归真农场开始忙碌，与车流不息的黄
河大桥不同，这里的生活像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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