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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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他山之石乡村振兴

小康实践

他力量乡村振兴

追花逐蜜养蜂人
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刘建虎 赵江锋 苏乐 冯晓霞

家政技能培训
助力群众就业

5月末，在延长县七里村街道办乔家
石科村，槐花还在盛开期，丛林间，一只只
蜜蜂辛勤工作，它们在花蕾和蜂箱间忙碌
穿梭采送蜂蜜，而养蜂人贺伟平和蜜蜂一
样，也在丛林里辛勤工作，采收蜂蜜。

今年 35岁的贺伟平从 2012年开始养
蜂，与蜜蜂打交道已经有10个年头了。他
现养殖蜜蜂255箱，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蜂
王”。

走进贺伟平的蜂园，只见他头戴蜂
帽，在蜂箱之间来回查看，不时轻轻翻开
蜂箱整理。在山中和路旁，百十个蜂箱摆
开一字长阵，无数个忙忙碌碌的小蜜蜂陪
伴着他。

蜂蜜是甜的，但工作和生活条件是艰
苦的。环顾养蜂场的四周，除了蜂箱，就是
一顶简易的小帐篷，贺伟平却不以为意。

10多年前，贺伟平曾在深圳打过工，
后来因为个人原因回到了家乡。当时自
家有几箱蜜蜂，每年能产好多蜂蜜，贺伟
平从中嗅出了致富的味道，就专门了解起
相关知识专门养蜂。

养蜂路上遇到的艰难坎坷比贺伟平
能想象的更多。水质、林场、蜜源、花源以
及地势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到蜂蜜的质
量，这些都要提前了解和应用。除了要不
断学习新知识，他还要时时提防蜜蜂蜇
人。刚开始养蜂时，被惊扰的蜜蜂常常贴

着贺伟平身边不停地飞，一天他会被蜇多
少次已经数不清了。除了身上的疼痛，贺
伟平还要面临背井离乡的痛苦。为了让
蜜蜂采更多蜜，贺伟平和他的蜜蜂们过上
了“追花逐蜜”的日子。

逐花而居，在非养蜂行业的人看来，

充满浪漫和甜蜜，但对养蜂人而言，却饱
含了多年来四处奔波的无奈、风餐露宿的
艰辛和对亲人的深深思念。在养蜂的 10
年间，贺伟平走过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足
迹遍布全国各地，哪里有花，哪里就是
家。贺伟平每年养蜂走的路线从延长县

开始，到安塞，再到内蒙古的乌审旗、鄂尔
多斯一带，有时候去河北，一路向北，最后
到黑龙江，直到无法采蜜才回到家中。

贺伟平一年四季不是在蜂场，就是在
赶往蜂场的路上，每到一个地方，相当于
进了“无人区”，只能以花为伴，以蜂为
友。枯燥乏味的养蜂生活也曾让年轻的
贺伟平打过退堂鼓，但想起蜜蜂带给自己
和家庭的幸福生活，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凭着不服输、不怕苦、敢闯敢拼的精
神和韧劲，贺伟平一路披荆斩棘，利用各
种渠道坚持学习，通过不断努力，终于掌
握了养蜂的关键技术。贺伟平说：“养蜂
前 3年赚的钱基本都投进去了，第 4年才
开始赚钱。”

“我这个手艺就是跟贺伟平学的，我
也养了10多年蜂了，效益一直不错。”养蜂
人陈树兵说。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
富。”养蜂多年的贺伟平不仅开阔了眼界，
也增长了见识，想把养蜂事业做大做强的
他，便和几个朋友共同成立了延长县养蜂
协会，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到养蜂队伍中，
一起酿造“甜蜜”事业，助力乡村振兴。

● 贺伟平展示巢蜜

品农家美味 享乡村乐趣
我市推出5条重点乡村旅游线路

初夏时节，记者走进黄龙县崾崄乡
太地塬村屈家塬组，苹果园内，果树枝
头挂满了一颗颗核桃般大小的青色幼
果，果农们正在抢抓农时为园区苹果套
袋。果农说，苹果在成长初期被纸袋保
护起来，是为了防止被害虫叮咬，同时
在喷洒药物时避免溅到果实上，这样果
实表面无农残无破损，让苹果既有颜又
有质。

“套袋最大的好处是改善苹果的外观
品质，使苹果表面光洁、全面着色，还能使
果皮变薄，果肉多汁，口感甜脆。”正在套
袋的村民杨书军介绍说。

据了解，5月中旬到6月初是崾崄苹果
套袋的最佳时间，苹果套袋期是全年花果
管理的核心时期，不但能降低农药残留、
降低病虫果率，而且能增强果色、提高品

质、延长市场供应期，有效提升苹果产业
的经济效益。

“我这一个袋的成本基本在5毛钱至8
毛钱之间，平均一亩地能套 1.3万到 1.5万
个袋，如果果子长得密，基本能套2万袋。”
杨书军说，“苹果园里的工作相对轻松，家
里农活干完了，我也能帮周边群众套些袋
子。”

太地塬发展苹果产业过程中，以村党
支部为核心，以合作社为纽带，以产业基
地为依托，以农户为主体，按照支部建在
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
链、品牌树在产业链的“四链”模式，探索
推广“村企联建”发展模式，形成以党支部
引领、企业托管、合作社推动、党员带头、
群众参与的党建、产业发展互动双赢格
局。支部对果园高规格设计、高标准验

收，推行标准化种植，一个大坑一筐粪，一
棵壮苗一桶水，一块覆膜一个袋，确保栽
一棵、活一棵，栽一片、成一园，成一园、富
一户。调动起农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加
快苹果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进一
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我们村的金星果业专业合作社，社
员目前达到 50人。合作社在果园施肥、
阶段管理等环节提供统一服务，技术人
员现场指导，苹果采摘后由合作社统一
销售。”太地塬村党支部书记黄斌介
绍，乡党委、政府多次组织人员到外地
考察学习苹果种植技术，在支部举办苹
果套袋前管理工作技术培训会，为村民
们详细讲解病虫害防治、套袋时间及套
袋后果树管理等技术，进一步提高了果
农的技术管理水平。并且依托“五级联

动”工作机制建起了“红苹果家园”，方便
果农和果农、果农和技术人员在管理、技
术、经验方面进行交流，取长补短、互相
促进。

近年来，崾崄乡始终把壮大苹果产业
作为全乡群众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主导
产业，截至 2021 年，全乡苹果面积累计
1.89万亩，挂果6700亩，年产量9805万吨，
产值达到 8265万元。下一步，崾崄乡党
委、政府将按照“扩量、提质、创牌、增效”
的思路，紧抓套袋关键时期，让苹果住上

“纸屋子”，果农鼓起“钱袋子”，实现共同
富裕，助力乡村振兴。

苹果住进“纸屋子”鼓起果农“钱袋子”
通讯员 田兴哲 白杨越 记者 杜音樵

除了农作物，我们还能从农田里收获什么?
在山东省沂源县的一处苹果种植基地里，土壤的

湿度、pH值、氮磷钾含量、微量元素含量……这些与农
作物生长息息相关的数据，被各类设备实时监测和分
析，并对接下来的生产进行有效指导。数据，成为农田
新收获。

沂源县地处沂蒙山区腹地，是果业发展大县。沂
源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究员刘进介绍，连续多年
的高产让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减少，但现在通过土壤墒
情采集站、太阳能气象站、农事采集终端等设备，果农
不仅可以及时为果树补充微量元素，提升果品质量，还
可以实时掌握作物长势，最大程度保障农业高效生产。

记者在苹果种植基地里看到，每隔一段距离就有
一个虫情测报灯。刘进介绍，它既有杀虫的作用，还能
识别虫子种类。“通过多年的数据积累，能形成当地病
虫害发生规律的预测模型，为提前防治病虫害提供有
价值的参考。”

除了数据，流量一词也在田间地头有了生动实践。
今年 29岁的李君是山东省青州市弥河镇人，6年

前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将自家大棚种的多肉植物在
网上销售。“因为发现深夜咨询、下单的人比较多，我就
尝试做深夜直播，没想到吸引了不少夜班族、失眠的人
和‘夜猫子’看。”她说。

李君很意外自己深夜直播卖多肉植物，生意竟然
十分火爆，从零点到早晨6点，每天销售额约1万元。

李君介绍，目前，他们有 8名主播直播带货，在线
销售品种超过350种，“网上直播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
90%。多肉生命力强、好打理，这正是客户需要的。”

青州是著名的花木之乡，目前全市花卉种植面积
超13万亩。“过去销售全靠线下，现在80%以上的花商
都有线上销售渠道，直播带货成为趋势。”青州市黄楼
街道办事处花卉旅游产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严隽说。

花木“触网”，引来了流量，“擦亮”了品牌。青州市
还规划了花卉直播电商产业园，将众多多肉电商聚拢
在4万平方米的直播产业园里，实现产业聚集、物流聚
集、品牌聚集和整个多肉集群的聚集，从而实现青州多
肉物流、品控和品牌的统一以及整个集群效益的叠加。

目前，青州市花卉产业专业电商有630多家，几乎
都涉及多肉的销售。多肉电商年交易额超7亿元。青
州多肉棚户种植加上专业村以及电商企业和电商网红
组成的整个产业矩阵体系，已带动当地 136个花卉专
业村农民增收致富。

数据、流量、品牌……

“三农”变化之农田新收获
新华社记者 邵琨

本报讯（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思林伟 许新雨
徐志全）“我是第一次参加养老护理，通过理论和实践
操作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对这门技术很感兴趣，今后
希望能多参加这样的培训，既能提升我的技能，也能给
我带来一定的收入。”参加家政服务（养老护理员）技能
培训的学员杨彩艳说。

近日，由吴起县人社局主办的2022年第一期家政
服务（养老护理员）技能培训在吴起县举行。为期 10
天的养老护理员技能培训为参加培训的100名学员精
准输入就业技能。

“举办此次培训班旨在提高全县脱贫劳动力、城乡
富余劳动力、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等重点群体就业创
业技能，稳固扩大县域家政养老服务就业面。”吴起县
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炬堡说。

据了解，此次培训开设两个班次同步教学，涉及理
论教学和实践操作两大课题，为期10天，每天8课时，
参训学员100人，其中脱贫劳动力12人。理论方面从
养老护理、饮食营养搭配与制作、安全保护等方面进行
系统全面的讲解授课，实践方面主要进行护理急救和
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料等多样化实践活动。

“通过这次学习我们学到了怎样使用轮椅，怎样使
用拐杖，怎样护理老年人等相关知识，让我受益匪浅。”
学员刘忠叶说。

今年以来，吴起县在劳动就业中始终围绕“为民
惠民助发展，技能培训促就业”总体目标，多层次、全
方位大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以实现就业为目的，促
进县域家政服务业良好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我中心计划培训2000人次，涉及工种有养老
护理、烹饪、吴起羊肉剁荞面、手工凉皮、手工艺制作等，
目前已培训8期400人次。通过技能培训让我县劳动力
掌握一技之长，学到真正的本领，实现人人有技能，人人
好就业，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持。”王炬堡说。

● 培训班的老师正在给学员们培训家政服务技能

今年以来，市文旅局在坚持全面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组织开展“延安
人游延安”活动，于清明节前推出各县
（市、区）30余条乡村旅游线路，开启内
循环旅游模式，提振文旅行业信心。在

“五一”假期初见成效后，于“5·19”中国
旅游日启动了以“美好延安 美丽乡村
美味农家”为主题的“延安乡村旅游
年”。为进一步激活市场，促进消费，助
力乡村振兴，市文旅局整合各县（市、区）
重点景区和重点乡村旅游点资源，以“景
区带动、乡村休闲拉动、特产美食互动”
为原则，打造了 5条以城区辐射周边的
延安乡村旅游出行环线，以供广大市民
和来延游客选择。

A线（城区环线）

景区类：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宝
塔山—清凉山新闻纪念馆—凤凰山革命
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
馆—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
鲁艺旧址

乡村民宿类：李渠镇美源山水游乐
谷—冯庄乡知青旧居—康坪村—临镇石
村古村落农耕文化体验区—万花山风景
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甘谷驿镇代家
沟村—河庄坪红瑶民宿

文旅综合体：圣地河谷·金延安—
1938街区—延安红街

演艺节目：《延安保育院》，红秀《延
安 延安》，5D电影《阿良的长征》，《延安

十三年》《再回延安》，宝塔山灯光秀《延安
记忆》等

B线（西北环线）

线路（2~3 日游，点位可自行调整）：
延安市区—安塞区（南沟景区、宋庄村、
冯家营“千人腰鼓”文化村景区、腰鼓山
旅游风景区、西营“信天游大舞台”文化
村、小南沟度假山庄）—志丹县（保安革
命纪念馆、刘志丹烈士陵园、九吾山、永
宁山、保娃沟门休闲拓展体验园）—吴起
县（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 4A景区、
周湾边塞蓝湖 3A景区、吴起南沟生态度
假村 3A 景区、吴起县铁边古镇 3A 景
区）—延安市区

特色美食：羊肉臊子剁荞面、黄米馍
馍、油馍馍、糕角角、小炉馍馍、鸡肉摊馍
馍、地椒羊肉、羊杂碎、荞面圪坨、荞面卷、
荞面凉粉、洋芋擦擦、米酒、清酒、麻汤饭等

特色农特产品：苹果、地椒羊肉、小
米、杂粮、荞麦香醋、沙棘红茶等

C线（东北环线）

线路（2~3 日游，点位可自行调整）：
延安市区—延长县（中国陆上第一口油
井、东征会议旧址、翠屏山公园、延长民俗
博物馆）—子长市（钟山石窟、安定古城、
高柏山文化生态园、谢子长故居、廖公桥
乡村振兴示范村、黄米山、重耳养心谷）—
延川县（永坪革命纪念地、赵家河村、甄家
湾村、乾坤湾景区、路遥故居、梁家河村、

文安驿古镇）—延安市区
特色美食：延长饸饹、延长烤肉、子

长煎饼、绿豆凉粉、李家岔羊肉面、子长
老八碗、凉沾沾、碗托、油粉面、灌肠、油
馍馍、麻汤饭、摊黄儿、烧圪卷、烧馍馍
饦等

特色农特产品：延长红葱、延长西瓜、
延长花椒、延长辣椒、延长红薯、土豆、粉
条、小米、八楞南瓜、地椒叶、狗头枣、苹
果、西甜瓜等

D线（东南环线）

线路（2~3 日游，点位可自行调整）：
延安市区—南泥湾（西大门景观区、党徽
广场、八路军炮兵学校旧址、中共中央干
部休养所旧址、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阳
湾湿地公园）—宜川县（宜川县博物馆、宜
川县凤翅山牡丹园、秋林抗战纪念地景
区、王湾生态旅游休闲观光园、蟒头山国
家森林公园、昝家山乡村旅游示范点、黄
河壶口瀑布景区）—黄龙县（偏石旅游度
假村、瓦子街烈士陵园、树顶漫步景区、神
道岭景区、石门峡漂流、印象圪崂景区、黄
龙山景区、梁家河垂钓小镇、锦绣黄龙生
态旅游度假区）—延安市区

特色美食：香菇面、炖土鸡、米黄、库
勒、饸饹、烧馍馍、油糕、杏杂饭、牛羊肉泡
馍、铜火锅、水盆羊肉等

特色农特产品：大米、玉米酒、稠酒、
花椒、核桃、柿子、壶口酥梨、苹果、蜂蜜、
木耳、金丝贡菊、蜜巢、大闸蟹等

特别提示：2022年5月18日至9月30
日，延西高速南泥湾收费站及连接线交通
管制，请拟前往南泥湾的游客提前规划好
出行路线，绕开交通管制路段，敬请理解
和支持。

E线（南环线）

线路（2~3 日游，点位可自行调整）：
延安市区—甘泉县（石门镇南沟门现代
农业综合示范园区、白鹿寺、石门豆腐
小镇、下寺湾镇龙咀沟村民俗文化体验
基地、陕甘边苏维埃旧址、下寺湾毛泽
东旧居、甘泉大峡谷、八千里豆腐干厂、
美水泉遗址公园、婆姨汉豆业、甘美矿
泉水生产基地、劳山国家森林公园）—
富县（太和山道教文化景区、羌村小
镇、羌村杜甫故居、直罗战役纪念园、
直罗胡家坡田园综合体、秦直道）—洛
川县（苹果博览馆、国家黄土地质公园、
黄连河景区）—黄陵县（黄帝陵景区、中
华始祖堂、黄陵国家森林公园、索洛湾
村峡谷寨景区、万安禅院石窟）—延安
市区

特色美食：炝锅面、豆腐干、饸饹、炖
土鸡、煎豆腐、漏鱼、杂粮煎饼、圪崂面、老
婆拢手巾、油糕、耳朵套、炒灌肠、荞面饸
饹、棍棍面等

特色农特产品：豆腐干、土鸡蛋、香
菇、直罗贡米、直罗贡酒、苹果、羊肚菌、木
耳、果干、果醋、果酒、翡翠梨、轩辕酒、猴
头菇、黑木耳、中药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