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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延长县安沟镇阿青村村民谭志有，靠着10亩苹果脱了
贫、致了富，如今的生活可谓大变样，笑容里透着幸福，奋斗
的劲头更足。

笔者见到谭志有夫妇时，他们正在果园里忙着套果袋，
动作娴熟，时不时还夸赞一番，“看咱的苹果好不好，叶子这
么茂盛，苹果果形、果个都没有一点问题。”谭志有对妻子
说，“今年，要是风调雨顺的话，肯定有个好收成，估计能卖
十几万元。”

前些年，谭志有一家的生活很是艰辛，一年收入全靠打
工。为了供2个孩子上学，平日里夫妻二人更是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以前我在延长县城开个三轮蹦蹦车，给人拉石头、沙
子、砖头，反正就是打个零工，一年收入就是万把块钱，人还
很受罪。”谭志有回忆道。

面对生活的困难谭志有没有低头，而是信心更足。他
带着妻子回到村上，开始种植苹果。由于不懂管理技术，几
乎是靠天吃饭，几年下来，收入依然微薄。但就是这几年时
间，更让谭志有下定决心，一心要把苹果种好、管好。

“刚开始什么都不会，到什么季节都不知道干什么，一
年能收入两三千块钱就高兴得不得了。”谭志有说，“想着这
苹果还是能种，就开始专心管理果园。那个时候，不管谁讲
解关于种植果树的知识我都喜欢听，自己在地里也慢慢摸
索出管理果园的一些经验。”

俗话说好事多磨，苦尽甘来。几年后，谭志有家迎来了
春天。在政府扶贫政策的支持下，谭志有的果树管理技术
日益提高，2019年苹果竟卖了10多万元。

“我婆姨把卖苹果的钱拿到手里都掉眼泪了，确实来之
不易，因为咱是农民，这些年也付出了太多心血和资金，知
道种植苹果的不容易。”谭志有说，“一家老小都要生活，咱
尽自己所能，把苹果种好，给家人一个幸福的生活。”

谭志有的妻子肖莉说：“苹果一年卖得比一年钱多，经
济一宽裕，自己想要什么手里就能拿出钱来。”

苹果圆了谭志有的小康梦，如今他家吃穿不愁，大儿子
大学毕业后也有了稳定工作，干净整洁的院落里里外外无
不透露着生活的幸福。

“大儿子工作了，还指望这苹果娶媳妇呢；二儿子还在
上学，准备靠苹果供学费了。”谭志有笑着说道，“我还得好
好管理苹果，这两件事达成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眼下，正值苹果夏季管理的关键期。在延长县安沟镇
阿青村，果农们在果园里忙得不亦乐乎。

走进果农雷树莲家的果园，一排排果树整齐排列，她与
丈夫正在树荫下忙着。“今年要比往年好，预计能卖个十八
九万元。”雷树莲家有10亩苹果，今年套袋近5万个，说起自
家的苹果她信心满满。

苹果是阿青村的主导产业，由于地处公路沿线，雷树莲
的苹果销售不成问题。种植苹果30多年，雷树莲从靠天吃
饭到精细化管理，从卖不上价到不愁卖，这一路走来，虽说
吃了很多苦，但更多的是收获。

“这些年，我的管理技术一年比一年好，都算半个土专
家了。”雷树莲开心地说，“虽然我能吃苦、肯受罪，但是如果
没有国家政策，离开政府的扶持，就没有我现在的好生活。”

苹果的品质离不开技术的投入。近年来，安沟镇在果
农素质以及苹果管理技术上狠下功夫，不断强化培训和宣
传力度，让全镇苹果产业更上一层楼。2021年，全镇苹果
实现产量 2.4万吨，产值 1.0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1493元。

苹果管理不能忽视细节。安沟镇还紧盯管理时节，在
苹果前期管理上做文章，确保苹果产业能提质，更能增效。
据延长县安沟镇人大主席呼双全介绍，今年安沟镇在苹果
管理前期，实施了病虫害防治和防冻减灾专项行动，取得明
显效果。

“现在苹果已经进入夏季管理关键期，全镇果园套袋1
亿个左右，后期我镇新建防雹网 1000亩，为苹果产业保驾
护航，增加群众的收入，助力乡村振兴。”呼双全说。

截至目前，安沟镇已完成苹果病虫害防治2.3万亩，挖
防冻坑17681个，授粉枝条嫁接7500亩，下垂拉枝8394亩，
穴施肥水605亩，间伐后蹲接300亩，春夏季果园管理工作
扎实推进。

安沟镇的苹果产业发展情况是延长县苹果产业发展的
一个缩影，目前，延长县苹果种植面积30.53万亩，按照“果
菜增效富民”战略和“强点、连线、扩面”思路，狠抓苹果管
理，推动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全面乡村振兴。

2021年，延长县实现苹果产值 17亿元，果农人均果业
收入达到2.29万元，苹果已成为当地农民心中的致富果、幸
福果、希望果。

延长县果业中心主任王斐玥说：“在下一个阶段中，我
们将继续抓好强点、连线、扩面工作，就是要用 2200亩的
点，来连接 6.5万亩的线，然后扩展到 20万亩的面，带动我
们 20万亩的苹果高质、高效发展，实现品牌化、规模化经
营，使我县的苹果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
走进延长县郑庄镇郭旗村，公路沿线

横向排列的大棚群让人眼前一亮，虽然这
里的大棚甜瓜在周边已经小有名气，但近
年来试种成功的大棚葡萄更是让人垂涎
欲滴。

在种植户徐卓的大棚里，一排排、一
行行葡萄架有序伫立，一串串颗粒饱满、
色泽鲜嫩的葡萄垂挂在葡萄藤下，透着喜
人的光亮。

“这个品种叫少女指，这个是甜美蓝
宝石，口感上来说，两个品种都很不错。”
徐卓得意地介绍道。

说起种大棚，33岁的徐卓算是“老把
式”。2012年，他开始种植大棚甜瓜，通
过几年的努力，他的腰包是越来越鼓，但
年轻的他，还想着如何利用大棚再增加自
己的收入。

这两年，延长县依托棚栽产业基
础，积极转变农业产业发展思路，结合
市场需求和休闲采摘的热潮，在培优
做强大棚甜瓜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
展大棚葡萄，进一步拓宽了群众的增
收渠道。

在政府特色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支持
下，徐卓的思想开始转变，意识到种植大
棚葡萄是个商机。

“原来，我就在快手平台上看到别人
种这个葡萄，还直播讲技术。从 2020年

开始，我就从东北那边引进了一些新品种
葡萄苗，栽到自己棚里，去年是第一年，今
年是第二年。”徐卓说。

面对新事物，困难和挫折在所难免。
2021年，由于徐卓管理不当，一棚葡萄只

有半棚的产量，收入不到6万元。但他没
有灰心，下定决心要干就干出个名堂来，
在对葡萄的日常管理中，他付出了更多的
艰辛。

“今年投入更多，管理也更精细，预计

能卖 8万多元。下一步我还准备再种上
几棚，种葡萄这个营生还是可以的。”徐卓
笑着说。

与徐卓一样，郑庄镇杜家沟村村民刘
阳莉也是大棚葡萄种植户，有着9年种棚
经验的她，在种植葡萄时更加轻车熟路。
她家的葡萄品种叫蜜光，是一种早熟品
种，有着独特的玫瑰香味。

“反馈还不错，经常有人打电话预订，
都说好着呢。”说起自家的葡萄，刘阳莉非
常自信。据她介绍，她种的葡萄用的都是
羊粪这一类农家肥，这样葡萄口感就能提
上来，加之这里昼夜温差大，甜度很有保
障。

据延长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
康少锋介绍，目前延长县大棚葡萄主要分
布在黑家堡镇、郑庄镇、七里村街道，主要
品种有户太8号、蜜光、巨峰、蓝宝石等。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争取项目资金，
配套钢架、墙体、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同时
加强技术跟踪服务，为种植户保驾护航。”
康少锋说。

葡萄香甜，农民笑颜。乡村特色产业
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延长县紧扣
乡村区位优势，在临近公路沿线的村镇发
展大棚葡萄，不断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
求，走出了一条乡村采摘的新路子，不断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特色产业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活力”。

在延水关镇中塬村，村民董忠林
的樱桃园里同样游人如织。

因为管理到位，董忠林种植的
7亩樱桃长势格外喜人，一颗颗又
红又大的樱桃犹如红宝石般掩映
在翠绿的枝叶间，晶莹剔透。游客
穿梭在果林间，一边品尝，一边将
精心挑选的樱桃放进篮子里。

据董忠林介绍，樱桃刚上市时能
卖到100多元一斤，现在的价格也在
30元左右，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我种了 7亩多苹果，6亩多毛
桃，还有 7亩樱桃，这 3种里边我感
觉还是樱桃效益比较可观，因为它
的管理周期短，人人都爱吃。从去
年开始，我们村里逐步有10来户开
始种植樱桃，只要他们愿意栽，我
就免费给他们指导技术。”董忠林
说，“今年是第二年，樱桃已进入丰
产期，卖了500多公斤，1斤按40元
算，收入4万多元，我感觉挺不错。”

近年来，延水关镇中塬村在全

力打造优质苹果生产区的同时，积
极引导鼓励群众发展特色水果产
业，除了已经规划发展的百亩陕北
杂果采摘园外，村上还积极发动像
董忠林这样的技术能人，帮助和指
导村民应用新技术、栽植新品种。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
近几年，我们村特色果园发展逐年
扩大规模，种植的水果有樱桃、杏、
桃、桃李子、葡萄、梨、苹果，从5月份
开始一直能持续到11月份，为村民
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中塬村第一书
记呼海东对村里的产业发展充满信
心，且有清晰规划，“下一步，我们将
把主要精力放在产业提质增效上，
让果农掌握现代化的果园管理技
术，发展经济效益好、市场前景大的
特色产业，打造中塬村果品品牌。”

如今，漫山遍野的果树成了延水
关镇广大农民的“摇钱树”，成为村集
体的“绿色银行”。目前，全镇现有苹
果2.3万亩，红枣8万亩，大棚149座，

拱棚486座，特色林果4300亩。李家
迁村的玉皇李，石佛、苏亚一带的沙
地红薯和小瓜，新舍古的冬枣和葡萄
等，已经成为村子的特色产业。2021
年，延水关镇人均仅产业一项净增
4600元以上。

“近年来，我镇紧紧扭住产业增
收这一关键，紧抓主导产业的同时，特
色产业面积已经达到了4300多亩。”
延水关镇镇长刘文平说，下一步，我镇
将在精细化管理上下功夫，在优质优
价上做文章，在农民增收上出实招，把
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做优。

在全力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进
程中，延水关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产业，以特色产业基地引领乡镇发
展，在为农民带来民生福祉的同
时，也在向着绿色、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大步向前，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乡村愿景正
在人们勤劳的双手中一步步实现。● 游客高烨在园里采摘

● 游客在采摘桑葚

● 孙家山村举行采摘活动

四月杏花挂枝头，六月杏果等
你摘。在延川县延水关镇孙家山
村，“乡村振兴 杏好有你”主题采摘
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游客进
杏园、赏民俗、听民歌，乐不可支。
在黄杏采摘园里，金灿灿的大黄杏
挂满枝头，散发出迷人的“果香”，摘
下杏果，咬上几口，清甜中带点酸
涩，让游客朋友们直流口水。

“我平时就喜欢吃这些水果，
今天听说孙家山搞了个采摘园活
动就来采摘了，杏特别好吃，香甜
可口，我今天摘了两袋子。”游客高
烨一边采摘品尝，一边兴奋地说。

黄杏果肉厚实，质地细腻，含
有多种有机成分和人体所需的维

生素及无机盐，营养丰富，还具有
良好的医疗效用。

孙家山村素有“延黄杏儿第一
村”之称，其地处黄河之畔，土壤肥
沃，光照充足，当地群众栽植杏树
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全村共有杏
树 300余亩，以丰园红杏、红太阳
杏、金太阳杏、梅杏为主。

“这是我们的一块新园，有两
亩，今年都结上果了，加上老园一
共是15亩，我们现在线上线下总共
销售了有六七千斤了，来园里采摘
的话，免费吃，带走的一斤是卖十
块钱。”延水关镇孙家山村果农高
瑞笑着说。

“通过举办‘乡村振兴 杏好有

你’主题采摘活动，让更多的人知
道了我们孙家山村的‘黄金’产
业。”孙家山村第一书记张建忠说。

目前，孙家山村的杏树挂果面
积300多亩，通过微信、抖音等新媒
体及“口碑效应”的宣传，已经销售
了5000多公斤，收益10余万元。

“很多人在咨询，这让我们看
到了杏产业的前景非常好。下一
步，我们计划引进更多的优质品
种，吸引外出务工的青年回乡创
业，让我们村的产业能够成为集中
连片产业，并做好杏树的精细化管
理，保障杏的品质，为下一步深加
工做好铺垫，让村民在产业中真正
受益。”张建忠说。

▼“杏”好有你“杏”福来临

▼“樱”为有你“樱”实光景

谭志有：苹果圆了小康梦
通讯员 贾寰 王雄

强点 连线 扩面
——延长县多措并举助力果业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贾寰 王雄

产业风生水起 乡村收获甜蜜
—延川县延水关镇发展特色产业打造“未来乡村”

通讯员 杨澍 张伟

串串葡萄惹人醉 阵阵飘香迎客来
——延长县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通讯员 贾寰 王雄

● 徐卓打包刚刚采摘的葡萄

近近年来，延川县延水关镇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把培育育
富富民产业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引导群众在壮大传
统优势产业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如今，特色产业不仅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更为乡村振
兴探索出了一条“好路子”。● 游客在采摘黄杏

● 谭志有给苹果套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