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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痴”育桃 2 0 年 ，泥巴背了一座山
十九大代表、重庆市武隆区农民申建忠育出优良“脆桃”，使石漠化荒山变“宝山”，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 6 月 15 日，申建忠在脆桃种植产业基地内查看脆桃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王全超摄

一般来说，桃子适合在海拔 500

米以下种植。而“土专家”申建忠竟然

在海拔 600 米的石漠化荒山里试种出

优质脆桃。

“任何行业、任何产品都是人正行

业正，人歪行业歪。”为了使产业做大

做强，他要求农户“按照技术要求本本

分分种田”。对于新品种的研发，他提

出要做“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

转的优质产品”

本报记者强晓玲、徐旭忠

一阵急雨过后，天空放晴，漫山的桃树让这片曾经的荒石
山在阳光的照射下无比葱绿。

行走在桃林间，申建忠不时用随身的工具剪掉桃树上多
余的枝条，又把松动的果袋重新绑好……嫌白衬衫、西装裤束
手束脚，一说下果园，他赶紧换了 T 恤衫。黝黑的皮肤，健壮
的臂膀，做回本来的样子，申建忠轻松了不少。

如同武陵山区绝大部分地方一样，重庆市武隆区火炉镇
筏子村属于喀斯特熔岩地貌，全村 8000 多亩耕地，最严重时
近 50% 为石漠化土地。以前，村民们在石头缝里种粮食，看天
吃饭，收成很低。如今，申建忠用他亲自培育出的优品“脆桃”，
让这个地处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变成了拥有 7000 多亩脆桃种
植产业基地，昔日荒山变成了“宝山”，带动了 500 多农户加入
脆桃产业合作社，亩产收入达两万余元。

今年 8 月，桃子成熟季节，一斤 15 元的定价，两百万斤
的脆桃已早早订购一空。当看到不少地方因大力发展果蔬
产业而出现产品低价滞销，如今年收入达百万元的申建忠
一脸认真，“为了避免这个脆桃品种沦为大路货，我用了 20
年。”

20 多年前，这一切，在当地村民看来还真是个笑话。

往山里背泥巴的异类

栽一株桃树幼苗，至少要背 15背篓土。

一亩地栽植 110株，粗略估算，就要背 1650
背篓土。栽完 50亩地，5000多株树苗，他们
就往山上背了近 10 万背篓土

从火炉镇脆桃产业技术协会的三层小楼出来，申建忠拉
开车门坐进他那辆普通的灰色小型越野车里，驶过几个弯道，
车子停在了一处竖着“脆桃产业示范园”的碑牌下。

手指周围漫山遍野的脆桃林，47 岁的申建忠腼腆地笑
了。

拥有自己的一片果园，是申建忠青春时最迫切的梦想。
1992 年，从火炉镇职业中学果树栽培专业毕业，顺乌江而下，
在涪陵承包的柑橘园里，初出茅庐的申建忠小试了一把。然而
一个外乡人的创业谈何容易，3 年里，果树栽培、产品销路、社
会治安等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在“丰满的理想”和“骨感的现
实”面前，申建忠无奈选择了返乡。

那一年，正好三兄弟协商分家，两个哥哥抓阄抓到了家里
仅有的两套土木结构农房，申建忠成了无房户。拿着两个哥哥
补贴他的 1 万元钱，为栖身发愁的他，在一片乱石坡上看见了
偶然长出的几棵枝繁叶茂的桃树，竟勾起了他想在这个与人
争地的石漠化荒山中实现果园梦的计划。

在漫山石头间种桃子，“这怎么可能？”不现实的想法第一
时间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所幸妻子站在了他这一边。那一
年，春节刚过，申建忠便赶往农林果树栽培研究所、农业大学
等科研院所去拜师学艺。

回到筏子村，申建忠以每亩 100 元的价格租下 50 亩荒山
坡 30 年经营权。荒山坡上，大石头一块挨着一块，栽植桃树苗
需要泥土，而雇人雇车往山上运土又要一大笔资金，申建忠之
前准备用来建新房的 1 万元已所剩无几。

为了省钱，申建忠夫妻决定当一回“愚公”，自己用背篓
背土上山。“50 亩荒山坡需要背多少土来栽树，记不得了。”
但他清楚地知道，栽一株桃树幼苗，至少要背 15 背篓土。
一亩地栽植 110 株，粗略估算，就要背 1650 背篓土。栽完
50 亩地，5000 多株树苗，他们就往山上背了近 10 万背篓
土。

每天往返无水无电无路的荒石山、乱坟岗上背土种树
苗，家人反对，村民更是不理解甚至嘲笑。有好心的婆婆劝申
建忠，“别干傻事了，人家跟你一样高中毕业的娃儿都去镇上
考干部，想着‘跳出农门’，或是到城里打工，你却在这里背泥
巴。”

上世纪 90 年代末，打工潮刚刚开始，年轻人纷纷离开
大山闯世界，在大山里背泥巴的申建忠俨然成了异类。

8 年艰辛，就为培育“最好吃”的桃子

规劝的话听了一箩筐，但申建忠内心却
仍然坚定，“越是有困难的东西，你搞出来就
越能挣钱。越是容易搞出来的东西，可能就越
不容易挣钱”

因为有过涪陵柑橘园的经验，从一开始，申建忠就认定
“要种就种最好吃的、最优质的、最适合当地的桃子”。从 1996
开始，他先后到多所农科院和果树科研所学习、取经，“每到一
处，我都会买他们最贵最好的品种。”他先后引进 48 个品种栽
培试种。

“像筷子这么大的苗一般二三十元一株，而我买的往往都

是最贵的四五十元一株的桃树苗。”申建忠很执着，他把买回
来的桃树苗按照品种分类种植。就这样，申建忠一头扎进荒山
坡，开始了培育优质桃树品种的漫漫长路。

有村民见他整日在桃林间劳作，就问，“你这啥时候能见
收益？”

“桃树要 3 年挂果。”申建忠说。
“哎哟，你还是去外面打工吧，那样挣钱快。”
……
2000 年前后，收获果实的季节到了，然而申建忠的桃树

“基本没有挂果”。几个比较适合石漠化山地种植的品种虽然
结果，“但口感不好”，申建忠认定“这种‘大路货’消费者最多来
一回，就不再来了。”48 个品种在试种中逐渐淘汰，“育苗其实
是失败的。”

那段日子，申建忠极度消沉，他怕见人，怕去路边的园子
干活，怕有人路过要问他。种了几年的桃树不仅没有挣到钱，
还要继续到处去借钱，申建忠的日子更艰难了。

他记得，一次孩子上幼儿班需要 300 元学费，但他实在拿
不出，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兄弟们借。“你之前借的钱没有还，怎
么现在还要借？”这家 100 元，那家 50 块，亲戚们尽管钱借给
他了，但话说得难听，“算了，你不要再做那个事啦，我们祖祖
辈辈都没有做成果树，你就能弄成了？你就能赚到钱了？赶快
去干点正事吧。”

规劝的话听了一箩筐，但申建忠内心却仍然坚定，“越是
有困难的东西，你搞出来就越能挣钱。越是容易搞出来的东
西，可能就越不容易挣钱。”

2001 年，整日泡在桃园里的申建忠发现，一株从山东泰
安引进的试种品种，经嫁接改良后，在下半年开始挂果，果
色个头都优于其他品种。他将成熟的桃子拿给熟人品尝，大
家一致认为“口感好”。于是，他用这株变异的接蕙与田坝原
栽毛桃品种进行嫁接，又是三年，试种的 4 亩多桃树终于结
果。

2004 年，新品种收获了一万多斤桃子，“不仅个大，而且
红润脆甜。”申建忠在互联网上发布销售脆桃的信息，附近的
客商纷纷来到筏子村“荒山坡”，脆桃被订购一空，一下子卖了
10 多万块钱。

“一直看不到曙光”的申建忠说，“那会儿，我就有气头
了。”

乡村振兴要观念先行

“如今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
高，而农民安全生产意识和信息透明度还远远
不够。未来我们要做物流网+农业，让每一颗桃
子的生长都被随时监控”

新品种的育选成功，让申建忠有了信心。
随后的几年里，不断的观察试验，脆桃品种逐渐稳定成熟，申

建忠给脆桃总结了七大优点，“一大二红三脆四甜五离核六丰产
七挂果期长达 30天和采摘 10 天不软”。筏子村地处重庆武隆著名
景区仙女山脚下，于是，“仙女脆桃”便在村民和商户中叫响了。申
建忠说，“除了回头客，不少是大家口口相传，到乡村来的游客。”

眼见着申建忠的脆桃开始挣钱，不少熟人朋友便找他讨要
果苗，筏子村的村干部也找到申建忠，想请他带动村民，大家一
起共同致富。“从私心讲，我是想独有这个品种，如果大家都来
种，桃子收得多了，是不是能卖掉？恶性竞争了怎么办？”

为了打消申建忠的顾虑，火炉镇和筏子村干部在脆桃销售
宣传上帮申建忠做了不少工作。2009 年，他的 6 亩脆桃还没上
市，就被作为“礼品桃”订购一空。

脆桃供不应求，申建忠决定扩大脆桃种植面积。在村干部
的推动下，2010 年，筏子村新建 200 多亩脆桃示范园，并成立了
“水果种植合作社”，20 余户村民加入到申建忠的合作项目。

为了培育优质脆桃，申建忠耗时 10 余年，历经坎坷，苦尽
甘来，但眼瞅着农户争相种植自己培育的脆桃新品种，他觉得
“自己这个品种可能保不住了”，于是主动向农业部申请脆桃品
种专利。经过农业部工作人员实地考察鉴定，2015 年，“仙女脆
桃”专利申请成功。

当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问申建忠“为什么对桃子情有独钟”
时，他憨厚地笑着，“其实我是各种水果都在试种。我们这里，海
拔 300 米左右适合种柑橘，但品种多，产量大，产品没有竞争
力。而海拔 500 米以下适合的温带水果如葡萄、李子等试种都
不理想。”申建忠的荒山在海拔 600 米，并不适合按要求在海拔
500 米以下种植的桃子，但经过多年实践，申建忠竟然就在石漠
化的大山里试种成功，他说，“我跟桃子有缘。”

如今，由合作社统一管理生产销售的脆桃，生产规模更大
了。申建忠介绍，目前全区脆桃种植面积达 12000 多亩，今年产
量预计 200 万斤。“而在 2013 年，产量还只是五六十万斤。”

在脆桃产业示范园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看到一些农户在
给果树剪枝、套袋，干得很认真，他们告诉记者，大家之前都有
在外打工的经历，如今家门口有了脆桃园，不出村就可以打工
挣钱，“每天赚个 100 多块，当然高兴啊。”

作为火炉镇仙女脆桃产业技术协会会长，申建忠对脆桃产
业发展要求很高，“任何行业、任何产品都是人正行业正，人歪行
业歪。”为了使产业做大做强，他要求农户“按照技术要求本本分
分种田”。对于新品种的研发，他提出要做“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人优我转的优质产品。”如今，除了之前的“脆桃 1 号”，品质更优
的“脆桃 2 号”已经上市。

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申建忠和他的合作社产品成功通过
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成为当地的“龙头企业”。通过基地采摘、
订单农业等销售方式，“仙女脆桃”进入重庆地区的高档超市、

饭店。同时，合作社采取回收尾货的经营方式，保障了经销商
的利益，保证了脆桃优质品牌声誉，“不会出现低价倾销的问
题。”

目前，筏子村休闲食品加工厂也提上议事日程。申建忠觉
得乡村振兴要观念先行，“思维落后，生产的产品基本是没有市
场竞争力的产品。”按照申建忠的想法，要保证特级、一级果品利
润，同时消化那些没有市场竞争力的二级、三级果品，进行食品
深加工。申建忠说，“这些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乡村振
兴更需要职业农民引领时代。”

“目前网络平台上，农产品价格还非常低，销量也不大。”如今，
作为党的十九大代表、重庆市武隆区忠容水果种植股份合作社理
事长、全国劳动模范，一路艰辛走来的筏子村“土专家”申建忠考虑
的问题更有前瞻性，“如今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
而农民安全生产意识和信息透明度还远远不够。”他说，“未来我们
要做物流网+农业，让每一颗桃子每一天每一秒的生长都被随时
监控，通过网络平台，把我们的优质果品卖到全国各地。”

新华社记者魏梦佳、程露

盛夏，北京延庆区体育运动学校的室内体育场里， 4
岁多的小女孩甜甜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学滑雪。伴随滑雪机
的轰鸣声， 34 岁的滑雪教练郭军华正耐心地教孩子们滑
雪。学生的一点点进步都能让这个性格开朗的姑娘乐呵一
整天。

今年儿童节，由郭军华发起的“海坨之星儿童公益滑雪
训练营”开营。两个月来，她在家乡精心挑选热爱滑雪、有
天赋的孩子，免费教授滑雪，现在已有 14 名学生。

而她的家乡张山营镇，将于 2022 年迎来北京冬奥会。
3 年前，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冬奥会举办权。海坨山脚下的
张山营镇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此届冬奥会高山滑
雪和雪车雪橇项目的举办地。

多年来，滑雪在这个绿野小镇积累下深厚的群众基础。
20世纪 90 年代末，北京周边第一家大型滑雪场——— 石京龙
滑雪场在这里建成。从此，滑雪就成了附近许多村民的娱乐
方式。他们从小在雪场摸爬滚打，逐渐学会滑雪，郭军华就
是其中“雪龄”最长的一名“发烧友”。

从 16 岁起，郭军华就经常溜进滑雪场玩耍，偷学教练
动作，后来迷上滑雪，一发而不可收。 18 年间，她辗转北
京、河北、四川等多地雪场，始终放不下对滑雪的感情。
“我就是喜欢雪场，站在雪地上我就踏实。”她说。

滑雪最疯狂的时候，她可以从雪场早上开门一直练到下
午关门。一遍遍从雪道上冲下去又上来，为练好一个动作能

耗一整天；饿了，就啃块巧克力。
“滑雪特上瘾！”一聊起滑雪，她眼里全是亮光，“从

雪道上冲下来的时候，好像所有烦恼都被远远地抛在脑后，
只有呼呼的风声，感觉整个世界只有我自己。蓝天、大山，
全都是我的。”

因为滑得太疯狂，“天天按时报到，比打卡上班的人
还勤”，滑雪场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郭军华，还给她起了
个外号——— “雪疯子”。后来，郭军华干脆到滑雪场应
聘，从收银员、销售经理做到滑雪教练、雪场管理，乐此
不疲。

2013 年起，郭军华开始在四川一家滑雪场当滑雪教
练，不仅教游客，还培训教练。几年间累计教授各类学生数
万人次，在各地雪场都小有名气。

北京申冬奥成功的消息传来，身在四川的郭军华顿时热
泪盈眶。这辈子她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成为一名职业滑雪运动
员，却没想到家门口将要举办冬奥会。她感叹：“命运真是
太神奇，我必须回去，做些有意义的事！”

郭军华就这样放弃了高薪工作，回到家乡。学习滑雪费
用很高，每当看到一些有天赋的孩子因为家里负担不起而放
弃滑雪，她就于心不忍，于是决心成立一家公益滑雪训练
营。

“滑雪要从娃娃抓起。”在郭军华看来，外国人之所以
滑雪滑得好，是因为从小就练习、具备条件。现在国家强
盛，老百姓生活选择愈发多样，特别是冬奥会要在家乡举
办，就应该为更多热爱滑雪的孩子创造条件，“我希望能帮
到他们”。

现在，郭军华每周末都要带孩子们训练。因为公益活动
需要资金支持，去年底她又在家乡用积蓄开了家“冰雪情”
滑雪主题餐厅，室内陈设全部由自己设计。

餐厅充满浓郁滑雪风情。墙上到处是滑雪的照片，吊灯

全部用废弃的滑雪板做成，专门辟出的玻璃间里摆满各种滑
雪器材、工具、资格证书，有一面墙壁上还画有几名滑雪者
凌空飞跃的图画，旁边写着“跨越心极限”。

郭军华不时招呼着前来用餐的顾客，偶有闲暇，就来到
玻璃间，一脸幸福地抚摸起自己的宝贝滑板。再为来此参观
的朋友们介绍一张张与学生的合影，充满感情地讲述那些热
爱滑雪的孩子的故事。

不过，让她倍感压力的是，因为餐厅位置偏僻，自己又
没有经营经验，数月以来生意一直不太理想。每天早上 6
点，她就要起床拉货、卸货、准备食材，忙碌奔波，很是辛
苦。“有时我特想放弃，但一想起那么多爱滑雪的孩子，大
家给我那么多鼓励，咬牙也得坚持下去。”

“冬奥会越来越近，将来会有更多人到延庆滑雪。”这
个活力四射的姑娘说，她想把餐厅打造成滑雪爱好者切磋技
艺的平台和服务的驿站，让大家聚到这里，“不仅能吃饭，
还能交朋友，交流滑雪经验，还能给顾客普及滑雪知识。”

现在，看到孩子们在滑雪上慢慢有了进步，郭军华感到
“特有成就感”，打算再增加集训。而申冬奥成功后，家乡
老百姓对冰雪运动的热情也明显高涨，报名来训练营学滑雪
的人都“挤破脑袋”。

谈到将来的心愿，郭军华不好意思地笑着，表示“太多
了”：“希望自己能在冬奥会举办时做个雪上志愿者，为赛
事贡献一分力量；也希望学生们能做冬奥会小小志愿者，好
好滑雪，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滑雪赛场上的‘未来之星’。”

新华社北京电

“冬奥小镇”的“雪疯子”：要为中国培养雪上“未来之星”

▲郭军华在她开设的“冰雪情”滑雪主题餐厅。

（程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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