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瓤肉莹润，浆液甘甜……每年夏秋，北京街头
板车、水果超市，人们不时可见这种水果：平谷大桃。

平谷大桃，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身上隐藏
着怎样的故事？近一个多月来，记者多次深入地处
北京东北方向的平谷区，深入面积高达 22 万亩的
“世界最大桃园”采访桃农、基层干部。

从改革开放之初平谷一个小村庄“冒险”种下
桃树，到如今 7 万桃农年人均从“桃”身上“收入”

1 . 8 万元，从往昔“无名小卒”到中国驰名商标、地
理标志产品，一颗大桃折射了一位位普通中国人
在过去 40 年里为创造美好生活而不断奋斗、科学
求实的精神，蕴藏着过去 40 年一个东方古老国度
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密码”。

“平谷大桃”不只是富民产业

“亏了这桃树，要不真供不起孩
子上学”

10月中旬的一天早上，老卢正在自家桃园，
摘着今年最后一批“桃王九九”，这也是今年全平谷
最晚成熟的一批桃。老卢全名为卢宝生，是平谷区
黄松峪乡黑豆峪村的果农。已经 59 岁的他，是土
生土长的北京平谷人，他家的桃园有 6 亩 7 分地。

“今年最大的桃有 2 斤 3(两)，我卖了 200
块。”老卢坐在桃园的石墩上跟记者笑着聊，他是
附近小有名气的桃王，得过两次全区的甜桃王，还
获过京津冀地区的金奖。“‘桃王九九’是从中科院
引进的品种，就是你旁边这棵树，结过我种的最大
的桃，2 斤 6（两）一个。”老卢总是笑着。他口中的
“桃王九九”是公认个头大的晚熟品种，不仅高产、
稳产，而且甜度很高。

“亏了这桃树，要不真供不起孩子上学。”坐在
树下，老卢很认真地讲，自己原来在附近打工，只
能挣个吃饭钱。后来琢磨种桃能有稳定收入，就开
始种大桃。从一无所知到自学摸索，感谢老师来讲
课，示范修剪、防治病虫害，终于得心应手。如今一
亩地桃，一年能卖 2 万多元。据他讲，自己供两个
孩子上学都靠种桃，现在他们一个在首都医科大
学博士毕业留校当教师，一个是北京公安特警。

在桃园陪着老卢的，是平谷区果品办公室的
科长喻永强，他就是老卢反复强调的“老师”之一，
这会儿正在叮嘱老卢记得早点打“碧护”——— 这是
一种主要给果树抗冻用的无害喷雾。

喻永强对记者说，别看老卢说得轻松，其实种
桃树挣的都是辛苦钱。从修剪桃枝到套袋(一种生
产无公害水果的有效措施)，不仅要登高爬梯，而
且为了果实密度，桃农几乎要观察到每一寸桃树
枝，四季无闲时。不仅如此，由于凌晨温度低，糖分
易积累更香甜，桃农都在凌晨摘选大桃。如果凌晨
4 点摸黑进到村里，一定会被吓一跳，像赶集一样
的果农早已完成摘桃和打包，大口地吃起了早饭。

老卢满是褶子的脸上，没有露出半点抱怨，一
门心思想着自己的桃子：“我种桃奏是(当地方言，
即“就是”)一个乐趣，每天上桃地来挺美的，累点也
不觉着。来找我买桃的都是回头客，有的大客户一
下就买上万块钱的桃，他们满意了，我才能挣钱。”

心满意足的老卢，是平谷区桃农的缩影。如
今，平谷有 7 万人从事这一产业。经历 30 多年发
展，平谷已成为中国著名的大桃之乡，拥有 22 万
亩面积的“世界最大桃园”，年产量超过 3 亿公斤，
总收入逾 13 亿元，占北京全市大桃收入的 80%。

记者调研发现，“平谷大桃”不仅成为名副其
实的富民产业，有良好的经济效益，更有良好的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不久前在深圳召开的 2018 年
森林城市建设座谈会上，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
织评选的“国家森林城市”揭晓，北京市平谷区成
为北京首个“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高达
67 . 9%，林木绿化率 71 . 58%，其中大桃占林木绿
化面积的 25%。

“大桃一品”带动果品产业

“卖这老多钱可咋花啊？”

平谷是北京市 16 个区之一，位于北京东北

部，北靠燕山，南有泃河，与天津蓟州区、河北三
河、兴隆接壤。由于三面环山，故以平川谷地命名
为“平谷”。据记载，自汉高祖十二年时，建立平谷
县，历经 2000 余载，境域多变，但“平谷”的名称一
直沿用至今。

金秋十月，站在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附
近的半山腰上，一望无际的桃树林迎着微风碧波
荡漾。64 岁的桃农岳长保说，“平谷大桃”就发源
于后北宫村，当时村里生活并不好，为了让村民富
裕起来，当时村里的老书记顶着“以粮为纲”的政
治压力种起了果树。

“好地种大田，破地种果树”，在牙缝里挤出土
地的后北宫村人在浅山区的角落开始尝试，打起
直径几米宽的敞口大井。山区环境原本不好种植
果树，但人们渐渐发现和苹果树相比，桃树在“上
山下滩”的土地上也能成活，再加上平谷土地含钾
量高，利于种植，逐渐有群众和村庄加入种植大桃
的队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 1983 年全国
实行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北宫村仅
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将全村 5000 多亩土地都种上
了桃树，成为平谷第一个大桃生产专业村。

“那阵桃也不好卖，卖不出去，有的把树都砍
了，不挣钱不是？后来种植信息一传出去，东北的
大车都到这儿来收桃来了。”卢宝生说。

平谷区刘家店镇党委宣传部长于学军回忆，
1984 年后北宫村有一户桃农因为肯于吃苦坚定
选择种桃，当年就卖出了 9000 多元大桃，成为远
近闻名的万元户。而那时，普通工人每个月只挣
50 多元，在农村盖五间瓦房只要 2000元。

农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成就了平谷大
桃产业。“当时的场面记忆犹新，北宫村大街上都
是人，看着人家数着一张张‘大团结’，大家都在感
慨——— 卖这老多钱可咋花啊？”于学军形象地说，
由于尝到甜头，农民从一开始对种桃树“心里没
底”，转身积极地栽树，很多家庭一下卖出三四万
元的大桃，都乐开了花。

转眼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平谷区政府在总
结后北宫村大桃富民的成功经验后，提出了“山区
要想富，必须栽果树”“一家一亩果园，一户一名技
术员”等口号和措施，一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平
谷形成了 4 万亩大桃的种植规模。

20世纪 90 年代初，缺少专业化的大桃产业
出现了波折。大桃因不易保存也俗称“隔夜愁”，受
制于物流能力及供需不平衡等问题，市场一度出
现滞销，“销售难”难住了农民。“不该继续发展了”
“再种谁也卖不出去”等声音此起彼伏。

平谷区政府果品办公室总工程师张文忠说，
事实上，20世纪 80 年代末平谷还没有形成专业
化的大桃种植，一提到专业化总被人嘲笑“农民有
啥可专业”。那时正值全国红富士苹果大发展时
期，乡镇、村负责人多次去山东栖霞考察红富士苹
果生产。

1991 年初，平谷县(2002 年改设平谷区)政
府专门成立果品办公室，在大量调研基础上因地
制宜提出“大桃一品带动果品产业发展战略”的科
学决策，加快了大桃产业发展。

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科学决策的效
果开始显现，专业化种植在平谷得到了认可。一些
勇于“吃螃蟹”的村民得到了实惠，住进了二层小楼。
一直到 2004年，平谷形成了 22万亩的种植规模。

桃花早开，被称为“报春花”。杜甫曾深情写道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从 20世纪
90 年代开始，如何让平谷大桃为更多的世人所
知，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平谷桃花节由此诞
生，1992 年“第一届大华山桃花节”的成功举办，
实现了“从桃到花，以花卖桃”。到 1996 年，桃花节
连续举办了 5届，共吸引了 30 多万游客，不仅促
进了旅游业的发展，更让大桃再也不愁卖了。如
今，桃花节已经发展为集传统文化、音乐文化、休

闲文化、体育运动和美食文化于一身的“北京平
谷国际桃花音乐节”知名品牌，2018 年总体接
待游客超过 360 万人次，旅游收入近 2 . 5 亿
元。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平谷大桃产业的发展
突飞猛进，规模和品种也大幅提升。张文忠说，
上世纪 70 年代只有“久保”等老式品种，80 年
代黄桃、毛桃流行，90 年代初开始油桃更受欢
迎，从一些农林研究所引进的国内外新品种不
断面世，到目前已发展出 200 多个品种。

国家统计局在“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系列报告”中指出，以土地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的
序幕，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
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业农
村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几十年来，我国
主要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13 亿中国人彻底告
别了长期的农产品“短缺经济”状态。

种桃科学化、专业化

“脸晒得最黑的肯定就是‘果办’的”

平谷大桃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但大桃产
业发展的内核，自始至终有一种奋斗者的心态
在支撑。

专门成立的果品办公室功不可没。1991 年
起成立的平谷县果品办，是当前北京市唯一保
留的区县级果品办。如于学军所言，“全区公务
员站出来，脸晒得最黑的肯定就是‘果办’的。”

每年在老百姓田间地头指导生产的“果办”老
师，往往在农民还没起身时，就已赶到田间地头。

张文忠说，“果办”老师被平谷果农“追星”

追了几十年。“老师”一到村里去，果农立即放下
手中的饭碗，跟着追上去询问咨询，因为“果办”
给农民带来了切实的技术。

“一开始您种桃时，自己掌握技术吗？”记者
问卢宝生。

“不掌握，一点都不懂，就是‘果办’的人来
教。按他们说的回来再看看书，一点点地摸索。
桃要怎么管理才长得好、口感好？用什么农家
肥？我总结，农家肥不能是鸡粪，得是牛羊粪，这
样种出来的桃甜度最高。”这位曾经在区里比赛
摘取“甜桃王”桂冠的桃农透露了种桃的秘诀。

平谷大桃产业曾爆发“潜叶蛾”和“黑斑病”
危机，其中名为“桃细菌性黑斑病”的传染病发
病快、传染性强、对果实影响大，如不加以控制，
大桃必将减产减收，甚至绝产绝收。平谷“果办
人”通过调研走访，下地观察病虫害，与相关专
家进行研究实验，逐步找到了遏制病害方法，申
报重点防控项目，并在全区推广，为果农减少近
亿元经济损失，帮助平谷大桃产业迈过难题，也
成为解救危机的“亲人”。

相比之下，在上世纪 90年代末，临近的某县
原本和平谷种植同等规模大桃，但因为出现严重
病害，而没有专门机构负责管理研究解决，眼睁
睁地看着十四五万亩的大桃产业日趋衰落。

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言：“‘果办’在百姓心
中的地位非常高，村里组织活动时只要一广播，
一会儿果农骑电动车排大队跟检阅一样就来
了，比发东西还好使。”

产业规划、技术引进、品种升级……如今平
谷大桃正越来越走向专业化发展。张文忠也颇
为自豪，大桃对农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很
多农民对此津津乐道，一大批人因为大桃买了
楼房，供子女上学读书。“我们做农业的，为农民
生活提供保障，为社会添砖加瓦，我觉得很骄
傲。”他说。

近年来，平谷区刘家店镇还发起了种“诚信
桃、厚德果”倡议，呼吁全镇百姓诚信经营，杜绝
缺斤短两，争做诚信桃农。想要获得诚信之星，
需完成不使用除草剂、施用有机肥等诚信公约
30 条的严格标准。例如，桃园内不能使用除草
剂。杂草影响桃农劳作，干扰果树生长，相比机
器和手动除草，除草剂可以快速除草，但其农药
残留对人身体有害，也会影响大桃味道。

“农业局会进行督查和执法，‘果办’指导并
检查，保证最好的绿色产品供给到市场。”张文
忠说。

电商培训、产品分级

“原来按筐卖，现在按盒，甚至
按个儿卖”

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化逐步深入。
2018 年开始，平谷区在“互联网+大桃”的基础
上，鼓励果农从传统销售向个人电商转型，大幅
提高农民收入，助力产业转型。

平谷区商务委副主任高杰说，“互联网+大
桃”在 2014 年起步时主要以平台电商为主，但
如今京东和天猫旗舰店流量与维护成本过高，
生存困难。近两年，平谷区通过对果农培训，帮
他们借助手机直面顾客推介，再通过快递等实
现销售，掌握农产品的交易权、定价权、收益权，
让农民成为互联网时代有尊严的新农人。数据
显示，2018 年平谷共有 1400 万斤大桃通过电
商销售，农民实现增收 1 . 12 亿元。

政府组织进村入户的“新农人讲学班”等电商
培训，培养了农村电商人才，推动大桃流通标准
化。通过培育本土电商讲师团队，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对大桃主产乡镇开展“地毯式”培训。

“好多桃农在讲课后都跟我们咨询买啥样
的手机好，课后就买去。”负责培训的讲师团讲
师王丹说，培训从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到给产品
照相开始，教授农民在网上诚信经营，提高农民
互联网营销的意识和技能，目前已经建立了
169 个微信群，进行线上跟踪服务，课上掌握不
了的内容，以图片、文字、小视频等形式讲解，在
群内统一解答。

除此之外，培训还包括桃树的产中、产后养
护，化肥农药的管控理念以及分级销售策略等。
相比果农之前将大桃成筐卖给桃贩子遭遇压
价，电商培训和产品分级理念让大桃销售单价
提高到原来的 4 倍多，农民积极性大幅提高。

在前北宫村大桃交易市场，一筐筐大桃通
过传送带进入新近引进的大桃分拣设备，帮助
桃农实现大桃甜度在机械设备的规模化无损测
糖和等级细分，提高产业竞争力。

5 年前还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的白领张
华，如今已返回平谷成为专业桃农，通过网络销
售，给她的前同事带去了新鲜的大桃，不仅收入
更高，而且自己还成了讲师团的讲师，心中充满
成就感。“桃子质量越来越好，原来按筐卖，现在
按盒，甚至按个儿卖！”

大桃产业优化升级

向集约型高质量现代化模式发展

进入 2018 年，老岳和老卢都迎来了新问
题——— 谁来接班？

64 岁的岳长保说，这是自己最担心的事，
果树不比大田，需要多年培育，孩子们都在外工
作，没有人愿意回来接班。他认为自己身体能再
干个八年、十年，可这之后，自己真就成为“末代

农民”了。“年轻有学问的，人家上外边闯世界去
了，我们这代人以后怎么办？这是我现在最担忧
的事。”

张文忠说，农业专业化的产业要求在提升，
但农民的综合能力在下降。市场激烈竞争下，对
产品的要求更高，以“五六十岁”为主的这代农民
不仅年龄偏大，而且知识、体力受限，因此亟须补
充高素质的精英型农民。“而年轻人眼高手低的
多，大学生下决心要从事果树，没有四五年积累
做不出眉目，往往知易行难。”

老岳和老卢面对的问题，是中国一些农业地
区的普遍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平谷区通过探
索经营体制、栽培模式、个人电商和技术引领等
手段，帮助果农建设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现
代化的新型果园，让管理技术更加简化，果农更
易接受掌握。

2018 年，在大兴庄镇，三福庄果农孙永东种
植的清水白桃，不出地头就以每箱 100元的价格
被收购一空，亩效益达 2 . 6 万元；在大华山镇，大
峪子村果农胡晋军种植的新品种金秋蟠，采摘价
格为每公斤 30 元；南独乐河镇北独乐河村王庆
林种植的水蜜桃领凤、红清水销售价格达每公斤
20元……品种引进、示范、推广体系的建立，现代
化的新型果园，为大桃产业的优化发展提供了关
键保障。

同时，平谷还在探索经营体制创新，采取土
地流转方式，将土地收归村集体或承包大户；另
一方面，在“互联网+大桃”的基础上，平谷区与顺
丰、京东、EMS 等物流企业对接，由政府提供场
地，顺丰物流在大华山大桃市场建立物流分拨中
心，减少了 5 个中转环节，投入专机、高铁、冷运
车等运力优势，让大桃从“枝头”直达“舌尖”。目前
平谷大桃销售覆盖全国，并销往泰国、柬埔寨、新
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平谷区农委、果品办主任李小丰说，在今年
的平谷区委五届六次全会上，平谷区提出了紧扣
“三区一口岸”的功能定位，坚持生态立区，推动绿
色发展，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生态谷，山水平
谷、森林城市、花果田园正在成为平谷的“金名
片”。为落实全会精神，平谷正在坚定不移地实施
大桃精品战略，紧盯育种前沿，分析引进优新品
种，提高桃农科学管理水平，并强化绿色、安全体
系建设，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不仅如此，一系列创新举措同时为减轻桃农
压力，提高农民收入开辟了新的途径。在平谷区
多部门指导下，平谷青年返乡创业成立的“北京桃
娃”农业科技公司发起提前认购、预售平谷大桃的
“情定桃花”认购活动，以“桃花开时卖大桃”帮助
农民完成近万单大桃预售，不仅价格是去年的 2
倍，还同时开发出桃罐头、果干、桃茶叶、桃木剑
等工艺品和衍生产品，一举成为互联网认领模式
下的“爆品”。

被称为“天下大桃第一镇”的大华山镇人常富
东还记得，20世纪 90 年代初父亲开着手扶拖拉
机，用大筐装上七八十斤桃，到附近的批发市场
去卖，那时没有合作社也没有商超和电商，面对
的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批发商。

“我是‘靠’大桃长大的，大桃产业确实存在
‘老龄化’的问题，小时候父母教我‘打死也不能回
家种地’，因为农民要靠天吃饭，投入高，回收慢，
果树种下去，3 年才结果。”常富东说，而如今，
从“商超”到“互联网+”模式，从线下到线上全民
电商，从批发市场到盒马鲜生，党的十八大以
来，大桃产业正在向集约型的高质量现代化模
式发展。

张文忠说，种植技术的改进升级也在助力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平谷大桃产业推广高密
植栽培，一亩地桃树株距由原来的 1 . 5 米至 2 米
缩减到 1 米至 1 . 5 米，并辅助铺上黑色地膜，提高
地面温度。这种小株距、大行距的栽培模式，既可
节水灌溉，又可以容下机械化栽培，解决了老龄农
民施肥难的问题。截至 2017 年底，全区已有 2 . 3
万亩桃园实现了高密植栽培。

长枝修剪、密植栽培、树形控制……一系列果
树技术的运用，也助力大桃产业实现新的跨越。

在大桃产业带动下，平谷一大批特色果品产
业实现高质量增长。金秋时节，北京平谷金海湖
镇 600 余亩特色果品佛见喜梨喜获丰收；峪口
镇、南独乐河镇等地共 9000 亩优良品种苹果面
世；井峪盖柿、磨盘柿、杵头柿…… 5 万亩柿子栽
种面积位于京郊各区首位。

2017 年，平谷区苹果、梨等园林水果产值超
过 1 亿元，核桃、板栗等坚果产值超过 7000 万
元，葡萄、柿子、鲜杏、鲜枣、樱桃产值都已超过千
万元。平谷区果品种植总面积达到 38 . 19 万亩，
成为首都最大的“果园”。

京郊的京白梨、吉林延边的苹果、南疆的库
尔勒香梨、辽宁大连的樱桃、山东枣庄的石榴、浙
闽的杨梅、陕甘豫的猕猴桃、闽粤沿海的龙眼、粤
桂南部的荔枝、海南西部的芒果……放眼全国，
和平谷大桃一样，一种种特色果品、一个个知名
品牌，一座座特色果品产业化生产基地，成为各
地富民兴农的有力支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揭
开了中国“三农”发展的新篇章。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名句，如此
赞美盛开桃花的浓艳多姿。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大桃产业寄托了平谷人
的梦想。喜悦、期待、幸福……一棵棵桃树写满了
改革开放的时代印记，蕴藏了中国农民的精神密码。

在采访中，张文忠不由在纸上写下 12 个字：
“平谷好风光，百里桃乡百里香。”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揭开了中国“三农”发展的

新篇章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大桃产业寄托了北京平

谷人的梦想。喜悦、期待、幸福……一

棵棵桃树写满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印

记，蕴藏着乡村振兴的“密码”

北京市民在 2016 年平谷区甜桃王
擂台赛上拿着大桃拍照。新华社资料照片


	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