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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之53）

“到2002年、2003年，观水这里才有了苹
果市场。2000年埠西头并到观水镇后，全镇
苹果才开始套袋，一个袋一毛多钱，刚开始用
的是日本的小林袋……”

我静静地听着他的叙述，这时候，有几个
到果树站来办事的村里人，也坐在我旁边听黄
启宝讲故事。黄启宝继续着他的思路，他说，
到了2005年后，苹果生产好了，市场也好，老
百姓挣了几个钱。直到2013年，有个七八年
的时间，是苹果兴旺的时候。从2013年后，价
格不如以前，苹果树龄也大了。年数多了，土
壤里的酸性也大了，就要调酸，一亩地要投入
六七千元，甚至有上万元的。一方面投入增
加，一方面市场不好，苹果生产遇到了困难。
从去年开始，有些家里老树的树龄达到20年
以上的果农，便不种苹果，出去打工了。窗外

远天上因为阳光的配合，清澈如镜般的

蓝，白云仿佛是从大草原上运输过来，堆在山
头上面显示棉花的丰收，黄启宝的话语给这种
丰收提供着低沉的马头琴般的倾诉……全镇
这样的苹果树每年伐个两三千亩，发展新幼
树。伐了老苹果树之后，有些60岁左右的果
农，觉得自己还能管理果园，就栽；有些岁数再
大的，就不栽了。当前的果园管理人员，绝大
多数是55岁以上的，年轻人很少。管理果园，
一个是累，二是投入太高，产出效益低。

黄启宝不愧是专业技术人员，他给我讲果
园的重茬，讲排酸，讲脱毒苗木，讲新果园的管
理，头头是道。他说，脱毒苹果苗，最早成功的
是“烟富2”。一家是市农科院，就在福山那里，
一家是莱州小草沟，那里是省果树站建的点，
两家都出脱毒苗子，时间大约在 2011 年前
后。脱毒苗木肯定很值钱，刚开始，二米往上
的，25元一棵，到了2017年，十七八元一棵，一

米五的12块钱就能买下来。管理好了，树长得
也快，一年能顶两年。脱毒的苗木种植，管理
上也有变化。你知道，苹果树的管理，剪枝是
有讲究的。老辈的苹果树，讲究留三大主枝，
脱毒苗木不一样，管理起来要多留枝，有枝就
留。以前定干，是60到70厘米，现在定干是
80到100厘米。什么叫定干？就是一个苗栽
到地里去，活了，不是叫它老是往上长，而是在
它的一定高度剪下上面的树梢，然后叫它往外
发芽生长。这个高度就是一棵苹果树将来树
干的高度，所以叫定干。

他滔滔不绝地讲技术，西边的玻璃窗上，
映着我们的影子，静而少动，他说：“这和过去
的管理有很大区别。过去的三大主枝，是讲主
枝的挂果承载，现在改变了过去的思路。新技
术是这样的，第一年栽上树苗，当年发出芽来，
就剪，定干，当年就会在这根小苗上长出一些
芽来，在这个芽下用果树刀刻一下，到秋天就
会长成一个树枝。第二年，在发出的这些枝上
留两三个芽，在几个方向让这些发出的芽匀
称。这样，中心干越粗，主枝呢，不叫它像原来
那样留三大主枝，而是留多个主枝，中心干与
主枝的粗度比解决好了，苹果四周围都是结果
枝。这就改变了过去主枝伸展结果的格局，苹
果树像一把张开的伞，所有的枝条，都能最大
限度地吸收阳光。光照好，结果自然就快，特
别是现在的矮化密植，与过去的老式苹果树相

比，过去得四五年结果，现在两三年就可以挂
果。亩产，因为过去亩栽几十棵，现在达到200
多棵，当然产量比过去高不少。”——我抬起头
来，但见帅气的黄启宝神采奕奕，脸上仿佛有
光。我感觉到了他对苹果树的热爱，他对自己
专业的热爱。

我当然要了解如今的果树技术服务体
系，说：“区里有个果树推广体系，财政发工
资，村果树技术员，每年1200元工资或者叫
补贴。镇上有新技术、新成果需要往老百姓
那里推广，我们就开全镇的技术员大会，把这
些新东西都教给他们。他们回村就会采取开
会或者广播等形式进行宣传。我们镇里的农
技推广站，原来是农业局直属单位，近年来，
下放到镇里管理了。我们还负责下乡对水果
进行抽样调查，就是到了各种水果，不管是大
樱桃还是苹果熟了的时候，都会到一些村里
去，直接到地里取样，回来化验农药的残留等
各项指标，然后报到区里去。以此保证我们
的果品质量。”

下午，按照我的路线图，黄启宝用他的私
家车拉着我到上寺口村。车从镇政府沿着宽
敞的大街向东，就是一条很不错的山区柏油公
路，一直顺着山势上扬，走了约摸两三公里的
样子，向山脚下右边的岔路一拐，便进入了一
条土路。沿着山脚一直向东，左面是山，右边
是河滩，有夏天积累的活水，正在从山野的土

地里聚集起来变成小河，映着大山小山的绿，
荡漾在季夏初秋的热浪里，给村子的红瓦房穿
上了绿裙裾。山野仿佛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让
人一看，就感觉有无穷的精力传递过来，马上
便会精力充沛。我们穿过下寺口，不远便到了
上寺口。黄启宝把车停在村中部路左边的一
个院墙下，右面石砌河岸下的小河，水带着绿
色，从通向南岸的桥下，向西奔去。向东的源
头，沿河上望，是慢慢地由清晰到朦胧隐藏到
远远的青黛色的高高的山。桥上，有几个村民
在给桥加栏干，电焊的弧光，透过半阴的天光，
引着我的目光直到河南山坡上的苹果园里。

个头不高、精明强干的村果树技术员刘世
玖，走到我们身边，用热情的寒暄进行淳朴的
欢迎。上寺口村是建在路北面的山坡上，东西
的公路是村子与山的边缘，从北山脚公路边
走，房屋一层层地高起来。刘世玖领我们向东
北的一条斜向上的村路上走去，边走边跟黄启
宝聊天。我跟在后面，一边拍片子，一边看村
貌。走到一个挺像样子的大门口前，院子里摆
着一排排挂满黄烟的架子，黄灿灿地映得满院
生辉。屋子的正间是两间房子
连在一起的，里面较空阔，没放
几样家具，而西间，就是76岁的
村里老技术员李永进老两口的
卧室了。

（未完待续）

8月8日，是我国第十二个全民健身日。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我

们再谈运动健身、强健体魄，意义不凡。

事关全民健康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们再次意识到健
康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健康是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这番话不仅表明健康是生命、幸福和生
产力的基础，也凸显了健康在社会、国家核
心竞争力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而锻炼、健身无疑是与健康同行最重要
的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全民
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
和保障。

自2009年起确立“全民健身日”，2012
年“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写入十八大报
告，到2014年上升为国家战略，全民健身的
分量越来越重。如今，全民健身已不再局限
于体育运动的范畴，而是“防病于未然”的前
置健康关卡，是健康中国的重要环节。

“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在

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健身就是良医，要“推动
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通过全民
健身实现全民健康。

事关体育强国

体育运动是全民健身最直接的践行形
式。全民健身日定在8月8日，也是为了纪
念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无论是
向世界展示竞技风采，还是热衷投身锻炼活
动，中国人有着深厚的“体育情结”。

新中国成立前，积贫积弱的中国，老百
姓求一碗饱饭而不可得，体育更像是一种奢
侈品，对很多人来说闻所未闻，更不要说参
与其中。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2
年，毛泽东同志的题词，为新中国体育工作指
明了方向，让中国体育从零突破、屡创新高。

如今，在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征
程中，中国看体育的心态发生转变。穿越纷
繁的“唯成绩论”“唯金牌论”，逐渐回归群众
体育、全民健身的普及。

索契冬奥会时，习近平主席谈到自己的
“金牌观”：“怎么体现成果？是金牌吗？最
重要的是展示自强不息、战胜自我、超越自
我的精神。”

对于厚植国家软实力、凝聚民族精气
神，习近平力促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同行。

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承办权
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申办北京冬奥
会，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推动我国冰雪运动快
速进步，推动全民健身广泛开展。”

在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即将开幕之际，
习近平强调，把群众性体育纳入全运会，组
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就更好起到了举办全
运会的作用。

……
当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体育与持之

以恒开展的群众体育相得益彰，全民参与、
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体育事业，将于新时代化
作一股源源不竭的精神涌流。

事关国家现代化

“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和参与国际体育
合作的程度，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
要标志。”2019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国
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时这样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年来，中国人
民的健康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中国从过去
未能参加奥运会，到现在已成为许多奥运项
目中的佼佼者，这是中国国运国力发展的重

要体现。
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

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全
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当时，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在解答这
份意见时指出，国际上通常将一个国家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作为衡
量体育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比较而言，我
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人均体育资源量
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相距甚远。

充分认识到体育锻炼举足轻重的战略价
值后，在全民健身的具体实践中，全国上上下
下都在着重解决“想健身”“哪健身”“能健身”

“会健身”的问题。真正让14亿人“动起来”，
不仅需要引导运动健身的生活方式，更离不
开场地、设施到位和科学运动观念的普及。

如今，遍布城乡的全民健身设施和晨晚
练站点，以及到处涌动的健身热潮……热衷
健身、科学健身的中国人，正在打造一张凝
聚民族力量的“国家名片”。

“普及冰雪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与中国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也是契合的”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习近
平总书记的话道出了这样一个真谛：只有人
民健康的地基扎实筑牢，民族昌盛与国家富
强的宏伟蓝图才能从容绘就。 新华社

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康

““嗨跑团嗨跑团””的跑步爱好者在朝阳公园进行跑前热身的跑步爱好者在朝阳公园进行跑前热身。。新华社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电 在第12个全民健身
日来临之际，在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指导支
持下，由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科研所组
织国体智慧体育技术创新中心开发的全民
健身信息服务平台（www.js365.org.cn）及
其微信公众号8日正式上线，将为各级政府
部门和公众提供服务。

据介绍，目前该平台上已有上万个体
育设施的开放服务信息，其中包括中央
财政资金补助的1000多个大型公共体育
场馆信息。平台整合利用了中软国际、
中讯设计、视源、动网等提供的资源，现
已具备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信息公
开、场地预订、赛事活动、赛事直播、体育
场馆信息化建设咨询指导和数字监理等
功能模块。

另据介绍，该平台可为各级体育主管部

门提供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信息公
开、赛事活动管理等服务；为体育场馆提供
开放服务信息填报和公开、场地预订、赛事
活动举办、信息化建设等服务，并提供云分
发到主流预订客户端，提高场馆的大众知晓
率和管理服务水平。

此外，广大群众将可通过平台查询场馆
开放信息，进行场地预订，观看赛事直播，从
平台获取所需的体育资讯等服务，提升参与
体育的便捷性。同时，可通过平台对场馆开
放情况进行监督，对场馆开放工作提出意见
和建议。

据悉，该平台未来还将逐步与其他相关
平台的已有资源进行整合联通，进一步丰富
内容、拓展功能，更好地满足各类用户的多
元化需求，在推进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88月月88日日，，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百余名太极拳爱好者在雅集公园开展太极拳习练展示活动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百余名太极拳爱好者在雅集公园开展太极拳习练展示活动，，推广科学健身理念推广科学健身理念，，倡导健康生活倡导健康生活。。新华社新华社

中巡赛安宁站

韩馨蕴/朱皑雯
加冕女双桂冠

据新华社昆明电 中国网球巡回赛安宁站8日率先结束女
单、女双的比赛。王美玲以2:0横扫曹思齐夺冠。韩馨蕴/朱皑
雯打满三盘，加冕女双桂冠。

王美玲作为本次赛事6号种子，一路顺风顺水，未失一盘打
进决赛。首盘开局，双方打得较紧，特别是曹思齐多次发球双
误，王美玲也在底线频频犯错，双方战成4:4，此时，曹思齐失误
增多，将发球局拱手让人，王美玲顺势6:4拿下首盘。第二盘，
王美玲的底线进攻发挥出优势，让曹思齐疲于应对，多次回球下
网，王美玲6:2再下一城，拿到职业生涯首个女单冠军。

在女双决赛中，韩馨蕴/朱皑雯对战汤千慧/蒋欣玗。双方
前两盘战成6:2、4:6。第三盘“抢十”大战，双方战至5:5，韩馨
蕴与朱皑雯抓住机会，10:6拿下比赛，捧起女双奖杯。

欧冠联赛重燃战火

皇马、尤文出局
曼城客场获胜

新华社巴黎电 时隔近5个月的等待后，欧冠联赛终于在7
日重燃战火。但这个夜晚注定不属于两支已经获得各自国内联
赛冠军的队伍——西甲冠军皇马客场1:2不敌英超曼城队，以
总比分2:4被淘汰；意甲冠军尤文图斯虽然在主场以2:1 击败
法甲里昂队，但由于客场进球少只能眼睁睁目送对手晋级。

国乒奥运模拟赛在海南打响

樊振东/陈梦
混双首轮过关

新华社海口电 8日，中国乒乓球队奥运模拟赛在海南陵水
黎族自治县正式打响。在首日进行的混双比赛中，樊振东/陈梦
等名将组合均通过首轮比赛晋级8强。

模拟赛完全复刻东京奥运会的赛程，国家乒乓球队一、二队
全体队员以及部分选调球员将进行多场较量，先后决出混双、女
单、男单、女团、男团五项冠军。

在当天进行的混双1/8决赛中，头号种子樊振东/陈梦组合
凭借出色的中远台进攻以总比分4：1战胜曹巍/张瑞组合；而配
合默契的二号种子许昕/孙颖莎同样以总比分4：1 战胜周雨/
冯亚兰。

韩馨蕴韩馨蕴//朱皑雯夺得冠军朱皑雯夺得冠军。。新华社新华社

曼彻斯特城队球员进球后与队友庆祝曼彻斯特城队球员进球后与队友庆祝。。新华社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