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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人情味？人情味，源自人性之中最
温情的一面，是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的自然
流露，是一种给人以爱与关怀的奇妙感觉，
是一种由内而外感染他人的个性魅力，是一
股可以温暖人心的精神。

莱阳市团旺镇东大格庄村父老乡亲在
与青岛下乡知青的交往中洋溢着浓厚的人
情味，这种人情味绵延了40余载，且在不断
地加深巩固，形成了新的人际关系，有效地
改变着陈旧的世俗观念，成为推动精神文明
建设的力量源泉，令人赞叹不已。

今春三月，东大格庄村委收到当年驻村
的14名老知青寄来的2万元捐款，并附言
道：支援第二故乡文明创建和疫情防控。村
党支部书记夏明波手捧这沉甸甸的捐赠，无
比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不觉回忆起当
年与知青“朝夕相处谱和谐，携手并肩战山
河”的美好时光。

1975年春，18名风华正茂、热血沸腾、
理想远大的优秀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牢记毛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谆谆教
导，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生养他们的父母，离
开了培育他们成长的师长，离开了风景秀丽
的宜居岛城，踏着明媚春光，意气风发、斗志
昂扬地先后分两批次来到了莱阳县中荊镇
东大格庄村安家落户。当年的老书记江春
堂和乡亲们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热情地
接待了他们。

在知青到来之前，村党支部就按照上级
的统一部署，提前组织建筑队，为知青建起
了10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这在当时属全镇
一流的优质房舍。房子建起后，四周套上坚
牢的围墙，形成了知青大院；然后又对室内
进行了精心的装修和粉刷，家具用具购置齐
全，请村里有一技之长的、在海军退役的炊
事员江运升为知青掌灶做饭，让应季新鲜土
特产品随时端上知青餐桌，倾力为其打造优
良、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初来乍到的知青们，感到农村处处新
鲜、样样罕见，但进入角色却无从下手。见
此，党支部适时组织左邻右舍的大嫂们，直
接靠上去进行手把手地示范教练，促其很快
掌握了农村生活技能和习惯。逢年过节，乡
亲们主动拿着农副产品和可口饭菜登门进
行探望和慰问。记得，1975年清明节前夕，
一位年过古稀的江姓老奶奶把自家老母鸡
产的、舍不得享用的48枚“连心蛋”和一包面
食“小燕”送到了知青的餐桌上，并再三嘱咐
道：“孩子们千万别想家，这里就是你们的新
家，会有更多的亲人关照你们，一定能帮助
你们克服困难。”

知青们驻村期间，自觉与村民打成一
片，不管是上坡干活，还是休闲娱乐，大家都
是笑脸相迎，兄弟姐妹相称，在融洽和谐的
氛围中度过。为确保知青的生命财产安全，
村里民兵连的基干民兵每晚都要围着知青
大院巡逻几圈，切实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村

里的赤脚医生三天两头背着药箱到知青大
院巡诊，一旦发现哪个有头疼脑热的问题，
及时进行治疗。村民们用心用情为其提供
优质服务，严冬，为其密封窗户，防风保暖；
酷暑，为其烧绿豆汤，去暑降温；发生矛盾纠
纷，主动找其促膝谈心，用“三尺巷”的故事
开导他们以和为贵，化干戈为玉帛。老书记
和分管领导总是隔三差五地来到知青大院
问寒问暖，排忧解难，体贴入微。根据知青
们的体质和特长，合理为他们安排营生，有
的教育红班，有的进技术队，有的搞文艺创
作，还有的辅助赤脚医生出诊，让远离父母
的他们在异地他乡各尽所能、心满意足，处
处方便，事事温暖，像在家里一样舒坦。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知青们把
下乡作为人生的新起点，以山村为家，以爱
民为荣，誓把东大格庄村当作第二故乡，自
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开展“五讲、
四美、三热爱”活动，尊老爱幼，助人为乐，一
心为公，常年坚持学雷锋，做好事。分管育
红班的女知青阎基平，一门心思当好孩子
王。她自掏腰包买了一套理发工具，按时为
孩子们和孤寡老人理发，时间久了右手磨起
了水泡，形成了老茧，至今活动起来仍然不
太方便。1976年夏季的一天，她发现一名男
童不慎掉进5米多深的地瓜窖子里，便毫不
犹豫地下到黑咕隆咚的窖子里，使尽浑身力
气将男孩救出，自己胳膊和腿多处划破了
皮，渗出了血，但她却毫无怨言。

女知青姜励主动配合村里的赤脚医生
出诊，经常为在坡里干活的群众包扎伤口。
有一次，她在坡里巡诊时，突然发现一名干
活的中年男子疼痛难忍，她当机立断，就地
找来农用小推车，把患者扶上车就往镇医院
赶，8里山路，分秒必争，在村民的协助下，及
时将人送进了急诊室，经确诊为急性阑尾
炎，差一点就要穿孔，多亏抢救及时，才转危
为安。

男知青刁连基勤奋好学，善于钻研科技
种田技术。他担任技术队的小组长后，带领
5名队员反复查阅科技资料，经常科研攻关
至深夜，扎扎实实地深入田间搞实验。功夫
不负有心人，终于培育出花生良种，掌握了
高产种植技术，指导生产队连年获得花生大
丰收，受到上级业务部门的通报表扬。就这
样，知青们心贴心、面对面、肩并肩地与父老
乡亲结下了永恒的情谊。

越是困难越向前，敢叫山村换新颜。知
青们发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甩开膀子加油干，在
山耩薄地上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在东大格庄
村的每一块土地上都留下了艰辛的脚印，在
每一处街道和房舍都刻下了“记住乡愁”的
深刻烙印。“三夏”“三秋”大忙季节，知青们
起早贪黑参加大田劳动，手上磨起一串串血
泡，但没有一个喊苦叫累的，仍咬紧牙关继
续坚持着。晚上收工后，村里大嫂们主动来

到知青屋，为其烧水烫脚，用消毒的针头穿
破他们手上的血泡，并穿上头发丝引流，尽
量减轻其痛苦。知青们吃苦耐劳、忘我拼
搏、战天斗地的壮举，给村民们留下了深刻
印象，成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动力，推动着乡
村脱贫致富快速发展。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由于知青们艰苦创业表现突出，村里的知青
点连年被评为先进集体，镇上多次在东大格
庄村召开现场会，及时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
和做法。知青们在劳动中既收获了经济效
益，也收获了幸福和快乐，增长了知识和才
干，并为东大格庄村带来了满满的文化味
道，让整个村庄充满了奔小康的青春活力。
女知青杨青的事迹特别感人。平时，她和男
青年比着干、争着干，样样工作跑在头里；农
闲季节，她积极组织文娱晚会，用自编自演
的节目宣扬村里的好人好事，激励社员们发
扬时代新风尚；她打破世俗观念，每天清晨，
背着粪篓子围着村四周捡大粪，支援农业生
产，深受村民的欢迎和爱戴。她在全镇下乡
知青中率先加入了党组织，光荣地出席了莱
阳县知识青年代表大会。

“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
知青们下乡满3年后，个个满载接受再教育
的累累硕果，喜泪满面、难舍难分地告别了
朝夕相处的众乡亲，返回了日新月异的岛
城，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开始了新的生活，
不断创造着新的业绩。回城以后，他们始终
不忘东大格庄村的父老乡亲，曾多次携带精
制的副食品和岛城海鲜回村看望和慰问众
乡亲，双方热情交流着别后发生的喜人变化
和成就，踊跃参观梨乡名胜古迹和改革开放
的新成果。村民们为表达感激之情，金秋时
节，将本地盛产的地瓜、芋头、花生等土特产
品，用拖拉机载着送进岛城，让知青们及其
家人共同品尝丰收的成果和喜悦。双方这
种友好往来，一直持续不断，筑就一条连接
城乡两地的坚牢的友谊纽带。

如今，已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新时代，当年风华正茂的知青们早已年过
花甲，鬓发苍然，成为衣食无忧、儿孙绕膝、
颐养天年的老者，过着美满幸福的新生活，
但他们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把当
年驻村的父老乡亲挂在心间。在全国振兴
乡村建设的高潮中，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刻，他们又从有限的养老金中捐献出2万
元，真情实意地支援第二故乡文明创建和疫
情防控工作，这真是“47年前献青春，47年
后献爱心，心心相映谋发展，中国梦一定能
早圆”。

采写完这篇稿件，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我深被东大格庄村村民和青岛知青这种浓
厚的人情味所打动，但愿人与人之间，哪怕
是陌生人之间，能够像他们那样，用真诚、热
情、友善、信任筑牢精神文明建设的铜墙铁
壁，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断发扬光大。

又是艳阳四月天，又是故乡苹果花盛开的
季节。

人道是“人间四月芳菲尽”，但我的故乡烟台
市福山区高疃镇却正是苹果花争奇斗艳的时光。
每当四月里，一眼望不到边的苹果园，变成了花的
海洋，远远望去，白茫茫的一片，春风一吹，散发出
一阵阵淡淡的芳香，令人心旷神怡。

爱花、赏花的人自古以来大有人在，除了不胜
枚举的专供人观赏的花卉受人宠爱以外，非果树花
莫属，古诗中人们耳熟能详的描写杏花、桃花、梨
花、海棠花的佳句俯拾皆是，如“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风吹梅蕊闹，雨红杏花香”“去年
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
雨”“见梨花初带夜月，海棠半含朝雨”“海棠开后，
梨花暮雨，燕子空楼”，等等。但是在浩若烟海的历
史典籍中，很少看到古人赞赏苹果花的诗词，我在
古诗词中仔细查找，仅看到两首清代人的作品，一
首是吴绡《黄莺儿·画苹果花》：“别样不胜娇。软丝
丝、缀碧条。海棠姿态些儿较。嫩红酥欲消。淡胭
脂带潮。香生玉魇轻含笑。最难描。风情无限，半
晌却停毫。”另一首是洪亮吉的《伊犁纪事诗四十三
首·其七》：“古庙东西辟广场，雪消齐露粉红墙。风
光谷雨尤奇丽，苹果花开雀舌香。”

究其缘由，非为古人不爱苹果花，
也非古人对苹果花熟视无睹，而是在历
史的长河中，苹果几番改易名称，竟让
我们后来人相逢不相识了。中国是苹
果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湖北江陵战国古
墓中发现的苹果及种子表明，我国种植
绵苹果至少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历
史上苹果先后被称为“柰”“林檎”“頻婆
果”“蘋婆”“槟子”“沙果”“花红”等，如
此顺藤摸瓜，就不难找到苹果花的身影
了——南北朝褚沄的《咏柰诗》“红紫夺
夏藻，芬芳掩春蕙”，唐杜甫的《寄李十
四员外布十二韵》“宿阴繁素柰，过雨乱
红蕖”，宋梅尧臣的《宣城宰郭仲文遗林
檎》“右军好佳果，墨贴求林檎”，唐白居
易的《西省对花忆忠州东坡新花树因寄
题东楼》“最忆东坡红烂漫，耶桃山杏水
林檎”，宋丘葵的《次欧阳少逸韵呈雪庭
禅师》“蘋婆影镂日华明，照见枝头果已
成”。哇噻！原来古人对苹果花的喜爱
之情、赞美之语比之杏花、桃花、梨花、
海棠花毫不逊色呀！

“苹果”一词出现在明代，那时的苹
果已被广泛种植。明朝万历年间的农
书《群芳谱·果谱》中有“苹果”词条，称

“苹果出北地，燕赵者尤佳”。许多中国
农学史、果树史专家认为这是汉语中最
早使用“苹果”的发端。苹果一名出现
的原因，是因为在宋代，频婆果已经被
梧桐科的苹婆所替代，而这两种植物完
全不同，于是“苹果”应运而生，并且和
林檎、苹婆等植物分道扬镳，衍生出了
众多的品种，到如今已是琳琅满目、种
类繁多了。

烟台市地处山东半岛、黄渤海之
滨，盛产各种北方水果，尤以“烟台苹果
莱阳梨”而扬名天下。烟台苹果栽培历
史可追溯至400年以前，明朝万历46年
（1618年）《福山县志》就记载福山境内
栽培有“花红”等苹果品种。1871年，
美国传教士约翰·倪维思夫妇把西洋苹果引进烟
台（芝罘），在毓璜顶建立了“广兴果园”，那时的烟
台（芝罘）为福山县属地，随后福山门楼镇绍瑞口
村和紫埠村农民唐殿功、李锡伍在当地土苹果上
成功嫁接青香蕉、红香蕉，最早让西洋苹果实现了
本地化。所以，烟台市福山区应是烟台苹果的诞
生地，并由此传播山南海北，让烟台苹果闻名遐
迩。我的老家在福山区高疃镇，与门楼镇山水相
连，在我的记忆中这里几乎村村都有苹果园。记
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时，每当春天苹果花
盛开的日子，学校老师就会带领学生到苹果园里
赏花，名曰逛花儿，同学们在苹果园里嬉闹玩耍，
甭提有多高兴了。

苹果花属蔷薇科，花瓣五片，呈梅花形。它含
苞待放时是妩媚娇羞的红色，真正绽放后则是娇
嫩透红的白色，虽然和杏花比起来它不够粉红，和
桃花比起来它不够艳丽，和梨花比起来它不够洁
白，但是它素洁、雅致、清丽，飘散着一股独特的淡
淡清香气味。虽然单个的苹果花不过两枚硬币大
小，既不硕大也不那么耀眼，但是架不住聚众成
势，那可是田连阡陌、盖山遮岭的气势。盛开的苹
果花如朝阳映照的白云，如冬日降落的初雪，又似
广袤的田野笼罩着朦胧的雾霭，将沟夼坡岭全都
变成了梦幻般花团锦簇的模样。我青年时曾在农
村劳作之余，躺倒在故乡的苹果树下，被苹果花浓
郁的香气和发自内心的喜悦所浸染感动。我相
信，一个人在苹果花盛开的时候走进苹果园，不管
心情如何，都会立时神清气爽起来！

苹果花不是花开富贵门的“大家闺秀”，也不
是见不得世面的“小家碧玉”，而是烟台农村寻常
百姓生活的希望之花、幸福之花。果农一年的希
望都寄托在苹果花上，只有春天的花儿好，才能秋
天收获的果儿多呀！苹果花开，希望之花就会扮
靓整个城乡。我在老家的两个哥哥和众多乡亲都
是依赖苹果生活，他们常常为“烟台苹果”这个品
牌而自豪，也常常因为苹果花带来苹果的丰厚收
益而满足。这朵朵千家万户瞩目的苹果花，春天
里释放着淡淡清香，招引来一群群蜜蜂，它们热情
地歌唱着，辛勤地劳作在田野上。是的，故乡的果
农就像这辛勤的蜜蜂，整天在苹果园里忙碌着，盼
望好花坐好果，金秋时节苹果丰收卖个好价钱。

为了让苹果花开得好，果农可谓费尽心思、不
吝汗水。春天中十几天的苹果花期，是果农一年中
最辛苦最繁忙的季节。首先要忙着给果树“疏花”，
把多余的花朵掐去，让苹果花达到均匀合理的水
平，这样苹果树才能花开得好，坐果也多。然后要
为苹果花授粉。他们要密切关注天气和蜜蜂、昆虫
的数量，在自然授粉不好的情况下，实施人工授

粉。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柔软的刷子、橡皮铅

笔、香烟滤嘴等沾上花粉，对准花朵的中线进
行授粉。虽说方法简单，但十分费时费工。现
在故乡的果农一般都是采用蜜蜂和壁蜂授粉。据
说蜜蜂授粉能力一般，壁蜂授粉能力是蜜蜂的80
倍呢。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在苹果花期根据土质的
不同，进行合理的施肥；修剪密集的花枝条，保证主
要枝条花朵和坐果有足够的营养和空间生长；喷洒
农药，预防病虫害，预防低温冻害，等等，这些活儿
哪一样都不轻松。总之采取一切办法保证苹果树
不落花、坐好果，结出健康理想的苹果。

与一般的观赏花卉不同的是，苹果花不仅可
以观赏，而且具有极大的利用价值。苹果蜜口感
香甜，果香浓郁，尤其是烟台苹果的苹果蜜，质地
浓稠，甜润适口，属蜂蜜中的上品。苹果蜜富含维
生素C、B，有滋肤养颜、提高心脏收缩能力、抗脑
中风和心肌梗塞的能力。苹果花有补血或舒解神
经痛、补血明目、祛痘美白的功效。苹果花中的

“苹果酚”还可以抑制黑色素的产生，因而对美白
皮肤大有功效。苹果花制作的花茶，具有一种独
特的清香，常常饮用具有补血明目，解毒、排毒，治
疗神经痛，祛痘美白的功效，特别是长期面对电脑
的人群，适当饮用一些，可以达到明目的作用。不
过据说孕妇是不适宜喝这款茶的哦！

当然，苹果花的最大价值还是它的果实——
苹果。苹果树种植一般当年就开花，2—3年就可
以结果，成为农民发家致富的“摇钱树”。烟台苹
果自中西合璧至今已150多年，发展最快的时期
是上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农民发展苹果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
涨。故乡的村庄凡具备条件的农户，几
乎家家户户都栽上了几亩红富士苹
果。那时故乡的万元户几乎都是靠苹
果发家的。特别是一些育苗户，依靠培
育销售苹果树苗，年家庭收入竟达数十
万元之多，让人羡慕不已。20世纪，烟
台苹果的苗木和种植技术无偿向陕西
等省份输出，使中国苹果种植面积迅速
扩大，成为世界最大的苹果生产国。国
内十多个省(市、区)苹果产区无不受益
于烟台苹果的苗木和技术支援。今天，
中国是世界苹果第一大国，面积和产量
均占全球的一半，养活了数千万果农和
相关从业者、上千万个家庭，其中烟台
苹果功不可没。

烟台的苹果树走向了四面八方，
烟台的苹果花开遍了我国北方省份，
也为自己树立了竞争对手。进入新世
纪以来，随着全国各地扩大苹果种植，
苹果生产能力明显过剩，导致苹果收
购价格低迷，加上化肥、农药、人工等
成本逐年递增以及进口苹果的冲击，
种苹果越来越不赚钱，遇到不好的年
份，甚至还要赔钱，渐渐的香花变成了
刺菜。有几年，我最为打怵的是乡亲
们找我卖苹果，价格低了对不起他们
的劳动，价格高了没有人要，常常陪上
笑脸求朋友帮忙，好歹卖上一部分，也
算为他们减轻负担、保证起码的基本
收入尽一份力。后来，故乡不少人家
将苹果树砍掉，栽上了市场走红的大
樱桃树，或建起大棚种植草莓等水果，
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既没本钱也没精
力再折腾，只能将果园毁了种庄稼、蔬
菜，甚至干脆将果园撂荒了。面对这
种变化，有人感到困惑，有人感到难
舍，毕竟故乡人对苹果有很深的感情，
长期以来有多少人家通过种苹果盖起
了新房、买了汽车、供孩子上学，如今

要亲手砍掉这些苹果树，情何以堪！
烟台的苹果花绝不能凋谢！烟台众多的干

部、科技人员和300万果农展开“果业革命”，掀起
振兴苹果、再创辉煌的热潮。近十几年来，烟台加
快品种创新、技术创新、装备创新，通过组建苹果
自主创新高效育种技术团队，培育新品种和抗重
茬能力强的新砧木，加快新品种推广步伐，用新品
种、新风味抢占中高端市场，推进产业与休闲观
光、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拉长产业链和价值链，尝
试通过果业合作社产销挂钩、电商平台和直播带
货，扩大苹果销售市场。短短几年时间，烟台苹果
培育了一大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市现已拥有
果品贮藏加工企业1000余家，专业合作社1500
余家，销售收入过亿元的果品龙头企业48家。全
市建有果品贮藏库1348座，库容能力达342万
吨，自动化筛选生产线1044条。苹果栽培面积达
到282万亩，产量约568万吨，出口东盟、日本、欧
盟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创产值500多亿元，全
市农民80%的收入来自苹果。

烟台全市上下凝聚力量，终于将苹果花培育
成开不败的花朵，培育成乡村振兴、脱贫致富、共
同富裕光芒四射的金花。2021年烟台苹果品牌
价值达150多亿元，连续13年蝉联中国果业第一
品牌，先后获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一度濒临凋谢的苹果花，又重新焕发异彩，乡
亲们脸上重展笑容。但烟台人并未因此而满足，
他们面向未来，不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大幅度降
低果园生产成本，努力让烟台苹果产业始终保持
长盛不衰的良性发展局面。烟台人还围绕“小苹
果”做起了“大文章”，开发了文创作品、艺术作品、
影视作品、工艺美术品、旅游纪念品，苹果树被评
为“烟台市市树”，形成了“开放、包容、创新、拼搏”
的烟台苹果文化精神，推进了产业文化与产业经
济的同步发展。

烟台人的梦想是将烟台建成“苹果之城”，打
造人间仙境的“苹果天堂”。苹果花和苹果就是苍
天赐予仙境烟台的仙葩和仙果，有了烟台苹果花
和苹果的相伴，人间仙境才能名副其实。又是艳
阳四月天，烟台的山川田野到处是一片片盛开的
苹果花。苹果花啊！平凡的花，平凡之中见伟大；
苹果花啊！小小的花，小花之中大世界。苹果花
就像烟台朴实勤劳的农民，虽然它貌不惊人，但它
以惊人的力量创造着独特的自然之美，为日新月
异的祖国大地增光添彩。乘着乡村振兴的浩荡东
风，当我再次回到故乡，看到苹果树上盛开的苹果
花时，我似乎看到枝头挂满了红苹果，看到了金秋
十月果农那一张张合不拢嘴的笑脸。正是：

人间仙境有仙葩，百载盛开世赞夸。
四月艳花香万里，金秋硕果富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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