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鼓励扩产，“黄金果”满山遍野

走在平乐村的主街道上，大部分门面都与炎陵黄

桃有关。

“平乐村家家都种黄桃，现在根本找不到一块荒

地。”盘建军介绍，平乐村近几任村党组织善谋产业、

会搞经营，带领村民一心一意做大做强黄桃产业。

2011 年，以时任平乐村党支部书记邓运成为首的

村支两委班子，将黄桃作为全村脱贫致富的主打产业

来培育。邓运成牵头成立公司，将平乐黄桃种植合作

社、众鑫专业合作社等联合起来，采用“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运作模式，统一种植管理、统一销售。

为贫困果农建立扶持台账，提供一条龙服务。

经村支两委动员，不少在外务工的贫困村民返乡

创业，脱贫致富。

在平乐村，有一处正在建造的房子引起记者的注

意。盘建军介绍，这是村民熊广卫的家，他家原来住在

山顶，后来政府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帮他家在山脚下

盖了一层新房。如今，他靠着黄桃致了富，将房子改建

成 3 层小楼。

其实，熊广卫刚开始并不愿意种黄桃。

“黄桃树 3 年才挂果，当时我们什么都不懂，哪敢

贸然行动，万一不成功怎么办？”熊广卫说。

邓运成多次上门劝说，熊广卫才勉强答应。如今，

熊广卫每年靠种黄桃收入 7 万余元。他指着自己的新

房说，现在不用再到外地打工奔波，种黄桃有政府支

持，在家就能挣到钱。

朱圣洪原是村里出了名的贫困户。一家 4 口。妻

子和弟弟都患重度智力障碍，无劳动能力；女儿在上

学。他只能靠在外面打零工维系生活。“在政府帮扶

下，现在我家每年黄桃收入近 10 万元。”朱圣洪笑得

合不拢嘴。

在外务工的陈世丹看到黄桃产业发展势头好，返

乡创业。去年，陈世丹种植的 3000 多棵黄桃树，产量

达 10.5 万 公 斤 。“ 去 年 ，仅 发 出 的 工 资 都 有 40 多 万

元。”在平乐村桃缘民宿，陈世丹告诉记者，不仅自己

赚了钱，注册了优农尚品水果销售有限公司，还解决

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公司建了新厂房，目前正在建

设冷库，自动化分拣设备即将安装调试。还购买了多

台烘烤机，专门制作优质黄桃干。”陈世丹说，政府为

奖励她延伸黄桃产业链，还支持了 100 多万元资金。

黄桃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果”，2020 年底，平乐

村（炎陵黄桃）上榜第十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村民邓石茂忙着给黄桃树疏果。 王梓槐 摄

平乐村村部对面，新建的炎陵黄桃小镇游客服务

中心已初具规模，7 月将投入使用。穿过服务中心宽敞

的院子，便到达省级标准黄桃产业示范园，园内“线上

桃花旅游节”广告牌非常显眼。

3月23日，由于全国疫情形势严峻，2022中国炎陵桃

花旅游节改为线上举办，以直播形式展示平乐村等地的

美丽桃花，吸引1500多万名观众线上“云赏花”。

作为炎陵黄桃小镇核心区的平乐村，每年以节会

带动销售，定期举办桃花节、黄桃大会等，吸引经销商

和游客前来旅游、购桃；还邀请中央、省市各级主流媒

体，聚焦炎陵黄桃，提升品牌知名度。

品牌要打响，品质是关键。为维护炎陵黄桃品牌，保

证品质，平乐村严格农业投入品的管理和使用，实行农

产品质量安全源头管控，加强市场监管，严格依法维权。

时下，炎陵黄桃分拣中心正在扩建。负责人邓石

茂介绍，分拣中心将扩大至 1300 平方米，建设冷库和

自动化分拣设备。

“我们引进自动化的山地轨道运输设备，黄桃采摘后

直接通过轨道运输至山下，避免人工运输磕碰黄桃。”邓

石茂说，为了提升黄桃品质，今年还购买200盏杀虫灯。

平乐村随处可见的快递店引起记者的注意。盘建

军介绍，为了保证炎陵黄桃的口感，平乐村已经形成

“今天摘桃、明天尝鲜”的快速运输模式。

“每年炎陵黄桃还未上市，就已经有很多人预订

了，火爆得很。”电商达人陈淑芳说，去年通过微信朋

友圈销售黄桃 2.5 万公斤，其中一部分是帮黄桃销售

有困难的村民售卖的。

陈淑芳是炎陵县鱼片志愿者联合会的志愿者，闲

暇时经常下乡给炎陵果农上课。她说，帮果农卖黄桃

只能帮一时，教会果农怎样通过电商渠道出售黄桃，

才真正帮到了点子上。

“平乐村人非常热情、淳朴，大家互帮互助，共同致

富。”陈淑芳说，她卖黄桃还有一种情怀，让在外地的炎陵老

乡和全国各地的朋友尝到来自神农福地的原生态水果。

盘建军说，正是大家的齐心协力，才让平乐村的

黄桃产业越做越大。今年天气好，预计又会是一个丰

收年，产量将达到 300 万公斤以上。平乐村将继续延

伸黄桃产业链，推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

黄桃干、黄桃酒、黄桃汁等精深加工，引导村

民发展直播带货、乡村旅游、快递物流等新兴

服务业，吸引更多的游客来赏桃花、品桃

酒、摘黄桃，给村民持续稳定增收

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打响品牌，“明星果”火爆市场

【青年观察】

每一位果农
都称得上种桃专家

吴洁霞（湖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1级研究生）

“炎陵黄桃第一村”平乐村久负盛名。

这次作为湖南日报青年观察员，我来到罗

霄山脉深处的平乐村，有幸见识了声名远

扬的黄桃林。

平乐村拥有优美的自然风光，黄桃种

植面积大，产业底蕴深。桃花节时，春风拂

动，桃花灼灼，十里芳华。青山绿水间，俨然

一幅世外桃源的美景。

平乐村通过种植炎陵黄桃，不仅让在

外务工的年轻人返乡创业，还吸引大量的

游客前来赏花、购桃，成为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湖南省美丽乡村示范村。

发展壮大黄桃产业，离不开科技力量

的支撑。上海农科院和炎陵农技专家，每年

到平乐村举办多期黄桃种植技术培训。他

们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教村民整形修剪、

抹梢疏枝、疏果定果、果实套袋，以及开沟

排水、病虫害防控、有机肥使用等技术。平

乐村民在长期实践与探索中，总结出一套

适合本地特点的标准化栽培技术规范。如

今，平乐村的每一位果农都称得上种桃专

家。更令人惊叹的是，平乐村的电子商务也

发 展 得 很 好 ，走 出 一 条“ 互 联 网 +文 化 旅

游+特色农业”新路子，让炎陵黄桃火爆市

场，还带动村里的生态旅游业发展。

种植黄桃，唤醒了平乐村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脱贫攻坚成果惠及百姓的方方面面。

曾经的贫困村，产业兴了，出行易了，环境美

了，人气旺了。

平乐村的巨大变化说明，乡村振兴必

须大力发展产业特别是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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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咪

【村庄剪影】

炎陵县中村瑶族乡平乐村，地处罗霄山脉

深处，交通闭塞、贫穷落后曾经是它的标签，年轻人大多外出

打工，村里只有老幼妇孺。如今，平乐村种植炎陵黄桃后，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大量的游客前来赏花、购桃。

2021 年，全村黄桃种植面积达 3200 亩，年产量 275 万多

公斤，产值 3300 万元，是炎陵黄桃盛产区，更是炎陵黄桃品

质、品牌的样板区，被誉为“炎陵黄桃第一村”。三四月，平乐村

万亩桃花盛开；7月中下旬，果实累累，桃香弥漫山林。黄桃产

业的发展，促进了平乐村村民增收致富，仅靠种黄桃，村民年

人均收入就达 1.65万元。

平乐村先后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省级美丽乡

村示范村”“市级同心美丽乡村”等荣誉，村集体经济收入由原

来的每年 2000多元增至 15万余元。

【带您“打卡”】

夏初，万物生长。记者沿着蜿蜒的山路，驾车驶向炎陵县

中村瑶族乡平乐村。

刚到村口，两个圆溜溜的黄桃雕塑跃入眼帘，与蓝天白云

相映成景。不远处的牌子上写着“第十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黄桃）”“同心美丽乡村”。

穿过村口一条长约 500 米的隧道，进入平乐村内。平乐村

党总支书记盘建军介绍，这条隧道早年由人工修建而成。

站在路边远望，便能看到大片的桃林。幼桃刚挂果不久，

散发着桃子的清香。

跟随盘建军的脚步，记者沿着清澈的小溪而上，来到村里

最早种植的一批黄桃老树林。

“这些树已经有 35 年的历史。”盘建军指着其中一棵树

说，瞧这些树干已经有些干枯，但依旧能结出香甜的果实。

最早种植的这一批树是怎么来的？盘建军向记者讲起了

黄桃老树的故事：“它们都是从上海引进的，在这里找到了好

归宿。”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炎陵县委、县政府和农业部门致力

培育特色农产品，帮助山区农民脱贫致富。

1987 年，炎陵县农业部门从上海农科院引进优良黄桃品

种，在平乐等偏远山区试种。

“平乐村生态环境好，种出来的黄桃，特别香甜，非常好吃，

唯一的缺陷就是外形不好看。”盘建军说，山区病虫害严重，刚

开始结出的黄桃十果九蛀，不待成熟就所剩无几，产量不高。

一次偶然的机会，炎陵县农技专家和果农发现，水果套袋

技术可破解这一难题。

当时，台胞朱代奖回到祖籍下村乡，租赁土地种植新世纪

梨，并在炎陵首次采用套袋栽培技术。受其启发，果农尝试将

套袋技术运用到黄桃栽培中。

果然，黄桃套袋后，果实免受病虫害与鸟害，果面更光洁、

色泽更均匀，呈现果形周正、颜色金黄、甜度适中、脆嫩可口等

特征。

农技人员随后又摸索、总结出一整套适合当地环境、有别于

其他桃类的标准化栽培技术，编制出《“炎陵黄桃”生产技术规范》。

好山好水，加上独具匠心的栽培技术，炎陵黄桃一跃成为

果中上品。

“黄桃王子”邝卫华，是早期试种黄桃成功、先富起来的带

头人。记者在平乐村黄桃基地见到他时，他正忙着疏果套袋。

2004 年初，邝卫华将自己种植的新世纪梨全部改种黄桃。

同年，在县农业部门帮助下，他向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递交

了绿色食品申报材料，“炎陵黄桃”首次获得绿色食品认证，成

为株洲市首个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的水果。

2008 年，邝卫华的黄桃果园实现纯收入 10 万元。村民羡

慕不已。

“看到人家种黄桃发了财，我们家才开始种。”本在平乐村

经营酒楼的老板戴石洪也种了 300 棵黄桃，如今每年黄桃收

入 15 万元左右。戴石洪说，种黄桃比开饭店民宿赚得还多。

引优试种，“外来果”找到好归宿

炎陵黄桃满枝头。 龙子琳 摄

炎陵县中村瑶族乡平乐村千亩桃林美如画。 王梓槐 摄

平乐村吸引游客前来赏花。

莫剑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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