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道
都
不
能
少



﹏ 栽植 ﹏  

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的第 1—16 道：整地、

修建排水系统、定植苗木前均匀施肥、挖定植坑、沉实定

植带、选苗、苗木处理、定植苗木、灌定植水……

﹏ 幼树期管理 ﹏ 

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的第 17—29 道：萌芽

后抹芽、用发枝素促枝、使用保水剂、培养树形、防治卷叶蛾、

防治苹果小叶病、叶面喷施沼气液……

﹏ 结果期管理 ﹏ 

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的第 30—44 道：一年

生枝条全部刻芽、春季防病治虫、春季施肥、浇萌芽水、萌

芽后抹芽、叶面喷施生物钾肥……

﹏ 盛果期管理 ﹏ 

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的第 45—128 道：冬季

修剪、采集枝条、抹芽、花前复剪、刮除轮纹病病斑、刮除

腐烂病病斑、涂草木灰原液……



谨以此书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献礼！

李保国同志 35 年如一日，坚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长期奋战在扶贫攻坚和科技创

新第一线，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山区生态建设和科

技富民事业之中，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彰显了共产

党员的优秀品格，事迹感人至深。李保国同志堪

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太行山上的新愚公。广大党员、干部和教育、科

技工作者要学习李保国同志心系群众、扎实苦干、

奋发作为、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自觉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造福，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习近平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做出重要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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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是河北农业大学李保国教授为富

岗苹果量身定做的生产管理技术。它将生产过程各环节纳入标准化生产

和标准化管理轨道，形成了果农通俗易懂的 128 道生产工序，是迄今为

止国内唯一的红富士苹果生产和质量标准。

作为富岗苹果生产基地的岗底村的果农们，按照富岗苹果 128 道标

准化生产工序管理苹果树，像工人生产标准件一样生产苹果，使其着色、

个头儿、果型、口感、品质等，一模一样。标准化生产使富岗苹果富含

18 种氨基酸，其中 15 种高于国家标准，富岗苹果也因此先后获得世博

会银奖，奥运会专用果、“中华名果”称号，成为中国驰名商标。1 个

苹果卖到 100 元，岗底人靠种富岗苹果走上了富裕路，人均年收入达到

4.3 万元。昔日的穷山村，一跃成为全国的先进典型。

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被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

烈反响。来岗底村参观学习的、打电话咨询的、通过亲戚朋友索要资料

的人令富岗公司生产技术服务部应接不暇。有人说：“教会徒弟，饿死

师傅。”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却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把技术奉献给社会，是岗底人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也是李保国

教授的初衷。”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代序）



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通俗易懂，掌握起来并不难，可许

多果农学了后却没有认真实施，有的甚至打了折扣。“促进农业先进适

用技术到田入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关键是要让农民从心眼儿里

接受，只有心眼儿里接受了才能“入脑”“入户”“到田”。岗底村果

农在实施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过程中，发生了很多生动的故

事。于是，我利用工作之余，按照 128 道工序编写了 137 个科普故事，

用身边的事启发身边的人，使果农们读起来不仅“地理”上接近，“心理”

上也接近，感到亲切、认同。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让富岗苹果 128 道

标准化生产工序在广大山区和农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更多的农民

脱贫致富奔小康。

这本故事集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李保国教授的爱人、河北农业大

学研究员郭素萍老师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恰逢李保国教授

逝世 3 周年，是为记。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读者

批评指正。

杨振宇

2019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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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种好树　整地是基础

1985 年春天，冰消雪融，万物复苏，正是植树造林的季节。岗底村党

支部书记杨双牛，带领全村男女老少来到西垴上栽种苹果树。那时候，全

村分成 12 个小组，每个小组包一块地，限期完成种树任务。由于西垴是红

土地，土质坚硬，不利于苹果树根系生长，按照技术要求，要打眼放炮把

土炸松，然后挖成 1 米见方的树坑，把苹果树苗栽上。

一组和二组分包的地块紧挨着。一组的是麦田，二组的是春地。一组

组长带领全组人员严格按照技术要求，打眼放炮，挖的树坑长宽深都保证

1 米以上，虽然费工时，进度慢，但保证了质量；二组却不那么实在，不

打眼不放炮，光用铁锨挖，树坑的长宽深不到 80 厘米，因偷工取巧，早早

就完成了栽种苹果树的任务。

到了 1988 年，两块地的苹果树长势有了明显差别。一组栽种的苹果

树主干直径达 3 厘米以上，二组栽种的苹果树主干直径才 2 厘米。又过了

两年，一组栽种的苹果树树干粗，树冠大，开始结果。二组栽种的苹果树

第 1 道工序：整地

一、在平地栽植苹果树时，整地的方式有 3 种：（1）带状整地，挖

成宽 1—1.2 米、深 0.8—1.0 米的长条沟，然后将土回填，形成定植带；（2）

穴状整地，挖成 1 米 ×1 米 ×1 米的定植坑；（3）全面整地，用沟机将

果园深翻 80—100 厘米。二、在山坡上栽植苹果树时，整地的方式为：（1）

山坡坡度 10—20 度的修建梯田；（2）山坡坡度 20—25 度的修建隔坡沟

状梯田，也叫“水平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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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树干细，树冠小，坐不住果。由于树体弱，容易发生病虫害，又影响

到树体的成长，后来变成了“老小树”。到了盛果期，一组栽种的那块苹

果树，亩产达到 3000 公斤，果品质量好，卖的价钱高；二组栽种的那块苹

果树，亩产只有 1500 公斤，果品质量差，卖的价钱低。到了 2011 年，一

组的苹果树树势健壮，产量稳定；二组的苹果树早已衰老，产果更少，只

好全园淘汰。这正是整地不下劲儿，耽误树一辈儿。

后来，岗底人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整地的具体操作方法，对田面宽

度、整地深度、隔坡宽度、梯田走向、测量定线、爆破施工、排水系统等，

制定详细的标准。在后来的栽种苹果树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操作。全村

3000 多亩苹果树，棵棵树体健壮，枝繁叶茂，稳产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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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有不用　不可用时无

1994 年初冬，随着“轰”的一声炮响，内丘县侯家庄村拉开了治山造

田的序幕。

侯家庄村对面就是岗底村。10 年前，岗底人在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的

带领下，依靠集体的力量，苦干两年，硬是把 8000 亩荒山变成了花果山。

到了 1993 年，满山遍野的苹果树鼓起了岗底人的腰包。同在一个太阳下，

同住一条山沟中，岗底的山上为啥能长宝，侯家庄村的山上为啥只长草？

侯家庄人不服气，也开始劈山造田，决心像岗底村那样，把荒山变成花果山。

说起岗底人治山造田来，其中还有一个故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岗底村把 8000 亩荒山分到每家每户。几年过去了，8000 亩荒山面貌依旧。

当时，群众也想治山，但由于一家一户力量分散，人心不齐，治山造田只

能挂在嘴上。1983 年，杨双牛从部队复员后，当选为岗底村党支部书记。

他经过调查研究，征求村民意见，冒着被免职的危险，把荒山收归集体，

依靠集体的力量，打响了治山造田的攻坚战。他们统一测量，统一规划，

第 2道工序：修建排水系统

山坡上的苹果园在整地的同时，横向每隔 80—100 米修筑一条纵向

排水沟。排水沟要用石头水泥浆砌成或水泥石子浇筑，长久耐用，既可排水，

又能浇灌，还可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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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施工，修建隔坡沟状梯田。他们修的梯田坡根低、外沿高，形成外口

噘嘴里流水的水平台面。在修建隔坡沟状梯田的同时，水利专家建议他们

在坡面上纵向每隔 80—100 米修一条排水沟。当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理

由是咱这里几十年没下过大暴雨，修排水沟是劳民伤财。杨双牛说：“咱

们治山造田，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几十年没下大暴雨，几百年后会不

会下？宁可有了不用，不可用时没有。咱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想到未来，

经得起历史考验。”在杨双牛的坚持下，他们根据水利专家的建议，修建

了几十条排水渠，完善了排水系统，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

但是，侯家庄治理荒山却是一家一户，各自为战。他们修建的隔坡沟

状梯田跟岗底村一模一样，就是没有排水系统，一是谁也不愿意多投资，

二是存有一种侥幸心理。虽然岗底人也曾向他们提出建议，但他们当成了

耳旁风。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1996 年 8 月 4 日，岗底村和侯家庄村迎

来了 50 年一遇的暴雨。暴雨过后，岗底村 6000 亩隔坡沟状梯田安然无恙，

侯家庄的梯田被洪水冲得一塌糊涂。当时，有一块千斤巨石从山顶滚落下

来，砸穿了一户村民的院墙，山上的雨水顺流而下，淹没了这户村民的小院。

由于抢救及时，才没有发生伤亡事故。

为了不让侯家庄的悲剧重演，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推出时，

专门把修建排水系统作为第 2 道工序，即：坡面横向每隔 80—100 米修筑

一条纵向排水沟，保证果园旱能浇、涝能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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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俗话说：“风吹草帽扣鹌鹑，运气来了不由人。”这话一点儿都不假。

2011年春节刚过，天上掉“馅饼”，就砸到了内丘县岗底村果农刘春林头上。

这年春天，刘春林计划栽种 800 棵苹果树。偏偏凑巧，内丘县科技局

计划搞一个果树省力化栽培项目，正在到处寻找试验基地，双方一拍即合。

科技局不仅无偿提供树苗和 80 吨有机肥，以后还有资金支持。这对刘春林

来说，真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正月十五元宵节刚过，刘春林就开始整地。按照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

化生产工序要求，整地时应先将有机肥均匀撒在地里，用沟机深翻 80—

100 厘米，将土和有机肥混合均匀，然后沉实定植带，再挖定植坑，浇灌

定植水，最后栽种苹果树苗。刘春林的苹果园是隔坡沟状梯田，只有 2 米

多宽，如果先把有机肥撒在地里，深翻时必然要抛撒（方言，浪费的意思）

一些有机肥，刘春林不舍得。于是，他自作主张，把生产工序倒了过来，

先用沟机深翻土地，再撒上有机肥，然后用䦆头人工将有机肥与土掺匀。

第 3道工序：定植苗木前均匀施肥

全面整地前要将有机肥撒在地面，用沟机深翻使有机肥与土壤混合均

匀，防止树苗被有机肥烧根，造成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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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虽然不抛撒有机肥，但有机肥在土层里最深只有 30 厘米。刘春林把

800 棵苹果树苗栽上后，盖上保墒地膜，套上防虫塑料袋，光等着萌芽后

抹芽了。

半月之后，刘春林来到苹果园，查看苹果树苗的成活情况。他发现有

不少树苗顶端干枯了，就找来果树剪把干枯的一段剪掉。过了几天，他又

来果园查看，剪过的树苗接着往下干枯。难道是树苗缺水了？刘春林立马

拉水上山，为 800 棵树苗补浇了一次水。又过了几天，刘春林再次来到果

园时，800 棵苹果树苗仅成活了 100 多棵。

刘春林把富岗公司生产技术服务部的技术员找来，让他帮忙看看到底

是咋回事儿。技术员扒开树盘一看，凡是干枯的果树苗，树根全部腐烂。

没有根就不能吸收水分和养分，所以树苗就会干枯而死。技术员问他是咋

整的地，咋种的树，刘春林一五一十地做了详细介绍。技术员一听，就知

道问题出在了施肥上。由于刘春林施肥施得浅，苹果树苗的根部正好栽在

有机肥里，结果把根烧了。技术员说：“你也是咱村的老果农了，难道忘

了‘根生土中间，喘气最为先，宁叫根赶肥，不让肥伤根’的道理？”刘

春林自知理亏，羞愧地低下了头。

果树省力化栽培是省里的一个项目，由内丘县科技局实施，当省里准备

前来检查时，刘春林的树苗才刚刚萌芽，科技局只好把这个项目挪到了另一

家。刘春林为了节省一点儿有机肥，违反生产工序，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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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火镩与苹果树

铁火镩，苹果树。一个用来捅火，一个能够结果。两个是风马牛不相及，

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说来你肯定不相信，但确有其事。

2006年春天，侯家庄乡政府号召全乡各村学岗底，大力发展苹果种植，

并统一购来树苗，分发到每家每户，按照富岗苹果的栽种技术，并规定村

民必须在 3 月底以前完成种植任务。

按照富岗苹果栽种技术要求，首先要挖 80 厘米见方的定植坑，施入

足量有机肥，与土回填，浇灌定植水。一周以后，在定植坑上挖 30 厘米见

方的穴，将苗木栽入，并使根系与土壤接触，栽植深度为苗木颈部与地面

相平。然后向坑内灌 10—15 公斤的清水，待水渗下 1/2 时，向坑内填入另

一半表土，轻轻地踏一踏，再撒上一层薄土。

界子口村的侯老汉虽然只分到了 30 棵苹果树苗，但这 30 棵树苗让

侯老汉作了大难。侯老汉家只有半亩口粮地，全部种上了小麦。要按岗

底村的办法种苹果树，必须毁掉麦田，侯老汉不舍。如果不种，又怕村

挖 1 米 ×1 米 ×0.8 米的定植坑，挖坑时将表土放一边，新土放一边，

底部留 20 厘米深，将土挖松即可。

第4道工序：挖定植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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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处罚。3 月中旬，小麦已经返青，再过 3 个月就能收到囤里了，可种

苹果几年以后才能见效益。侯老汉思来想去，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

法来。

眼看就到村委会规定的栽种苹果树期限了，侯老汉百爪挠心。他突然

想起过去种柳树时，用铁火镩在地上戳个洞，把柳杆插进去，照样能成活。

如果用这个法子种苹果树，既不毁掉麦田，又能向村委会交差，至于能活

不能活，侯老汉心里没有去想。于是，他找来了一个铁火镩，往麦田垄背

上一插，前后左右晃几圈，把苹果树苗插进去，用脚踩实。这样种苹果树

省工省时又省力，不到一个小时就种完了 30 棵苹果树。

苹果树根系长度要 25 厘米，栽种时必须保证根系舒展，才能成活。

侯老汉用铁火镩种的苹果树，根系窝在一起，一棵也没成活。

6 年之后，界子口村其他村民那年栽种的苹果树，已进入盛果期，每

亩收入大几千元，侯老汉眼红了，想起当年用铁火镩种苹果树的荒唐之举，

后悔不已，又花钱买来 30 棵苹果树种上。这次他没用铁火镩，完完全全是

按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栽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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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急吃了“凉豆腐”

俗话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其实，要想栽好苹果树，也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儿。

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中，仅栽种苹果树，就有 8 道工序。

一环扣一环，环环紧相连，顺序不能颠倒，工序不能减少。

话说 1991 年春天，岗底村果农姚海军承包了村里 2 亩耕地，计划

栽种苹果树。他按照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先是整地，然后选苗，对

苗木进行整理，接着又挖好定植坑，没有利用大水沉实定植带。下一步

该灌定植水了，姚海军犹豫了。因为栽种苹果树要在 3 月底以前完成，

晚了成活率就会大大降低。当时已经到了 3 月 28 日，如果浇水沉实定

植带，1 个星期后才能挖坑栽种，姚海军着急了。于是，他先把苹果树

苗栽上，然后再灌定植水。结果一灌定植水，定植带塌陷下去 20 多厘米，

成了一条沟。他怕树苗受影响，就用土把沟填平，结果把 1/3 的树干都

埋住了。

第 5道工序：沉实定植带

用大水浇灌定植带，使土壤沉实，不留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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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 2 年，姚海军发现自己栽种的 2 亩苹果树一直不精神，和别人

同年栽的树相比，树干细，树冠小。到了第 3 年，人家的树开始拉枝、刻

芽了，他的树却没有多大变化。于是，姚海军把技术员找来，看看自家的

苹果树到底出了啥毛病。技术员在果园查来查去，找不出是啥毛病，就怀

疑是不是得了烂根病，于是找来铁锹朝地下挖了 30 多厘米，可还看不到树

根，就问姚海军：“你的树是咋种的，怎么这么深？”姚海军就把种树的

过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技术员说：“你的树没毛病，就是种得太深了，树根不能呼吸，影响

生长。”技术员接着又说：“咱们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写得清

清楚楚，先沉实定植带，再灌定植水，等定植带沉踏实了，再挖 30 厘米见

方的穴，将苹果树苗栽入，并使根系与土壤充分接触。栽植深度为苗木根

颈部与地面相平，然后向坑内灌 10—15 公斤的清水，待水渗下 1/2 时，立

即向坑内填入另一半表土，待将树根颈埋住时，轻轻踏一踏，用手将树苗

轻轻往上提一下。因为你把种植的程序颠倒了，才造成这种后果。”

“那该怎么办？”姚海军着急地问。

“只有一个办法，清理树盘，把多余的土清掉，让树苗根颈部分与地

面相平。”

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姚海军忙乎了好几天，才把 120 棵苹果树清理

了一遍。打那儿以后，苹果树开始茁壮成长。

姚海军本来想抢时间栽种苹果树，结果心急吃了“凉豆腐”，2 亩苹

果树整整比别人晚了 2 年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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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当就一回

2010 年 6 月的一天，岗底村果农王柱根在自家果园查看补栽过的 40

棵苹果树。细心的王柱根发现，补栽的苹果树树干上长满了小疙瘩，有

的树苗开始枯萎死亡。这是咋回事儿？心急火燎的王柱根急匆匆来到杨

双奎家。

听完王柱根的叙说，杨双奎心里明白了八九分。他跟着王柱根来到苹

果园里，经过仔细观察，确定就是轮纹病。杨双奎问：“你从哪里买的树

苗？”“×× 县 ×× 村。”听到“×× 村”这 3 个字，杨双奎心里一惊，

想起了 3 年前发生在 ×× 村的一桩事儿。

2007 年冬天，×× 县 ×× 村从山东购来一批红富士苹果树苗。因前

去购买树苗的人没有经验，既没有请当地林业部门检疫鉴定，也没有到苗

圃亲自查看，导致树苗种上的第 2 年后，就开始出现干皮死亡。村里请来

一位技术员，技术员说是腐烂病，让他们刮皮治疗，结果越治死得越多。

没办法，×× 村主管果林生产的村委会副主任把杨双奎请了去。杨双奎一

第 6道工序：选苗

选用经过苗木检疫、品种纯正的健康苹果树苗，高度大于 150 厘米，

直径大于 1.2 厘米，侧根数量 5 条以上，长度大于 30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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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当就一回

2010 年 6 月的一天，岗底村果农王柱根在自家果园查看补栽过的 40

棵苹果树。细心的王柱根发现，补栽的苹果树树干上长满了小疙瘩，有

的树苗开始枯萎死亡。这是咋回事儿？心急火燎的王柱根急匆匆来到杨

双奎家。

听完王柱根的叙说，杨双奎心里明白了八九分。他跟着王柱根来到苹

果园里，经过仔细观察，确定就是轮纹病。杨双奎问：“你从哪里买的树

苗？”“×× 县 ×× 村。”听到“×× 村”这 3 个字，杨双奎心里一惊，

想起了 3 年前发生在 ×× 村的一桩事儿。

2007 年冬天，×× 县 ×× 村从山东购来一批红富士苹果树苗。因前

去购买树苗的人没有经验，既没有请当地林业部门检疫鉴定，也没有到苗

圃亲自查看，导致树苗种上的第 2 年后，就开始出现干皮死亡。村里请来

一位技术员，技术员说是腐烂病，让他们刮皮治疗，结果越治死得越多。

没办法，×× 村主管果林生产的村委会副主任把杨双奎请了去。杨双奎一

看，说：“这不是腐烂病，是轮纹病。”治疗苹果树轮纹病要刮破病斑，

露出新皮为宜，然后涂药处理。轮纹病只能控制，不能根治。鉴于 ×× 村

的情况，杨双奎建议他们把这批果树全部拔掉，选用经过苗木检疫、品种

纯正的健康苹果树苗，重新栽种。否则，后患无穷。

那一年，×× 村的树苗没用完，把剩下的 1 万多棵栽到苗圃里，陆续

贱卖给周围村的果农。王柱根“图贱买老牛”，结果上了大当。

杨双奎语重心长地对王柱根说：“栽种苹果树，选苗很重要。前几年，

咱们村不慎购来一批有烂根病的树苗，第 2 年大部分死了，这个教训难道

你忘了？”

王柱根点了点头说：“通过这件事，以后我再也不会上当了。”第2天，

王柱根把补栽的 40 棵苹果树苗全部拔掉，重新栽上了经过苗木检疫、品种

纯正的健康苹果树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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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苗根蘸泥　提高成活率

内丘县岗底村有个果农叫刘小林，已年过半百。

刘小林其貌不扬，但说起苹果管理来，却如数家珍，什么拉枝、刻芽、

环剥、扭梢，怎样疏花、疏果、套袋、修剪等，他把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

化生产工序记得滚瓜烂熟。

刘小林在岗底村也算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管理苹果园有

两下子，也有人说他一般般。不管怎么说，给苹果树苗根部蘸泥提高成活

率这一技术，是刘小林的“专利”。

20世纪90年代初，刘小林在村后岗上承包了2亩果园。这些果树是“吃

大锅饭”时期栽种的，由于基础没打好，根系不发达，树势很弱，结的苹

果个头儿很小。别说特级果了，“80”果都很少。别人的果园亩产3000公斤，

他的果园亩产1500公斤左右。到了1997年，果园里的苹果树还死了20多棵。

这年春季，到了栽苹果树的季节，刘小林买来 20 多棵树苗，补栽到

果园里。大约过了 1 个月的时间，刘小林发现补栽的苹果树死了一多半。

第 7道工序：苗木处理

剪掉树苗损伤的根段，并用清水浸泡 10—12 个小时，也可以用稀泥

蘸根，防止根系脱水，以保证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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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虽然长了新芽，到后来还是没成活。刘小林刨开土层一看，原来，补

栽的苹果树苗都没有长新根，无法给树体提供水分和营养。就是冒了新芽

的，也是仅靠树体内贮存的一点儿水分和营养。

为提高树苗的成活率，刘小林也费了一番心思。他想起在村林业队嫁

接枣树时，没有塑料布，用麻批儿紧缠住，再用稀泥糊住，成活率超过了

90%。如果把苹果树苗的根蘸一下稀泥再栽种，是不是也能提高成活率？他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当时村里的林果技术员杨双奎。杨双奎沉思了片刻，

肯定地说：“我看能行！”

接着，杨双奎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那一年，杨双奎高中刚毕业，

在村林业队帮助种柏树。在劳动休息的时候，大人们都躺在山坡上晒太阳，

杨双奎年龄小，坐不住，就把水倒在树坑里，然后一锨一锨填土搅拌，树

坑里的土就变成了稀泥。休息好开始劳动时，杨双奎就把柏树苗栽到稀泥

里，然后填土踩实。队长发现后，把他批评了一顿。那一年，林业队山上

栽的柏树大多数死了，而杨双奎栽的那几棵全部成活。

杨双奎分析说：“由于春天风多，气候干燥，水分容易挥发，树根蘸

稀泥后保护了水分和养分，促使新根生长，所以成活率高。”

刘小林听杨双奎说得在理儿，决定做个对比试验。

第 2 年春天，刘小林又买来一些苹果树苗。栽种前，他用 7.5 公斤筛

过的细土，加10公斤清水，在容器里搅拌成稀泥，然后将树苗根蘸上稀泥，

补栽到地里，结果全部成活。同不蘸泥的树苗相比，一般早生根 7—10 天，

根系量多 2 倍以上。

2008 年，刘小林又栽种 3 亩苹果树，树苗根全部蘸泥，成活率达到了

97%。5 年后，这 3 亩苹果树进入丰产期，套袋 2 万多个，收入超过 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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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植过深　活而不旺

九寨会村有两个苹果园，相距不到 100 米。一个果园的主人叫刘开

如，另一个果园的主人叫刘一能（化名）。两个苹果园的果树虽然是同

年栽种的，后期管理也差不多，但结果大不一样。刘开如的苹果园第 3

年见果，现在已进入丰产期；而刘一能的果园第 5 年才开始挂果，整整

晚了 2 年。

这是咋回事儿？且听慢慢道来。

2012 年，九寨会村党支部、村委会为了让老百姓早日脱贫致富，学习

岗底村经验，大力发展苹果种植。村民刘开如和岗底村的杨双奎是亲戚，知

道种苹果能发财，积极响应。栽种苹果树那天，把杨双奎请来做现场指导，

完全按照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操作。

那一天，刘一能也栽种苹果树，听说刘开如从岗底村请来了一位技术员

做指导，就过来看看有啥高招儿。他见刘开如树坑挖得比较深，但栽得比较浅，

土只埋到苹果树苗根颈的土印处。心想，栽得这么浅，大风一刮还不把树刮

第8道工序：定植苗木

定植时挖 60 厘米见方的树坑，将苗木栽入，并使根系与土壤充分接触。

栽植深度为苗木根颈部与地面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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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岗底村的技术员也不过如此。回去后继续按照自己的方法栽种苹果树。

半年后，刘一能发现自己的苹果树没有刘开如的苹果树长得旺盛，树

上的枝条不但少，而且短了一半多。刘一能就多浇水、多施肥，第 2 年还

是没撵上刘开如的苹果树。到第 3 年，刘开如的苹果树开花结果了，刘一

能的苹果树还是青枝绿叶。

刘一能坐不住了，问刘开如：“咱俩一年栽种的苹果树，水没少浇，

肥没少施，咋就没有你的苹果树长得旺盛？”刘开如说：“我和你一样，

都是第 1 次种苹果树，咋能知道是什么原因，等我把亲戚杨双奎叫来让他

看看，人家可是岗底村有名的苹果专家。”

杨双奎是个热心肠，听亲戚一说就马上赶了过来。通过询问和实地查

看，怀疑是树苗栽种得太深了，刨开一看，果不其然，就对刘一能说：“你

的苹果树长得不发，主要是栽种得太深。按照我们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化

生产工序要求，树苗栽植的深度以苗木根茎处土印为宜，不能超出原深度

2 厘米以上，过深栽植会造成‘闷根’，活而不旺，成活率降低。”

刘一能忙问：“有法儿挽救吗？”杨双奎说：“没啥好法儿。”刘一

能一听后悔死了。停了一下，刘一能说：“你能不能把《富岗苹果 128 道

标准化生产工序》给我一本，以后我要按照 128 道工序管理苹果树。”杨

双奎说：“没问题，过两天我给你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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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颠倒树难活

2013 年初，富岗集团做出一项重大决定，建立苗圃基地，为周围县果

农提供优质苹果树苗。他们向社会公开承诺，如果严格按照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定植树苗，成活率达到 98% 以上，达不到加倍赔偿。

界子口村有个绰号叫“老黑”的年轻人在苗圃基地买了100棵苹果树苗。

临走时，技术员告诉他怎么整地、怎么挖定植坑、怎么灌定植水，要严格

按顺序来，不能颠倒。技术员还不放心，又送给他一本《富岗苹果 128 道

标准化生产工序》。

回到村里后，“老黑”按照技术员说的开始栽种苹果树，父亲也来

帮忙。“老黑”的父亲是个老林业队员，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村里林

业队上班，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做出了贡献。父亲见儿子栽树时

先挖坑、再灌水，然后把树苗放到坑内埋上土。马上向前制止说：“你

这样栽树能活吗？”儿子说：“人家岗底村的技术员叫这样栽的！”父

亲说：“我栽了一辈子树还能不知道，栽树的顺序是一埋二踩三提苗四

 第 9 道工序：灌定植水

向定植坑内灌水 10—15 公斤，待水渗下 1/2 时，立即填埋另一半表

土到苗木根颈，然后轻轻踏实，再撒一层 20 厘米厚的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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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水，你这样先浇水再埋土岂不成了泥疙瘩，那树苗还能活吗？”儿子一

听父亲说的有些道理，就说：“那就按你的办法栽吧！”

苹果树栽上后，“老黑”隔三岔五到地里查看，1个月后苹果树开始发芽。

又过了一星期，“老黑”发现有 40 多棵苹果树没有发芽，折断枝条一看，

有的已经干枯，心里急了。不是说成活率能达到 98% 以上吗，怎么才活了

一半多？他决定找富岗公司苗圃基地讨个说法。

听说“老黑”栽的树苗成活率只有 50% 多，技术员不相信，马上赶了

过来。技术员刨开不发芽的苹果树一看，心里马上明白了，问：“你是按

照 128 道工序栽种的苹果树吗？”

“老黑”支支吾吾地说：“基本上是。”

技术员说：“你准是先埋的土，后浇的水。”

“老黑”不由得一惊，忙说：“你是咋知道的？”

技术员说：“由于你先埋土再浇水，水顺着树坑周围往下渗，树苗根系

见水少或没有水，影响根系与土壤的结合，所以成活率低。”技术员接着又

说：“如果按照128道工序先灌定植水，再埋土，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老黑”把腿一拍，说：“都怨俺父亲瞎指挥，非说你们的栽法不行，

要按他说的什么一埋二踩三提苗四浇水方法栽树，这可怎么办？”

技术员说：“现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补水抢救，如果晚了，就是发芽

的苹果树也会因缺水干枯。”

“老黑”二话没说，立即带着全家人对苹果树进行补水。由于补水及时，

救活了 40 棵，仍有 3 棵苹果树干枯而死。

在后期管理中，“老黑”再也不敢胡来了，严格按照富岗苹果 128 道

标准化生产工序操作。到第 3 年，他的一亩半苹果树就开花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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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禄刨树

早春二月，岗底村托么沟里残雪还没有完全消融，呼呼的山风有点儿

刺骨。这天一大早，杨福禄老汉带着儿子来到自家果园。爷儿俩站在地头

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挥起镐头，开始刨园子里的苹果树。

在岗底村，老百姓把苹果树视为摇钱树。杨福禄为啥要刨掉自家的摇

钱树呢？

事情是这样的。1995 年，岗底村组织果农到外地参观学习苹果密植

栽培技术，回来后也比猫画虎地试种了 10 亩，平均每亩种苹果树 120 棵

左右。第 2 年，村里把这 10 亩密植苹果树分包给了 3 户村民。其中，杨

福禄承包了 3.7 亩，共 440 棵树。转眼到了 2002 年，苹果开始进入盛果期。

杨福禄发现，苹果树虽然长势茂盛，但苹果个头儿小，着色差，含糖量低，

口感也不好。由于果树行距、株距小，又是疏散分层形树冠，侧枝相互交

叉，像一道篱笆墙，很难进行操作管理。杨福禄请教果树专家，专家说：

“当初你没按密植技术去管理，造成树冠密集，现在只有间伐，将行株距

第 10道工序：合理密植

苹果树种植密度大小根据枝型、长势不同而有所差别。富岗苹果采用

3 米×4 米或 2 米×4 米的株行距。



21

栽 植

由 3 米×2 米改为 3 米×4 米。”

看着已进入盛果期的苹果树，杨福禄实在不忍心刨掉。他心里算了一

笔账：按照果树专家的要求，要刨 150 棵苹果树。树就是钱啊！这个事儿，

搁谁头上也心疼。头一年，杨福禄拣着那些长势弱、树冠小的苹果树刨了

70 棵。到了收获的季节，杨福禄发现，凡是间伐后株距大的苹果树，产

的苹果个头儿大、含糖量高、色泽好，卖出的价钱也高。虽然苹果树棵数

减少了，收入却增加了。摘完苹果之后，杨福禄就把剩下的 80 棵树按要

求刨掉了。

杨福禄刨树的故事，也给岗底村和周围村的果农上了一堂果树栽培管

理技术课，使他们明白了：苹果树的栽植密度是获得高产、优产的基础。

但由于栽培品种、砧木的长势、土壤肥力和修剪方式不同，所采用的行株

距也不同。如果密植不合理，就会影响通风透光，带来操作不便，造成果

品个头儿小、质量差等问题。

今天，合理密植的好处已深深烙在岗底人的心里，谁的果树密植不合

理，都会被称之为“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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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这是 20 世纪六七十

年代风靡全国的现代京剧《红灯记》中，主人公李玉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唱段中经典的两句唱词。如今用来形容选择苹果授粉树品种，真是恰如其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全国大力推广红富士苹果种植，内丘县的岗底

村也在后山上栽种了大几百亩。因为红富士苹果树是异花授粉植物，必须

配置适当的授粉树才能结果。当时，他们也不知道配置什么品种的授粉树

最好，有种红星的，有种王林的，也有种嘎啦的，还有种金冠的，五花八门，

种什么的都有。

苹果树进入盛果期后，有的果农发现自己的果树春季满树花，夏季半

树果，秋季苹果产量低、质量差，效益不佳。有的果农发现自家果园里的

苹果树，同样浇水、同样施肥、同样修剪，可长出来的苹果个头儿大小不

一样，果实硬度不一样，口感和果形差别很大。“这是咋回事儿？”果农

问村里的技术员。技术员摇摇头，说：“不知道。”

 第 11 道工序：合理配置授粉树

新建果园授粉品种与主栽品种比例要达到 1∶6 棵为宜。授粉树以金

冠为主要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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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河北农大的教授来了后，经实地考察才揭开了谜底。教授说，红

富士苹果树虽然是异花授粉植物，并不是将任何两个以上的品种栽到一起

就能进行授粉，必须选择花期一致、花粉多、亲和力强、经济性状较好的

品种做授粉树，才能达到满意效果。凡是花多果少的是授粉不同步，果品

质量差的是授粉树不对路。再说了，授粉品种树与主栽品种比例要适当，

一般比例为 1∶6。授粉树的配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行栽植，每隔 4—5 行

配置 1 行授粉树；另一种是梅花形或中心式，每 1 株授粉品种周围有 8 棵

主栽培品种。

为了找到优秀的授粉树，1998 年，岗底村的技术员进行了对比试验。

对比试验的结果是：栽植红星授粉树，红富士苹果落果严重，且成熟后果

实硬度低，口感不清脆；王林授粉树，因开花过早，和红富士花期不太吻合，

授粉率低，坐果少；嘎啦授粉树，由于本身果实个头儿小，给红富士授粉

后果实个头儿也小，经济价值低；栽植腾牧 1 号授粉树，红富士苹果着色

不鲜，特别是梗洼突起，果形不周正；金冠授粉树，与红富士花期相同、

花粉量大，红富士授粉后果形周正、口感好、产量高。

次年，岗底村对那些效果差的授粉树通过高枝嫁接技术，全部换成金

冠品种。对那些达不到配置比例的果园，进行增补授粉树或嫁接改良。后来，

岗底村先后栽种的 2000 余亩红富士苹果树，都是按照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

化生产工序的要求，全部配置成了金冠授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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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小便宜吃大亏

岗底村往西二里地有个村叫侯家庄。侯家庄的村民见岗底村种苹果发

了大财，也学着种起来。

侯家庄有个村民叫陈小儿，种了 1 亩红富士苹果。到挂果期，连续两

年都是大丰收。到了第 3 个年头，苹果树开花不少，挂果却不多。陈小儿

纳闷：附近的苹果园里果子都挂满了枝头，咱也没少施肥、浇水，为啥就

是长不出苹果来？

陈小儿的果园紧邻公路。一天，陈小儿正在地头忙碌，忽然看到杨

双奎打这儿路过。他早就知道杨双奎是岗底村有名的种苹果专家，看到杨

双奎就像遇到了救星，立即上前打招呼：“老杨，你快给俺看看，俺的苹

果树花开得不少，咋都不挂果？”杨双奎是个热心肠，放下自行车就进了

陈小儿的果园。他东瞅瞅，西看看，问陈小儿：“你的果园里咋没种授粉

树？”“什么是授粉树？”陈小儿不解地问。杨双奎告诉他，苹果品种多

是异花授粉，与授粉树的比例为6∶1，也就是种6棵富士，要加上1棵授粉树。

没有这些授粉树，苹果树开花再多，授不上粉，也挂不上果。杨双奎接着

对他说：“你种的是红富士，最好再嫁接5—6棵金冠，保证你年年挂满果。”

他还教给陈小儿如何嫁接，怎么催芽等。

杨双奎走后，陈小儿心里犯了嘀咕：前几年，没有授粉树不是照样结

果吗？再说了，把红富士嫁接成金冠，红富士六七块钱 1 公斤，金冠两三

块钱1公斤，一棵树就少收入200多元，5棵就1000多，还是等一年再说吧。

第 2 年，陈小儿的苹果树又是光开花，不结果。陈小儿坐不住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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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岗底村找杨双奎问个明白，但又不好意思去。他把前因后果告诉了媳妇，

让媳妇去杨双奎果园里打工，顺便向杨双奎请教。

陈小儿的媳妇来到杨双奎的果园，见苹果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好

不眼气。她问杨双奎：“你家的苹果树挂了这么多果，俺的苹果树今年光

开花不结果，到底咋回事？”杨双奎一听就知道是花没授上粉，问道：“你

家果园里有授粉树吗？”“没有，那头几年为啥能结果呢？”杨双奎又问：

“邻家的苹果树结果了吗？”陈小儿媳妇说：“人家的都有果，就是俺的

果树没挂果。”

谈话中，杨双奎知道了她是陈小儿的媳妇，心里明白是咋回事儿了，

说：“前年，我去过你家果园，告诉陈小儿嫁接 5—6 棵授粉树。他不听，

现在吃亏了吧？”陈小儿的媳妇羞愧地低下了头，自言自语地说：“都怪

他不听专家的，才让上万元钱打了水漂。”

打那儿以后，陈小儿吸取了教训，在苹果园里嫁接了授粉树，之后年

年大丰收。现在一听说谁家的果树不挂果，他总爱问：“苹果园里有授粉

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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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幼树定植后，在树盘下覆盖 1 平方米的塑料地膜，有利于防旱保墒、

提高地温、促进成活。”这是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中的第 12 道

工序。

对于这道生产工序，岗底村的果农起初并不认可，后来经过岗底村村

委会对比试验之后，果农才真正心服口服。

1998 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岗底村村委会的大会议室里灯火通明，果农培

训班正在上课。当讲到幼树栽培管理时，老师说道：“幼树定植后，要覆盖

地膜，地膜四周压土，防止地膜漏气和风吹。覆盖地膜，对于早春的地温提

高有显著作用，对幼树树梢、叶片加快生长和提早结果具有重大意义。”

种苹果树也要覆盖地膜，岗底村的果农听了感到很稀奇。课间讨论时，

有的果农说：“听说平原地区种棉花时用地膜覆盖挺管事儿，种苹果树也要

盖地膜俺是头回听说。”有的果农说：“既然老师讲了，应该管用。”话音

刚落，马上就有人反驳说：“老师讲的也未必全对，我是不见真佛不烧香！”

第 12道工序：盖地膜

在新栽的幼树树盘下覆盖 1 平方米的塑料地膜，以利于防旱保墒、 

提高地温、促进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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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消果农们的疑虑，岗底村村委会决定搞一个对比试验，让大家

眼见为实。

1999 年初春，村委会在集体的果树试验田里，各栽种了 20 棵苹果树，

以不覆盖塑料地膜为对照，定期检测土壤温度变化、物候期影响、成活率

和当年的新梢生长量、干周加粗生长量和百叶质量等。

听说村里搞幼树地膜覆盖试验，果农纷纷来到试验田观看。

第 1 次测试地温，就让围观的果农大吃一惊。测试结果：5 厘米深处

的土壤温度比不盖地膜的高 2.9—4.5 摄氏度；20 厘米深处的土壤温度提高

了 1.4—3 摄氏度。技术员解释说：“这是由于地膜紧贴地面，夜间地辐射

受阻，白天阳光可透过地膜，表土吸热后提高了温度。果农们心里明白，

早春土壤增温对新栽幼树根系提早活动有利。

又过了 1 个月，对比试验结果：覆盖地膜的幼树芽膨大期提前 2 天，

新梢生长提前了7天，而且成活率提高了12.5%。这时，对地膜覆盖的好处，

多数果农开始信服了。

到了 9 月，覆盖地膜的幼树新梢长度为 155 厘米，比没有覆盖地膜的

长 30 厘米；树干周围多 2.1 厘米；百叶质量为 221 克，没有覆盖地膜的为

149.2克，百叶质量增加了71.8克。事实证明，幼树覆盖地膜不仅促进了根系、

枝条与树干的生长，而且也促进了叶片的早期形成，有利于果树早期生长。

在事实面前，对幼树覆盖地膜存有异议的果农，彻底信服了。

从那儿以后，岗底村的果农栽种苹果树时，覆盖地膜成了一道必不可

少的生产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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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树不定干　顶尖朝上蹿

2012 年初春，内丘县落实退耕还林政策，决定在全县栽种苹果树 10

万亩。树苗由林业局提供，技术指导由富岗公司负责。

给群众发放苹果树苗时，富岗公司生产技术服务部的技术员按照生产

工序，把如何整地、栽种、定干、刻芽、套袋等，一项一项讲得非常清楚，

没有学会的不发放树苗。

这一年，岗底村也栽种了 20 000 棵苹果树。他们严格按照 128 道生产

工序规定操作，一点儿都不敢走样。当年苹果树定干后，平均每棵树就长

出 5—6 根枝条，第 2 年通过拉枝、刻芽，第 3 年就能开花结果。到第 4 年，

每亩产量就可达到 750 公斤左右。

2013 年春天，獐么乡白芷村有几户果农到岗底村参观。他们看到同年

栽种的苹果树，岗底村的苹果树枝条多，长度达 50 厘米以上。而他们的苹

果树，枝尖向上蹿了 1 米多，但枝条长得既少又短，就问岗底村果农是咋

回事。岗底村的果农一听，就猜到他们没有给幼树定干，于是问道：“你

第 13道工序：幼树定干

新栽幼树在发芽前进行定干，方法是剪去幼树顶端部分，留干高度

90—120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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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给幼树定干了吗？”

“定干，什么是定干？”白芷村来的几户果农问。

“定干是新栽苹果树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定干好坏直接关系到果

树的结构和果树的产量。具体讲，就是树苗栽上后，从地面往上 90—120

厘米处将树干截断，留 40 厘米左右的饱芽整形带，顶芽要留饱满芽。”

“为什么要定干？”白芷村的果农又问。

“苹果树头由于顶端优势的作用生长势强，如果不及时定干，就会一

直朝上蹿。这样就出现了顶尖发芽，下部光秃，形不成骨架，日后不便管理，

影响产量。”

“说得好！”不知什么时候，富岗公司生产技术服务部的技术员也来到

果园。技术员说：“如果今年再不定干，树头还会朝上蹿。由于顶芽形成的

生长素向下输送，使侧芽附近生长素浓度加大，侧芽由于对生长素敏感而被

抑制。同时，生长素含量高的顶端，夺取侧芽的营养，造成侧芽营养不足，

难生长，更别说开花结果了。到那时，你们的苹果树就真正成了绿化树了。”

白芷村来的几户果农本想靠苹果发家致富，一听这话，心里发了毛，

忙问：“那该怎么办？”

技术员告诉他们说：“回去后马上定干。定干后，芽子萌发得就多了，

枝子长得就长了。明年就可以拉枝、刻花。管理好后，后年就可以开花

结果。”

临走时，白芷村的几位果农说：“这次总算没白来，让俺们长了见识，

学到了技术。要不，俺们几户只好守着果园去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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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偷懒  秋后现眼

2010 年春天，岗底村的张三、李四、王五分别承包了邻村白塔的耕地

种苹果树，承包期为 30 年。当年，他们三人都栽种了红富士苹果树，三个

果园紧紧相连。

到了 2012 年春季，按照富岗苹果生产工序，应该在发芽前对一年生

的枝条全部刻芽。具体操作方法是：在芽前方1—2毫米处用小钢锯拉一下，

深达木质部，主要刻两侧及背下的芽，目的是促进枝条萌发，提高萌芽力，

促使成花结果。这道工序，岗底村的果农都知道。

苹果树刻芽，是个费工费时的活儿。比如说，一条枝上有 10 个芽，

每个芽都要刻一次。张三、李四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忙活了好几天，才把

一年生的枝条全部刻了芽。王五也知道刻芽的重要性，因为他家种的苹果

树多，便采用环割办法。这种办法虽然效果不如刻芽好，但也有一定作用，

而且环割省工省时，每个枝条上割一两刀就行了。环割有个缺点，等枝条

长叶后，遇到大风天，环割部分容易折断。一般在幼树上不使用环割的办法。

第 14道工序：刻芽促枝

幼树定干后，从顶端向下 25 厘米内进行刻芽。其方法是用刀子在芽

的前方 1—2 毫米处刻一下，深达木质部，提高成枝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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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五算了一笔账：他这一亩苹果树，要是刻芽，4 天也刻不完。如果环割，

一天半就能完成任务。

随着天气变暖，气温升高，岗底村山上山下的苹果树长得郁郁葱葱。

这天上午，王五到地里转了一圈儿，心里却凉了半截儿。同年栽种的苹果

树，张三和李四的苹果树枝繁叶茂。而他数了一数自己的同样大小的树，

成枝率低 40%。到了秋后，张三、李四的苹果树成花率比他的苹果树高出

50%。王五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春季偷懒，秋后现眼。教训啊！”

栽个跟头学聪明。到了 2013 年春天，王五再也不敢偷懒了，把苹果

树按技术要求全部刻芽。芽多了，花多了，自然结果也多了。王五深有感

触地说：“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真是一道都不能少啊！”



32

一道都不能少

少花 3毛钱　结果晚 1年

岗底村和侯家庄村一路之隔，山连着山，坡挨着坡。侯家庄村原来是

乡政府所在地，后来岗底村成了全县的先进村，乡政府也搬到了岗底村，

侯家庄村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侯家庄的村民心里，多多少少有点儿不舒服。

过去，侯家庄村很少种苹果树，见岗底村种苹果树发了财，也不甘心

落后，2012年开始大面积种植苹果树。按照富岗苹果128道标准化生产工序，

苹果树种到地里后，将定干后的树苗套上 80—90 厘米长的塑料袋，既可以

保护幼芽不被虫子吃掉，又能防止树苗水分过分蒸发，提高成活率，还能

升高温度，促使幼树发芽。岗底村曾做过试验，凡是套上塑料袋的苹果幼树，

成活率在 95% 以上。侯家庄村的果农不知道这道工序，也不好意思向岗底

村的果农请教，当年种的苹果树都没有套塑料袋。

到了 2013 年初夏，侯家庄的果农发现，前一年栽种的苹果树有一部

分死了，活下来的也没有岗底村同年栽种的苹果树长势好。侯家庄村有个

媳妇娘家是岗底村的，趁回娘家串亲戚的机会，找到富岗公司技术服务部

第 15道工序：套塑料袋防虫

刻芽后，将幼树套上 80—90 厘米长的塑料袋，以保护整形带内萌发

的幼芽不被虫咬，同时还可以防止水分过分蒸发，提高幼树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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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员，说侯家庄村前一年栽种的苹果树有的死了，有的不发芽，就是发

芽的枝条长得也很短。

技术员问：“去年苹果树定干后套塑料袋了吗？”

“套袋？”她摇了摇头，说：“光知道给苹果套袋，没听说过苹果树

也要套袋，俺们村里去年种的苹果树都没有套袋。”

技术员告诉她：“山上杂树多，虫子也多，特别是金龟子，专门吃

苹果树嫩芽。你们村的苹果树不是没发芽，是让金龟子把芽吃掉了。如

果当初套上塑料袋，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接着，技术员给她算了

一笔账，买 1 个塑料袋只花 3 毛钱，不套袋，第 1 年长出的嫩芽被金龟

子吃了，后来再萌发的新枝也只能长到 6—7 厘米长。等到第 2 年春天，

再把枝条剪掉，新枝条才能萌发，长到 1 米以上。到第 3 年才能拉枝、

刻芽，第 4 年才能开花结果。如果套上了塑料袋，当年枝条就能长到 1

米以上，第 2 年拉枝、刻芽，第 3 年就能开花结果。一个不起眼的塑料袋，

让你们的苹果树晚结果 1 年。

回到婆家侯家庄村，她把这事一说，乡亲们都大吃一惊，种苹果树还

有这么多道道儿，怪不得岗底的苹果长得好，卖得贵。于是，乡亲们选她

当代表，以后在苹果管理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让她回娘家请教，回

来后给大家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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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珠“走麦城”

《三国演义》中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名垂青史，走麦城却留下千古遗

恨。这都是古人古事，无从考证。这里说的杨海珠“走麦城”的故事，却

是真人真事。

杨海珠曾任岗底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内丘县太行开发实业

公司副总经理、河北富岗公司副总经理。

岗底村改革开放 30 周年成就展中这样评价杨海珠：“担任村干部 20

多年来，与党支部书记杨双牛紧密配合，完成了治理荒山、抗洪救灾、筑

坝修田、发展果树、带领农民闯市场、新农村建设等一项又一项关系岗底

村发展的大工程，被村民誉为默默无闻的‘老黄牛’。”

杨海珠过五关斩六将的事迹在这里不一一细说，专门说说他“走麦城”

的故事。

那是 1998 年 6 月，连续 3 个月没下一滴雨，火辣辣的太阳把苹果树

的叶子都晒蔫了。这一年春天，杨海珠在村后沟栽种了 100 棵苹果树。小

第 16道工序：补水

春季干旱时，幼树栽后 15 天灌水 1 次，水渗下后再覆土 3—5 厘米，

以利保墒。每棵树补水 10—2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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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根浅，更不耐旱，需要马上补水，否则就会干枯而死。杨海珠因忙于村

里工作，整晌没时间给苹果树浇水，他就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从山下挑水

浇灌苹果树。杨海珠牺牲了 2 个午休，才把 100 棵小树浇了一遍。

杨海珠果园旁还有一个果园，也是当年栽种的苹果树。杨海珠对主家

说：“快去给小树补水吧，再不补水过不了几天都旱死了。”主家比较懒，

等到太阳快下山时，天凉快了才去担水上山浇树。浇完树，又用杂草把树

坑盖住，防止水分蒸发。

大约过了 1 个星期，杨海珠上山查看补水后小树的长势。一进果园，

杨海珠傻眼了，100 棵苹果树大部分都枯死了。再看邻家果园，小树长得

水灵灵的。这是咋回事儿？杨海珠急忙下山，找来了村里的果树技术员。

技术员东瞅瞅，西看看，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后来，他们两人把

树根前的土轻轻扒开一看，发现树干在地表层下 2 厘米发黑干枯，好像用

火烤过一样，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杨海珠浇树时正是太阳最毒

的时候，由于太阳暴晒，地表温度升高，凉水变热水，树皮被烫伤，地下

水分和营养不能向上输送，所以小树干枯而死。邻家的果园是太阳快下山

时浇的水，气温已下降，再加上盖了杂草，所以没有被烫伤。

杨海珠栽个跟头学聪明，第 2 年补栽树苗后，再也不敢烈日下给小树

苗补水了。他还经常把自己“走麦城”的故事讲给乡亲们听，避免乡亲们

重蹈覆辙。

2004 年，富岗公司推出富岗苹果 128 道标准化生产工序时，又专门把

苹果幼树的补水方法写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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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树期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