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3日，在洛宁县马店镇关庙村的果园里，一棵棵“金珠”沙梨硕果累累，长势喜人。一位个子

不高、身体健朗的“老果农”开着一辆喷药车，正忙着为果树喷洒叶面肥。

他，就是退伍军人、老党员、高级园艺师李应贤。

30多年来，他以一个退伍军人和老党员的执着和坚守，以一个“土专家”持之以恒的钻研和创新精

神，精心培育着“金珠果”这一全国果品市场的“新丁”。

他还是洛宁县“金珠果”产业的领头人，在做大做强这一产业的同时，创建了“村支部+金珠沙梨协

会支部”双支部模式，带动周围群众发展金珠沙梨3.6万余亩，使“金珠果”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民产业。

“虽然我年龄大了，但军人的本色不能丢，党员的初心不能忘，不用扬鞭自奋蹄，一定把‘金珠’产业

做大做强，在广阔农村带领群众一起致富奔小康！”李应贤说。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张光杰 曲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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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曾东）“初心是
什么？”来自瀍河金家街社区的 90后青年干部王菁说：“脚
踏实地，吃苦耐劳，学习先进，积极进取就是我的初心。”

7月12日下午，瀍河回族区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以喜迎伟大祖国 70周年华诞为题，成功举办了

“初心不渝，强国有我”第三期“瀍河青年干部论坛”。该区
来自街道、社区、机关、窗口单位和重点项目等基层一线的
6名青年干部，向全区各领域的 130多名年轻干部分享了
守初心磨砺成长的感悟和担使命岗位建功的历程。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博士、共青团洛阳市委副书记张田，
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博士、国家兽用药品工程技术生物工程
所所长李向东和日本国立冈山大学博士、洛阳奥诺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组织器官再生中心主任田丰丰三位特邀嘉宾作为青
年学者、创业先锋，对青年干部的演讲进行了点评和互动，并
分享了自己的成长和创业经验。活动中，在场选手、评委、嘉
宾和观众还一同参与了“红歌合唱”，挥舞国旗、高歌《我和我
的祖国》，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在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决心。

“举办青年干部成长论坛是助推青年干部成长，激发青
年干部活力的一次成功的创新。”瀍河组织部门负责人魏斌
表示，该区委致力于为年轻干部提供更宽的赛道，更广的舞
台，助力青年干部起跑。今后，还将继续结合青年干部成长
需求、瞄准青年干部成长目标，持续创新丰富论坛活动载
体，借助专题辩论、名家座谈、互动沙龙等形式真正将论坛
打造成为青年干部的育才载体、展示平台、交流中心和互动
空间，通过论坛助力青年干部展示自我、发现自我、证明自
我，进而成就自我，为祖国繁荣昌盛贡献青春的力量。9

3.6万余亩

洛宁县发展金珠沙梨面积 3.6万余亩，年
产量 2000万公斤，年产值 5000万元，其
中，马店镇发展金珠沙梨1万余亩。

我是一名军人，秉承军人的秉性，
就要干一行，学一行，钻一行，不达
目的誓不罢休！我是一名党员，一
个人富了不算富，要带领乡亲们走
共同致富道路！

我要把接力棒交下去，让农民成为
体面的职业，让农业成为有奔头、
能致富的绿色产业！

本栏插图本栏插图//杨耀辉杨耀辉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则佳话：在去年洛
阳市为庆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评选出的

“十佳新型职业农民”中，洛宁县农民李应贤榜
上有名；在河南省 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创业
创新大赛决赛中，洛宁县返乡创业大学生李萱
萱获得优秀奖。

李应贤和李萱萱是一对父女，两人双双获
得殊荣，不仅完成了从“土专家”向职业农民的
接力棒传递，而且实现了金珠沙梨这一绿色食
品的升级换代。

“近年来传统的果树种植模式逐渐被市场
淘汰，‘土专家’普遍遭遇了技术瓶颈。”李应贤
说，当初培育出的沙梨品种“代表国内领先水
平，填补同类空白”，但是，随着现代农业的发
展，曾经风光一时的传统果园及其产品已经趋
于边缘化。如果不能适应市场的发展变化，势
必被市场无情淘汰。

面对这种危机，李应贤让大学毕业的女儿
选择了返乡创业之路。“我年龄大了，要让年轻
人尽快成长起来，把接力棒传下去，把金珠沙
梨产业发展起来。”李应贤说。

记者在李萱萱家的一处果园看到，这里的
沙梨树种植非常密集，就像种植葡萄一样，这
种非传统种植模式让人感到稀奇。

李萱萱介绍，这叫“乔砧密植”，较大冠稀
植有很大优势，能让沙梨树充分吸收阳光，可
以早结果，同时，这种模式还有主干树形、篱架
支撑、双喷灌溉、四重授粉等特点，是沙梨种植
的创新模式。

如今，她利用这种模式改造了200亩矮砧
密植沙梨，用于提升沙梨的品质和口感风味，
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去年已经挂果，由于是新技术产品，金珠
沙梨的着色、品相和口感都很好，俺果园沙梨
的价格比同类产品高了许多。”李萱萱说。

李应贤订下计划：每年发展金珠沙梨
6000亩以上，不断壮大金珠沙梨产业；利用现
代生物技术，改变栽培条件，加大矮砧密植沙
梨等新技术推广力度，让“金珠果”走出河南，
被全国更多的消费者接受。

“农业有奔头、能致富，是一个有内涵、有
乐趣且前途光明的产业！”李应贤信心满满地
说，“我要让‘金珠果’叫响全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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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干部话初心

洛阳市好人颂社区艺术团公益文化惠民

把党的好声音送到千家万户

7月 11日，武警洛阳支队开展了应急献血活动，机动
一大队和特战队员集训队100多名官兵捐献热血4万余毫
升，有力保障了洛阳市夏季临床血液供应。

据介绍，武警洛阳支队已连续十余年应急献血，为洛阳
市无偿献血工作作出突出贡献，为军民共建树立了榜样。
“无偿献血是现代军人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
无偿献血公益事业，为第二故乡作出更大的贡献”，武警洛
阳支队政治工作部主任李志远说。9

文/图 李冬 刘奇山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沈若宸 通讯员 常书香 胡建春）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
一首赞歌……”近日，这激动人心的旋律在老城区金业路雷
锋广场响起，百余名志愿者挥舞红旗，共唱《我和我的祖
国》，表达对祖国的挚爱和祝福。

这场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是全国志愿服务示范团队——
洛阳市好人颂社区艺术团。

洛阳市好人颂社区艺术团是一支公益演出团队，主要
由离退休文艺名家和热心文化传播的志愿者组成，常年开
展文化惠民活动。党的十九大以来，该艺术团以好人颂百
场巡演为载体，把党的创新理论编排成文艺节目搬上舞台，
送进城乡社区，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往深里
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近年，该艺术团扎实编创河洛大鼓《十九大颂歌》、唢呐
器乐演奏《锦绣河洛》《礼赞新时代》、快板《社区志愿者之
歌》《两学一做正党风》、小品《手机传情》《爱洒河洛》等文艺
节目，进行百场巡演，把党的创新理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地介绍给基层群众。

新时代提出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青年唢呐演
奏家曹建淼说，作为一支文艺志愿者团队，就应该创作、编
排接地气的文艺作品，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
代，让群众在轻松喜悦的氛围中学习领悟党的创新理论。

“他们演的是咱老百姓熟悉的身边事，传播的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宣讲的是党的十九大精神，这样的节目，我
们喜欢。”好人颂社区艺术团的铁杆粉丝、老城区唐宫东路
社区居民刘永花说。9

深化主题教育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沈若宸 通讯员 朱晓燕）洛铜

集团党委将主题教育与脱贫攻坚、履行好社会责任相结合，
找准切入点，促进学、查、改更加深入、更加有效。

汝阳县三屯镇东局村是洛铜集团对口帮扶村，2018年
东局村177户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为检验脱贫成效，洛铜
集团党委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党员干部先后多次到帮扶村开
展调研并参与到村党支部的主题党日教育中去，为村党员上
党课，宣讲党的扶贫政策。与党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鼓励
党员不忘初心，带领村民全面实现小康生活。

在扶贫项目佳嘉乐食用菌种植基地、产业车间、光伏项
目现场，听取生产运营情况，征求村民意见建议，对存在的
驻村力量不足问题，安排增派驻村队员。针对存在的经营、
管理及销路三个方面的问题，班子成员现场办公，把帮扶村
的所需所困与企业的所能所长结合起来，解决管理问题 5
个、整改安全隐患问题 3个，做到立行立改。在入户走访
中，解决2户患病村民看病难问题、资助大学生1人。

洛铜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对扶贫产业的发展
提供人才、物力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尽快实现产业项目生产
规模化、质量标准化、管理制度化，为做好产业扶贫、乡村振
兴、巩固脱贫成果作出更大的贡献。9

图片新闻

金珠丹心
——记洛宁县退役军人、“沙梨王”李应贤

李应贤是洛宁县马店镇关庙村人。1977年入
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因表现突出曾立过三
等功。

在当时，以他这样的条件退伍后应该有很好
的安置。“与俺同期退伍或早退伍的战友不少在国
营大厂上了班，此外，俺家还有亲戚在外地做生
意，即使不去工厂上班，也完全有机会能跟随亲戚
走上从商路。”李应贤说，但这些都被他婉言谢绝
了，只因他退伍前就立下一桩誓愿：“此生务农，绝
不改行”。

不当人人羡慕的工人，而甘愿当一个农民，当
时这让很多人想不通，为啥？1982年末他退伍回
家时，全家 8口人还挤在一孔没有通电的窑洞里，
母亲常年卧床，父亲偏瘫。对于李应贤这样的家
庭，特别需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帮助家里渡
过难关。

几乎是在一片埋怨和讥笑声中，李应贤迈上
了创业路。他要用实践证明，农民并不低人一等，
只要肯努力，肯定能做出一番大事业。从此，他走
上了培育金珠沙梨的传奇之路。

“其实选择创业也和自己的性格有关。俺自
小爱好农业，对植物和树木充满了好奇。”李应贤
说，另外，他想通过创业彻底改善贫困的家庭环
境。

一开始李应贤种果树还是很盲目，并不知道
种什么合适。经过市场考察，李应贤发现种植传
统水果，成本往往较高，另外水果上市后只能跟随
市场行情走，很可能就会赔本。于是，李应贤萌生
了培育新品种的念头，他自己要在市场上当一回
主角，不再随市而动。

就这样，对果树种植完全不懂的他购买了全
套果树栽培和育种方面的大专教材，还把打听到
的有关果树种植的报纸杂志订了个遍，这些报纸
杂志足足装了满满6大箱子。即使今天，他仍没有
间断过对果树种植育种的学习。

问题“攒”多了，就乘别人往郑州送煤的货车，
多次到郑州果树研究所、河南农业大学等大专院
校、科研单位向专家求教。一次偶然的拜访，河南
省农科院研究员宋淑贤告诉李应贤，豫西山区内
拥有珍贵的野生沙梨资源，但品种品质差，如果能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培育出新品种，将对世界林果
业作出贡献。

宋淑贤的话，让李应贤激动万分。1985年他
承包了村集体的 25亩地，建起了自己的果树试验
田。

为了收集足够多的沙梨品系，李应贤几乎跑
遍了洛宁、栾川、卢氏等地有野生沙梨的沟沟岭
岭。多少次，他的胳膊被枣刺挂得鲜血直流，脸
上、头上被马蜂蜇得到处是包，历时3年，他总共收
集了100多个野生沙梨品系。

“在遇到困难想放弃时，部队里万米武装越野
训练的情景就会浮现眼前，支撑我走下去。”李应
贤说，部队的磨炼，使他拥有了向极限挑战的勇气
和韧性。

靠着这种坚持到底的毅力，每天，交叉嫁接、
科学管理、观测、检验、复接、再检验，经过十几年
艰难探索，李应贤终于在 1998年培育出了外观美
丽、风味独特、营养丰富、早实丰产、抗病性强的沙
梨新品种，并取名“金珠果”。

“‘金珠果’颜色金黄、酸甜可口、肉质酥脆，上
市后立即得到了社会认可，这些年被全省很多地
方引进种植。”李应贤说。2013年，洛宁金珠果获
得原农业部颁发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2014年，李应贤牌金珠果梨获得中国绿色食品发
展中心颁发的“A级绿色食品”证书。2015年，李
应贤的金珠果基地被中国科协和财政部评选为

“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2018年，他被洛
阳市农业局评为“十佳新型职业农民”。

◎

退
伍
不
褪
色

百
折
不
挠
育
出
金
珠
沙
梨

随着金珠沙梨市场的供不应求，逐年俏销，
李应贤成了名副其实的“沙梨王”。

“金珠果作为全国果品市场的‘新丁’，其市
场占有份额微乎其微。俺是一名党员，要带领
乡亲们一块致富。”李应贤说。

为此，李应贤发展成立了洛宁县沙梨协会，自
己担任协会党支部书记，县里林果方面的党员专
家，指导协会会员发展金珠沙梨种植。

2014年，为了发挥党员在沙梨种植中的引
领作用，李应贤找到马店镇党委领导，提出了建
立“关庙村党支部+洛宁县金珠沙梨协会党支
部”的“双支部”思路。

把党支部建立在发展金珠沙梨这一致富产
业上，把党员镶嵌在产业链上，这种新的党建引
领致富模式，很快得到了当地党委的认同和群
众的欢迎。

马店镇党委书记徐建国说，这两个支部一
个向村民提供沙梨种植的专业技术指导，一个
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引导群众从事沙梨种
植脱贫致富，使关庙村迅速成为全县金珠沙梨
产业发展的示范基地。

2014年以来，关庙村村民在李应贤的带领
下，种植了3000多亩沙梨，200余户贫困户从中
受益。

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产量也越来越大。“种
植户大部分是农民，相当一部分是贫困户，他们
担心以后卖不上价钱，收益减少。”李应贤说，群
众的担忧不无道理。

在部队服役的 6年经历，使他清楚地知道，
只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练强本领，才能打胜
仗。

2016年，关庙村以资金入股的方式，成立了
金珠沙梨发展有限公司，引导村民以产品入股
的方式成立专业合作社，由公司对种植户实行
统一配苗、技术培训、统一销售。

“这降低了村民单独面对市场时存在的风
险。”李应贤说，而村里通过资金入股，也有了一
定的收益，等于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当年，在关庙村“双支部”的引导下，沙梨销
售还搭上了电商平台。“遇到销售旺季，有时候
通过电商渠道，一天就能卖三五百箱。”李应贤
说，由于电商销售的沙梨品质更优，收益也更
高。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简单的少种
什么多种什么，更深层次的内涵在于提高农业
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重构农业的产业链和
价值链。

为此，他邀请技术顾问，着手进行梨酒、梨
膏、梨片等初级产品的研发。去年，他完善实验
室、研发团队，丰富梨制品种类，尽快推向市场
并实现量产，提高“金珠果”的品牌附加值。如
今，洛阳李应贤果业有限公司已成为集沙梨研
发、种植、销售于一体的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转型，延长产业链，对
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才能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中所说的产业兴旺，让农民受益更
多。”李应贤说。

目前，全县发展金珠沙梨面积 3.6 万余亩，
年产量2000万公斤，年产值5000万元，其中，马
店镇发展金珠沙梨1万余亩，金珠沙梨成为群众
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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