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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镇樱桃果农吕伟———

倒春寒“作恶”
红灿灿的樱桃不见了

吕伟的樱桃园中，这一枝上只结了一个果。记者 金灿 摄

五月以来，济南市场上美早、红灯等大田樱桃常见品种，每斤价格比去年贵出五元至十几元不等。樱桃今年为何成了““贵
族水果”？究其原因，还是天气惹的祸。在樱桃开花时节，一场倒春寒席卷了泰安、济南等地区的露天樱桃林。近报记记者前往“中
国樱桃第一镇”泰安市天宝镇，发现那里很多农户种植的樱桃减产达到七成，有的樱桃树上甚至颗粒无收。

□记者 刘紫薇
□通讯员 孙兆勇

“人冷了知道要添衣，我的樱
桃树冷了怎么办？”泰安市天宝镇
杨庄的果农吕伟每次回忆起大降
温的那晚，都是满目愁容，望着今
年零星分布在树枝上的果子，又
回想起去年大片大片红透山头的
樱桃，心里挺不是滋味。

“这5 8天，是我这些年

最煎熬的5 8天。”

“三月份开的花可好，当时看
着那么多花觉得今年一定能是个
丰收年。”泰安市高新区天宝镇杨
庄的果农吕伟看着自己600多亩的
樱桃地，一眼望过去全是绿色，红
色的樱桃果稀稀拉拉藏在绿叶
中，想象中“一树樱桃红半落，漫
山红透客满堂”的景象已经成了
泡影。“原来不是这样的。”吕伟回
忆起遭受倒春寒之前的樱桃林，
大概从3月10日开始，泰安市气温
一路升高，催着樱桃树加速生长，
看着漫山遍野粉嘟嘟的樱桃花，
吕伟的心也跟着荡漾起来。

可是天不遂人愿，3月15日夜
里，气温突然从白天的接近30℃一
夜降到零下，天还没亮的时候，吕
伟就从床上起身。“人冷了知道要
添衣，我的樱桃树冷了怎么办？”
吕伟怎么着都睡不着，裹着棉衣、
打着手电来到樱桃园，看着被霜
冻打蔫儿的樱桃花，他的心凉了
大半截。

樱桃从开花到坐果一共58天。
“这58天，是我这些年最煎熬的58
天。”这期间吕伟每天都起个大
早，天不亮他就打着手电筒扎进
樱桃树中，从第一棵树一直转到
最后一棵，600多亩果园没有一棵
遗漏，一天能转个三遍以上。“降
温后的两天有的树上花还开得挺
好，以为能撑过去，不至于全完
了。”就在吕伟还怀揣希望的时
候，这些樱桃花在第三天还是凋
零了，看着掉满地的蔫儿花瓣，吕
伟呆住了。樱桃花原本能开半个
多月，这三天就凋落了，没有经过
蜜蜂授粉就意味着不会结果，一
切来得太突然了，吕伟不知道该
如何补救，只能干着急。

倒春寒“作恶”，满山红灿灿

的樱桃不见了

“今年收樱桃的季节比往年
来的要晚，都到5月中旬了，樱桃
还是很少。”一打眼儿看过去，樱
桃树上零星吊着几颗樱桃，甚是

可怜。“以前奔着一棵树摘，就能
摘不少。”吕伟说，以前一棵樱桃
树能结一百多斤果子，结的多的
都能把树枝压断，今年大不如从
前，一棵树最多也就结三十来斤。

往年吕伟一到这时候，就忙
得停不下脚步，“今年倒是有个喝
口茶的空。”吕伟不想这样闲着，
他一遍遍在园子里转悠，看到没
长大的落果凋落在地上，他就俯
身一点点捡起来，放在手心里攥
着，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想丢又
不舍得。“以前它们都能长成粒粒
饱满的樱桃，一家人能指着它们
生活。”抚摸着已经干枯的落果，
吕伟心里挺不好受。

“吕老板，招人摘樱桃吗？”村
民都知道吕伟家樱桃园子大，年
年都忙不过来，一到樱桃采摘季
都会前来看看。往年遇到这种问
的，吕伟总会熟络的招呼他们来
园子里看看，即便不雇他们干活，
也会递上一捧樱桃给他们尝尝
鲜。以前，满山红灿灿的樱桃单凭
吕伟和几个伙计的力量根本采摘

不完，他每年都会招来30多人帮
忙，120元干一天，每人每天能摘
200斤左右，村子里的人都挺乐呵。
“原来能产8万斤，今年拢共收了
不到2万斤，只用了七八个伙计就
能把樱桃园摘遍，一人一天最多
能摘 100 斤。”面对这种情形，吕伟
只能在门口无奈地摆摆手，“现在
人手还够用，再等等吧。”

有的樱桃树减产 9 0 % ，

几乎绝产

去年五月份，吕伟的樱桃基
地门前停着很多运输车，都堵着
门，成箱成箱的装樱桃。知道吕伟
的樱桃园子大，当地不少电商也
都找他收购樱桃。“让咱家的樱桃
走出天宝，走向全国多好！”吕伟
以前常这样跟伙计们说，以后再
创个品牌，说不定还能发大财呢！

然而这一切在今年都成了泡
影，“收不上来樱桃，各地的批发
商就不来了，今年倒是清净。”吕
伟挑着刚摘来的樱桃，叹了口气。

不仅如此，今年樱桃的质量

也因突然降温有所下滑。“有一
多半是残果。”吕伟走在园子里，
经常能在树上发现一两颗樱桃
孤零零地长在一簇没成型的果
子当中。每当看到这种果实，吕
伟总要上前摩挲几下，“这可是
这个树枝上的‘独苗苗’。”犹豫
再三，他还是把它摘了下来，放
在嘴里，“挺甜，可惜是个‘残
疾’，卖不出去。”

“以前倒是也有减产情况，但
影响不大，最多也就10%。”吕伟苦
笑道，搭建大棚太贵了，一亩地就
要花10万元，只能一点一点来。“前
些年一直风调雨顺，哪能想到今
年是这种情况，是祸也躲不过。”

除了吕伟外，天宝镇其他的
果农商贩今年也损失惨重。种植
樱桃20多年的果农张慧家一共种
了有6亩地樱桃。“有三亩地几乎
绝产了，减产量接近90%，往年6亩
地一共能产一万多斤樱桃，今年
最多也就产两千斤。”张慧很无奈
地说，今年减产太厉害了，果农们
都承受不起了。

今年想吃便宜樱桃有点难
开花期遭遇倒春寒，大田樱桃平均减产70%
□记者 刘紫薇
□通讯员 孙兆勇

当下正是樱桃大量上市的
季节，济南不少市民发现无论是
家门口的小商店，还是大型果品
市场，樱桃的价格都较去年贵了
不少。

11 日，记者通过走访吉祥苑
市场、大润发、沃尔玛等多家市

场、超市，发现许多樱桃常见品
种每斤比去年同期价格高了五
元到十几元不等。“去年红灯大
樱桃一斤大概卖 17 块钱左右，
今年卖到了 25 元一斤，一斤涨
了 7 、8 块钱。”济南市历下区吉
祥苑市场的水果商贩夏女士说，
美早樱桃现在一斤卖 35 元，比
去年贵了近十块钱。“贵族”樱桃
让市民直呼吃不起。

而在济南市天桥区堤口果
品批发市场上，有90%的樱桃都
来自大棚，只有10%是来自露天
种植的，而往年这时候，大田樱
桃已经占据接近一半市场。“今
年大棚樱桃的价格在50元左右，
相较往年变化不大，而大田樱桃
价格约 30 元一斤，价格比去年
同期增加了约 20%-30% 。”堤口
果品市场相关负责人说，由于济

南、泰安等地的大田樱桃产量大
减，现在市场上主要以大连地区
的大棚樱桃为主，价格较高。

泰安市天宝镇工作人员介
绍，他们全镇共有 5 万亩地种植
樱桃，今年因遭受倒春寒天灾，
减产高达 70%。济南地区的樱桃
也受损严重。山东金鲁班超禾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在齐河县焦庙
镇拥有 3 0 亩樱桃园，种植了
1300 多棵樱桃树，今年颗粒无
收。“以前一棵樱桃树上最多能
摘下二百斤果子，今年一颗都没
有，一共损失了三百多万。”山东
金鲁班超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部部长张翼说。
据中国果品流通协会相关

专家分析，从目前陕西白鹿原、
铜川，山西临猗，山东聊城、邹
城，章丘、长清、肥城，河北石家
庄等地实际结果的情况看，大田
樱桃平均产量同比减产 70% 以
上，其中河南西部、山东中西部
等樱桃产区大田樱桃产量减产
幅度达到 80%-90%。今年早期大
田樱桃质量也不理想，尤其是红
灯樱桃，畸形果占比超过 20%。

与大田樱桃减产相反，今年
各地大棚樱桃面积增加，全国
大棚樱桃产量同比增加约 30%。

除了内陆地区，倒春寒
对沿海地区种植的樱桃是
否有影响？“对沿海地区樱
桃 的 生 长 发 育 影 响 并 不
大。”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
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姜远茂
介绍，因为沿海地区特殊的
气候环境，春天升温比较缓
慢，樱桃萌芽、开花的时间
长，使樱桃花能够充分发育
后授粉，另外，沿海地区温
度很少有突然降低的情况，
就降低了樱桃花期和幼果
期的冻害率。

“今年内陆地区樱桃
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前期温
度突然升高，萌芽和开花
的进程提前，本身前期的
突然高温使樱桃花没有发
育完全，然后又遭遇低温，
导致坐果率低。”姜远茂
说，内陆地区离山体和海
洋均较远，容易受到冷空
气的直接侵袭，造成春季
温度变化剧烈，花期和幼
果期易发生冻害，而一些
地势低洼的地方受影响较
大，地势高或房屋周围有
遮挡的地方受影响较小。

另外，樱桃树多由蜜蜂
授粉，而蜜蜂的授粉温度只
能在15℃以上，温度降低时
蜜蜂多被冻伤或冻死，没办
法授粉，一旦错过最佳授粉
时间，樱桃便很难结果。

“有一种蜜蜂叫做壁蜂，是
专门用来给果树授粉的，壁
蜂的活动温度较低，比正常
的授粉蜜蜂低 2-3℃ 。”姜
远茂介绍，在降温幅度不大
的情况下，果农可以引入壁
蜂为果树授粉。另外，在降
温前为了减少樱桃损失，可
以采取一些临时性的措施，
比如通过在地里浇水增加
湿度、点火熏烟等保持樱桃
园的温度。“如果授粉过程
中出现问题，果农还可以进
行人工授粉，通过用鸡毛掸
子扫花使花朵授粉，从而保
证坐果率。”记者 刘紫薇

倒春寒来袭前

要抢时间人工授粉

编者按

今今年年结结出出的的樱樱桃桃不不仅仅干干瘪瘪，，

还还一一碰碰就就掉掉。。记记者者 金金灿灿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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