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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株葡萄都是果农
与天地的灵魂契约，每一颗
葡萄都是果农与世界的君
子之约，每一口滋味都饱含
大地最纯美的芬芳……时
光荏苒、转瞬一年，以“绿金
淮北·葡甜绿地·美好杜集·
萄醉乡村”为主题，旨在助
推中国碳谷·绿金淮北和新
时代美好杜集建设的 2019
淮北市第六届段园葡萄采
摘节又一次如约而至，温馨
而甜蜜。
漫步于段园境内， 在延

绵不绝的段园葡萄架下，穿
梭着南来北往的货车，果农
望着 “人间仙境世外萄源”
巨幅横标， 绽放喜悦的笑
脸。 如今的段园，依托万亩
葡萄生产基地， 着力打造
“段园葡萄”品牌，大力发展
特色文化旅游产业，葡萄产
业蒸蒸日上，为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和产业转型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

作为淮北市三大节会之
一，段园葡萄采摘节已成功
举办过五届，每年都吸引数
万游客纷至沓来。 盛夏时
节，走进葡萄采摘节举办地
段园镇大庄村，定会被这里
“世外萄园”美景所吸引。 如
今的段园葡萄已获得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生
态原产地保护产地、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三块高含
金量牌子。 葡萄种植面积两
万余亩，是国内连片规模最
大的葡萄种植园区之一，年
产葡萄 6000万斤以上，年销
售收入突破 1亿元。
一花独放不是春。 近年

来，段园镇以大庄村美丽乡
村建设为基础，以万亩葡萄
园为依托， 积极打造集休
闲、旅游、观光、采摘为一体
的葡萄特色旅游小镇。 目
前，小镇观景台、葡萄万米
长廊、葡萄博物馆、葡萄精
品园、葡萄酒窖、仙女湖等
一批亮点景观已建成，葡萄
特色旅游小镇显现魅力 。

2014—2018年，连续成功举
办五届段园葡萄采摘节，吸
引周边游客 20万人次前来
观光、旅游。 2017年 8月，经
相关部门验收，获评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游美好乡村， 赏靓丽美

景，品段园葡萄。 近年来,随
着乡村旅游的兴起，段园镇
大庄村已成为一个追求生
态、体验乡村、回归自然的
好去处。 同时，以美好乡村
建设为基础，以葡萄产业优
势为依托的乡村休闲观光
旅游也已在段园镇初具规
模，成为淮北乡村旅游的一
个新亮点。

“我们在苏州工作，回
老家听朋友推荐后，专门来
到这儿进行采摘游。 ”在苏
州工作的张先生笑着告诉
记者。 为期三天的采摘节游
人如织，本地及周边地市的
旅游爱好者、学生、情侣、家
庭、亲子等群体走进大庄村
的葡萄园，亲手采摘和品尝
晶莹剔透、香甜可口的段园
葡萄，与果农共同享受丰收
的喜悦，感受美丽乡村的魅
力。
展绿金淮北魅力，搭交

流合作平台。 历届葡萄采
摘节已成为我市对外交流
的平台和对外开放的桥
梁。 2018年 8月 8日，淮北
市第五届段园葡萄采摘节
投资说明会暨项目签约仪
式成功举行。 中国发展网、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中国
农学会葡萄分会、 中国电
商产业促进会、 国家文化

与旅游部中国京剧程派研
究会、恒大集团、绿地控股
集团、郑州中瑞实业集团、
新城控股集团等近 200 家
单位和企业客商参加说明
会。 “选择在淮北投资兴

业，是因为淮北有巨大的发
展潜力和良好的投资环境，
我们将积极宣传推介淮北，
带动更多的人来淮寻找商
机、洽谈项目，进而实现共
赢发展。 ”签约企业代表纷
纷表示。
回顾历届，不难发现，段

园葡萄采摘节已经成为我
市招商引资的一块 “金招
牌”。 2017年 8月 8日，淮北
市第四届段园葡萄采摘节
投资说明会暨项目签约仪
式成功举行。 中铁投资、绿
地集团、中能源电力、新城

控股等 60 余家企业近 120
名客商参加说明会。 会上，
绿地文旅小镇、广日三洋电
梯、建亚数控机床等 12个项
目集中签约，协议投资额约
98亿元。

如今，总投资 50亿元的
新城吾悦广场项目建设进
展顺利，今年 11月 8日将满
铺运营。 段园淮海·绿地 21
城项目首开大捷，752 套优
质房源开盘 2小时即售罄，
融入淮海经济区步伐进一
步加快。 为全面展示杜集区
特色农产品及农业产业化
发展成果，宣传、推介农业
品牌，扩大杜集区农业的对
外开放与合作交流，葡萄采
摘节期间，举办的特色农产
品展示展销活动，赢得多方
赞誉。

展绿金淮北魅力 搭交流合作平台
———2019淮北市第六届段园葡萄采摘节侧记

葡萄采摘节启幕，段园果农幸福迎客

“这是刚摘下的‘巨峰’，是不是
很漂亮？ 早晨 4点多就起来摘果子
了，早起摘的果子口感更好！ ”“来尝
尝我家的玫瑰香，这可是地道的老玫
瑰香，吃到嘴里是不是想起了儿时的
味道……”8月 8日晨 6时许， 段园
镇大庄葡萄园里已是热闹非凡，果农
们忙着采摘新鲜水灵的葡萄，脸上一
派喜气洋洋。
当日上午，2019淮北市第六届段

园葡萄采摘节拉开帷幕，这一年一度
的盛会， 已经成为果农们期盼的节
日。打扫果园、采摘葡萄装箱、挂出采
摘园的标牌……果农们早早做好了
各项准备，迎接八方游客。
作为皖北地区葡萄的重要产地，

段园镇拥有三百余年的葡萄种植历
史，素有“葡萄之乡”的美誉。 目前该
镇葡萄种植面积两万余亩，是国内连
片规模最大的葡萄种植园区之一。段
园葡萄以“穗大粒饱，色泽鲜艳；汁多
核少，酸甜适中”的独特品质享誉全
国，先后荣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认证。 眼
下正是葡萄大批成熟采摘的季节，又
恰逢盛会，来自山东、河南、江苏和安
徽各地的果商陆续赶来采购。

晨 6 时许，26 岁的葡萄经济人
裴伟已经在自家大院里迎接各地赶
来收葡萄的客商。

来自宿州的朱虎是个很精神的

小伙子，他笑着告诉记者：“今天这一
车得拉走万把斤的葡萄，全部送到宿
州百大农产品物流中心，只要是段园
的葡萄，特别好销售。 ”货车旁摆满了
一筐筐刚刚采摘的葡萄，果农们忙着
把新鲜的葡萄搬上货车，朱虎直接记
账、装车，有条不紊。
巨玫瑰、阳光玫瑰、东方美指、早

霞玫瑰、维多利亚……大庄村一座 6
亩多的精品园里，绿色、紫色、黄色 7
个品种的葡萄正值成熟季，果实饱满
且晶莹剔透，散发着甜蜜的果香。 上
午 8时许，精品园里就迎来了两拨前
来采摘的游客。 “我们是徐州人，慕名
而来！这里的葡萄品种好，价格适中，
确实招人爱哦！ ”年轻的游客马静静
捧着一串美人指开心地说。

“葡萄采摘节举办了 6 届，我们
的精品葡萄园也建设了 6年。 去年，
这个园的产量 2万多斤，在葡萄采摘
节当天， 我们接待游客 1000 多人
次。 ” 精品园负责人张航骄傲地说。
“段园镇的葡萄不仅是经济产业更是
一种文化，今天来到这里真是叹为观
止！ ” 一对从萧县赶来的摄影爱好
者， 徜徉在葡萄长廊里禁不住赞叹
道。

“大庄有 1000多户果农，8000亩
葡萄，20多个品种。 每年的采摘节，
都是果农们最忙碌最幸福的时刻。 ”
大庄党总支书记张斌自豪地说，“敞
开果园迎接八方来客，今天的大庄就
是欢乐的世界！ ”

葡萄采摘节，志愿者在行动！

为游客指路、搀扶老人、捡拾垃
圾……在第 6届段园葡萄采摘节上，
随处可见头戴小红帽、身穿葡萄紫 T
恤的青春身影。
他们穿梭在大庄村的每个角落，

为前来参加采摘节的游客提供服务，
他们就是杜集区组织的志愿者队伍。
志愿者队伍是在葡萄采摘节前夕组
建起来的，志愿者都来自杜集区。“每
条线路志愿者都要熟络于心。因为之
前都经过了培训， 还来到现场好几
次。 ”杜集区团区委负责人介绍道。

为了确保段园葡萄采摘节期间
的秩序稳定， 杜集区在重要交通路
口设置各类指示牌，特别组织 100余
名志愿者进行培训。 在葡萄采摘节
开幕前一天， 所有志愿者通过培训
了解自己负责的工作和职责， 他们
被分布在停车场、车流密集区、各个
葡萄采摘区、博物馆、品尝区、农产
品展示区等，负责会场布置、交通疏
导、采摘区引导、停车引导、环境卫
生等各类服务， 助力葡萄采摘节举
办圆满。

“我们六点多就赶到了主会场，
大家一点都没觉着辛苦，能为葡萄采
摘节做点贡献，心里都美滋滋的！”炎
热的天气下，满脸是汗的志愿者吴蔚
笑容甜美地说， 前期通过各项培训，
不仅学习到了礼仪文化知识，也提升

了自己的综合素质。 “我们要在今年
的葡萄采摘节中，展示出最美志愿者
风采！ ”
谢娜娜， 皖南医学院大三学生，

今天 6点多便赶到开幕式现场忙前
忙后，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葡萄采摘
节志愿活动。 “我是无意中听到表姐
提起段园葡萄采摘节招募志愿者的
事情，便和表姐一起报名参加。 培训
要求很严格，从站姿、走姿、蹲姿，还
有引导手势、微笑、迎宾用语等方面
都进行了指导。以前觉得引导是一件
很简单的事情，通过培训才发现自己
在接待礼仪方面还是很缺乏知识和
经验的。”参加此次志愿活动，让谢娜
娜受益匪浅，这件有意义的事，为她
的人生增光添彩。

“今年我是第一次来段园葡萄采
摘节，活动举办得好，志愿服务也很
贴心。”来自河南的游客孙先生说，天
气虽然很炎热，但心里很高兴，他不
熟悉地形， 想去葡萄博物馆却迷了
路，便求助路边的志愿者。 志愿者非
常热情地带他来到博物馆，路上还向
他介绍采摘节的亮点和一些活动地
点，让他省去了很多麻烦。

在酷暑中，志愿者们人手一个垃
圾夹，随时捡拾垃圾，保持环境整洁，
他们引导停车、引导游客、为年迈的
游客提供便利服务……他们一张张
阳光般灿烂的笑靥，让采摘节现场更
喜悦更温馨。

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

本土产品大放异彩

本报讯 8 月 8 日，2019
淮北市第六届段园葡萄采摘
节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如期
举行，吸引了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种植户、家庭农场等
20余家展商前来参展。
今年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

的产品主要是葡萄、桃子、酒类、
有机鸡蛋以及园艺花卉植物等。
这些特色农副产品，特别是绿色
食品一经展出， 就受到广泛关
注。
上午 8点钟， 展厅里已有

大批市民，他们在参观的同时，
还不时询问展销人员。 记者看
到，在特色农产品展示区，诱人

的葡萄、 水蜜桃等被摆放在展
示架上， 市民纷纷打开手机进
行拍照，并发出啧啧称赞。据南

山嘉怡家庭农场采摘园的负责
人介绍， 该农场建于 2014年，
种植葡萄等水果， 实施标准化

生产、无公害操作，方便市民采
摘、观光、游玩。 采摘园生产的
葡萄品质好、味道佳，深受市民
的好评。 杜集区润丰种植专业
合作社位于高岳现代农业示范
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合作社成
立于 2013年， 实行标准化种
植，以种植桃树为主，从澳洲、
美国加州、郑州引进品种，和安
徽省农业科学院共建新品种油
桃、立夏红、黄桃徽黄 1号种子
育苗推广基地。 种植的桃子饱
满、味甜、水分足。 热情的展商
邀请市民品尝葡萄和桃子，品
尝之后，不少市民称赞：“真甜！
味道真好！ ”

淮北育之宝生态养殖有
限公司与其他参展商不同，展

出的是有机鸡蛋。据负责人介
绍，该公司于 2012 年注册，主
打产品是有机柏籽鸡和柏籽
鸡蛋， 已获得国家有机产品
认证证书， 产品除供应本省
外，还远销北京、上海、广东、
江苏、浙江等地。 公司还开展
生态休闲旅游项目， 包括野
外捡拾鸡蛋、 有机美食品尝
等。
杜集区农业农村水利局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本次特色
农产品展示展销的举办， 为农
副产品搭建了展示平台， 提升
了企业品牌文化和知名度，促
进了参展单位的交流，为产品进
一步打开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

果农把准备好的葡萄装车。 ■摄影 记者 梅月

志愿者在农交会现场巡逻。 ■摄影 见习记者 冯树风

农交会上的展品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

■摄影 记者 梅月

淮北市第六届段园葡萄采摘节开幕。 ■摄影 记者 梅月

果农指导城里来的孩子采摘葡萄。 ■摄影 记者 梅月

为葡萄王评选获奖者颁奖。 ■摄影 见习记者 冯树风

■记者 邹晨光

■记者 黄旭

■记者 徐志勤

■记者 徐志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