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力以赴全力以赴 技术扶贫技术扶贫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代园艺专

家，河南农业大学的张绍文教授始终心

系蔬菜产业，退休后仍然辛勤付出，甘当

技术引路人，助力八千村脱贫致富；在耄

耋之年，仍脚不离田，在王屋山下做起了

有机蔬菜的“新愚公”。让我们跟随张绍

文教授，倾听他退而不休、刻苦钻研的动

人故事，感悟河南农业专家与土地血脉

相连、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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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60年前进入河南农业大学农学

院园艺系的，至今已与河南农业大学相随

相伴半个多世纪。这风雨兼程的六十年

里，走过多少艰辛的路，吃过多少人间的

苦，但苦中也有甜，我始终与河南农业大学

相随相伴，把人生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河南

农业大学。

2002 年，我退休的时候已经 65 岁

了。退休前后，我曾跟随魏克循等老师在

方城、卢氏、南召等十余县开展技术扶贫。

退休后，我离开了自己耕耘了40余年的讲

堂，备感失落。此时，学校科研处宋留高老

师找到我说：“省财政厅负责的新郑市八千

乡八千村的扶贫项目与我们学校合作，希

望学校能派技术力量予以支持。”我欣然接

受了这一邀请。

我认为要想做好一件事就要全身心投

入，那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做法无助于

事情的成功，于是我就把行李搬到村里，成

为村里的常驻技术员，并建了几栋温室及

十余亩露地菜田作为试验示范。

八千村是一个以种粮为主的贫困村，

离新郑城区很近，只要种出优质的蔬菜还

是不愁卖的。我驻村后就成为普及技术的

引路人，最初两年敢于建棚种菜的只有十

余户，经过观察人们逐渐认识到建棚种菜

是一项不用离开家的致富门路，于是申请

建棚的农户也越来越多。

由种粮改为种菜会出现许多技术问

题，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每天巡棚是我的主

要工作。尤其是对一些遇到问题的大棚种

植户，需要及时提出解决方案，这就需要每

天进棚观察直到问题解决。每周还要召集

所有大棚种植户，开一次现场技术交流

会。这种现场交流的方式，我们坚持了多

年，效果很好。经过几年，多数农户有了积

蓄，盖了新房，买了摩托车，吃穿有了很大

改善。

五年后，项目结束了，我又主动留在村

里继续与群众一起干，直到2011年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占地规模扩大，农户

搬迁，我才离开。近九年的相伴，我与农户

有了感情，对土地也十分眷恋。离开八千

村至今已近十年，我与八千村的农户还相

互联系走动，我们之间这种深藏在内心的

情感永远难舍。

□本报记者 杨青 通讯员 谷志方

7月 9日，在扶沟县曹里乡樊家村，

种植户樊建国看着生长旺盛的“酸甜

果”小番茄，脸上满是笑容：“俺种植的

番茄新品种，产量高、品质好，亩均增收

2万多元，真是太感谢刘小云的技术指

导和帮助了。”

今年 40多岁的樊建国，去年接手

了三个蔬菜大棚。起初由于不懂技术，

蔬菜一有问题，他都束手无策。河南农

业大学扶沟蔬菜研究院的刘小云，在一

次下乡走访时了解到樊建国的技术需

求，就把他列为自己的重点支持对象。

一年下来，刘小云手把手地技术指导、

传授经验，樊建国也靠自身的勤奋鼓起

了腰包。

2013 年 7 月，从河南农业大学毕

业后的刘小云，来到河南豫艺种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进行蔬菜的培育、推广

工作。2016年 3月，由于成绩突出，公

司派她到河南农业大学扶沟蔬菜研究

院进行新品种培育和新技术的推广与

应用。

九年来，刘小云先后参与了“酸甜

果”“青春之歌”“粉都 53”等 10多个番

茄新品种的培育、推广，培育16个番茄

新品种，推广种植面积10万亩，亩均产

值达到 2.5万元。去年，刘小云被评为

扶沟县蔬菜种植“技能高手”，当选为扶

沟县政协委员。

这九年，不管酷暑还是寒冬，刘小

云和她的团队一起，起早贪黑，在大棚

内、在大田里，记录着每个品种的植株

长势、抗病性和果实产量、口感等，最终

通过对比各项性状指标，选育出适合栽

培和推广的品种。

2019 年春节前夕，扶沟县城郊的

一位农户，打电话给刘小云，说育的苗

发蔫，让她去看看。刘小云接到电话

后，二话没说，带上另一名留守的技术

员，给这位农户解决了问题；吕潭镇的

一名种植户，种植的4亩西蓝花长势较

弱，刘小云和同事取了土样进行检测，

并教他为蔬菜补充微量元素，一星期后

西蓝花开始正常生长。

去年 7月，发生洪灾，刘小云向扶

沟蔬菜研究院提出了“为灾后群众提前

育苗”的建议，她和同事们冒着高温，昼

夜奋战在育苗一线，5天时间育苗 100

万株，为灾后恢复生产提供了种苗支

持。同时，她撰写了灾后蔬菜种植技

术，印了 1万本小册子，免费发放给菜

农，保证了灾后重建的技术支持。

把家安在扶沟，把根扎在农村。

刘小云给自己定下目标：就是培育

出品质好、大家喜欢吃的番茄品种。为

了更好地服务蔬菜种植户，刘小云把技

术无偿奉献给群众。她还和当地农户

有个约定：每星期要有两天走进农民的

大棚，向农民传授知识。

作为农村长大的孩子，刘小云懂得

知识改变命运和产业脱贫的重要性。

为助力乡村振兴，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

入，每次下乡入村，她都会格外关照低

收入家庭，随时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

并为他们减免购买种子、种苗的费用。

九年间，刘小云不知多少次深夜接到种

植户的电话，有咨询种苗的、有寻求技

术的，她都耐心解答。

目前，扶沟县正在建设“中原菜

都”，刘小云把培育的番茄新品种、集成

的新技术、使用的新设备，一一展示出

来，供农民朋友参观学习，接待来自各

地的参观者达2万余人次。

刘小云和她的团队选育的“酸甜

果”“粉都53”，在全国都有种植；她的智

能化温室生产的“酸甜果”“粉都53”，通

过特快专递，端上了各地人的餐桌。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

少真情。刘小云把科学技术从书本上

带到实践中，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忠实

地履行着农业科技传播者、新时代乡村

振兴生力军的角色。“能够为农民服务，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快乐，我也希望自己

可以作为一粒‘种子’，在乡村振兴的土

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刘小云心中

充满希望。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
世超王腾飞）“我种的是甜糯玉米，也

叫水果玉米，这个品种口感好，不愁

卖。”7月 7日，刚往县城超市送货回

来的宝丰县石桥镇竹园村村民田英

杰说。

田英杰今年57岁，是竹园村的一

名普通农民，之前在一家煤矿做后勤

管理工作，每月能拿到一万多元的工

资。2021年，为了方便照顾家人，他

回到老家，流转了60多亩土地从事农

业种植。

今年 3月，田英杰从朋友处得知

种植水果玉米收益不错，在多方咨询

和考察之后，他同武陟县的一家种植

合作社签订种植协议，种植水果玉米

40亩，由对方提供种子、技术，再按照

一斤玉米一元钱的价格收购。

“前一阵天气干旱，玉米的授粉

情况不太好，每亩的产量仅有 4000

斤，合作社拉走了两车，剩下的我都

按照一穗一块钱的价格送到了县城

的超市。”田英杰说，除去种子、化肥、

人工等成本，每亩纯收益在 2000 元

左右。

水果玉米种植不仅让田英杰赚

到了钱，农忙时，还带动 20多个农村

富余劳动力务工增收，人均日工资70

元。

除了种植水果玉米，头脑灵活的

田英杰还种植了西瓜、甜瓜、樱桃、草

莓等特色果蔬增加收入。

“在外打工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在家门口种地虽然忙，但日子过得踏

实，以后我会慢慢积累经验，逐步扩

大种植面积。”田英杰说。

宝丰县田英杰

守在家门口把钱赚

本报讯 （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刘艳红）“俊强，安排人给矿上送一张

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台茶几、一张

床，要快啊！”7月 9日一大早，位于禹

州市方岗镇西炉村的豫桂轩沙发厂

负责人王俊强，接到了一家煤矿企业

要货的电话。

今年 51岁的王俊强，16岁就到

深圳打工，从事软体家具、布艺沙发

等家具的制作。由于他吃苦耐劳，用

心学习，深得师傅的真传，很快就把

家具制作的所有技术学到了手。再

后来，他又到广州、北京、郑州等地做

家具生意，学到了家具销售的诀窍。

几年前，在西炉村党支部的多

次邀请下，王俊强带着技术回乡创

业了。村“两委”主动帮他建起了

1000 多平方米的厂房和 1800 多平

方米的展销大厅，成立了豫桂轩沙

发厂。

王俊强凭借在南方学到的家具

制作技术，开发生产出U字形双拐、7

字形单拐、直排等软体沙发 3大类型

16个型号，开发生产出皮床、布床等

软体床2大类型23个型号，并配套销

售电视柜、茶几、餐椅、餐桌、鞋柜等

家具。

靠着“工艺好、利润低”的思路，王

俊强生产的家具迅速打开了市场，销

往禹州市区及襄城、郏县、登封等周边

县市，每年产销超过1000套（件）。禹

州市民孟国殿的儿子结婚，他还专门

从城里跑到王俊强的工厂，定制全套

家具。孟国殿说：“不论款式、颜色，还

是质量，都不比城里高档家具店里销

售的差！”

王俊强的企业让村民们实现了

就近就业，最多的时候招收工人 16

名。他手把手教村民技术，让每个人

都成为熟练工。村民李亚飞、王丽丽

夫妻俩，从建厂开始就一直在这里上

班，每个人每月都能拿到 3000 多元

的工资。

王俊强还多次奉献爱心，优先安

排脱贫户和残疾人就业。脱贫攻坚

期间，他分包了 4 家贫困户，逢年过

节都会送去大米、食用油等物资。村

里成立舞蹈队，他立即捐赠了一台

4000 多元的音响。今年 1 月份疫情

防控期间，他又捐赠了 2000 元进行

支援。

“回乡创业，既要为群众提供优

质、廉价的放心家具，更要回馈社会、

造福一方。”王俊强说。

禹州市王俊强

怀揣技术返乡创业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
新强 刘铠）7 月 7 日，在鲁山县张店

乡刘湾村炜成实业有限公司，上百

名身穿连体工作服的工人，正在制

作粽子、饺子、馄饨、包子等速冻食

品。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替全国知

名速冻食品生产企业代加工的，赚的

是稳当钱。公司的隧道式速冻机，是

目前国内较为先进的速冻设备，外部

长 17米，里边绕行 660米，25分钟就

可以把食品冷冻到表面-40℃、中

心-18℃。”公司负责人孟庆伟介绍

说。

孟庆伟今年 54 岁，年轻时生产

过农机配件，还从事过一段时间的

餐饮业，事业有成。2015年 5月，怀

揣着回乡创业、回报家乡的想法，在

刘湾村创办了炜成实业有限公司，

专门生产速冻食品。后来，和国内

知名速冻食品生产企业建立了合作

伙伴关系。

“产品一定要注重质量，这样才能

和大公司建立起牢固的合作关系。”孟

庆伟说，公司的原材料都是由国内知

名速冻食品生产企业提供的，根据季

节需要生产粽子、饺子、馄饨、包子、油

条、麻叶等 30多个品种的速冻食品，

年产量1万多吨。

孟庆伟回到老家办厂，给当地群

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公司员工

目前有 210名，秋冬旺季时有 350多

名，大部分都是本村和邻近村庄的群

众，平均月工资在4000元以上。住宿

条件也很不错，宿舍全部安装有空调，

每间住 4个人。同时，公司免费为员

工提供三餐，逢年过节还发些米面油

和公司的产品大礼包等。

“公司准备再盖两个 10000平方

米的生产车间，届时将给乡亲们再提

供 500个就业岗位，带动更多的群众

务工增收。”孟庆伟说。

鲁山县孟庆伟

带领乡亲挣稳当钱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张绍文

2012年春节刚过，寒意未消，当

时我已从驻村九年的八千村搬回家

准备安度晚年，时年已 75岁。农历

二月的某天早上，学校办公室的一

位工作人员领着四位陌生人到我

家，称这是郑州一家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的总经理及其随行人员，原来

是他们与学校联系想让我帮忙进行

蔬菜有机生产的技术指导。

对方的理念和盛情邀请让我无

法拒绝，我只好嘴上答应，但心里没

底儿。家人和朋友们也劝我：“你已

功成名就，何必再去冒那个险呢？

一旦失败，几十年的好口碑就毁于

一旦了。”

泼到地上的水就难以收回，我

既然答应加盟，就只好硬着头皮披

挂上阵了，75岁时再去搏一把。

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后，

一切似乎都变得生疏了。这是一块

儿新开的荒地，过去没种过作物，到

处长的是杂草。当时正是气温回升

的春天，杂草中的病菌和虫害逐步

转移到温室、大棚里正在开花结果

的蔬菜上。尤其是蚜虫的虫口密度

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按往常的办

法，只要花几块钱喷两次化学农药

就可以控制，但此时这些化学农药

绝对不能用，因为要遵守对客户有

机蔬菜的承诺。蚜虫量骤增，危害

日趋严重。多少只眼睛都在看着：

你这个技术总监能用什么方法来挽

救这即将失控的局面。此时的我真

是食无味夜无眠，整天脑子里想的

就是怎么消灭蚜虫。

人们常说，当你对一件事的专

注达到痴迷的程度，甚至走投无路时

就会闪现出灵感——用高温来杀死

蚜虫。利用温室、大棚密闭的环境，

选在晴天提升温度，利用高温来杀死

蚜虫。先做室内试验，首先把温箱调

到不同高温，把带有蚜虫的叶片放在

其中，每隔半小时观察一次，看看蚜

虫的致死温度和所需时间。然后，再

利用这些数据在温室内进行试验。

通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既能杀死

蚜虫，又不至于让蔬菜遭到巨大损伤

的温度指标。这一做法终于成功，这

项成果曾被中央电视台农业农村频

道拍成科教片。

裂果是番茄在夏季经常发生的

一种生理现象。尤其是大果型品

种 ，在 6~7 月 裂 果 率 最 多 可 达

70%。发生裂果的番茄只能扔掉，

真叫人心疼。为了找出裂果原因及

防治办法，我在济源产城融合示范

区王屋镇五里桥村蔬菜基地驻点时

曾利用两年时间研究。每年夏天

6~7月我钻进大棚里，一待就是两个

小时，因为专心致志，身处35℃高温

下虽然汗流浃背，但也没觉得多

热。经过两年夏季的观察与探索，

终于找到了用钳子夹这一解决裂果

的简单办法。

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必然留

下一扇窗。我非常相信这一格言，

但这扇窗需要你刻苦钻研才会打

开。实践出真知，只有经常在实践

中摸爬滚打，才能了解真情，才能学

到真知，才能让理论发挥它应有的

作用并进一步提升来指导生产。

退休 20年来，由于对自己专业

的钟爱，更重要的是我一心想把从

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从实践中积累

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回馈社会。这

是我最大心愿，我是这么想的，也是

这么做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得到社

会的认同，给了我许多荣誉，我从来

没有把它作为追名逐利的资本，而

作为鞭策自己在有生之年尽心尽

责、一心一意做好工作的动力。

做一粒乡村振兴的种子种子种子种子
她，要做一粒“种子”，在乡村振兴的土壤里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她，要做一粒“种子”，富裕千万家，把服
务农业、服务农民作为终生事业，毕生追求。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乔
连军）“现在正是控制玉米旺长和除

虫的最佳季节，庄稼不等人，天气再

炎热，也得按时打药。”7 月 8 日上

午，正在地头配药的商水县舒庄乡

乔庄村农民乔建红一边配药，一边

跟记者说。乔建红使用的打药工

具，是机器打药机，一人拉管子，另

一人喷药，一天能打药 100亩地，非

常累。

从小左眼失明的乔建红坚信：

只要肯掏劲儿、不怕苦，打工、种地

都能致富。2019 年，乔建红以每亩

500 元 的 租 金 在 乔 庄 村 流 转 土 地

120亩，从耕种到管理、收获，从不租

工，即使是夏收夏种、秋收秋种大忙

季节。他告诉记者，种地就是赚点

工钱。

“100多亩地，就你们两口子干，

赶到农忙时，你们两个怎么干得了？”

“白天干不完，我们夜里干。麦

收时，我和儿子开两辆农用三轮车拉

麦子，别人都进入梦乡了，我们还在开

着农用三轮车往家里拉粮食，有一次

遇上天气不好，我两天两夜没有睡

觉。实在累了就躺在农用三轮车上睡

一会儿。”乔建红说。

农闲时，乔建红就发展庭院养羊，

每年饲养 40多只羊，利用废弃的豌豆

秧、红薯秧、花生秧和杨树叶、青草作

饲料喂羊。

这几年，乔建红每年种植 120 亩

小麦，小麦打下后不久就卖掉。他说：

“一是家里没有大仓库，打下的麦子都

堆放在庭院里用塑料布盖着，时间长

了怕遇上大雨小麦受潮霉变。二是麦

子尽快卖掉也是为了支付土地租金。”

乔建红既能种好农田，还能靠养

殖增加收入，比外出打工强。说起下

一步打算，乔建红说：“既然在家种地，

就想多种些地，多打些粮，更想建一个

仓库，解决粮食仓储问题。”

商水县乔建红

养羊种粮奔小康

“

刻苦钻研刻苦钻研 躬行实践躬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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