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窗：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定价：每月 24.75 元 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 8166 号 广告部：58392178 发行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2∶54 印完时间：4∶00 本报印刷厂印刷

“自从陈书记带领我们在
网络创业，去年我家增收 1 万
多元呢！”宁夏贺兰县习岗镇
新平村村民张学仁对 《经济日
报》 记者说。

大学生村官有文化，懂管
理，敢想敢冲，颇受农民拥戴。
宁夏 32 岁的陈瑛就是这样一
位大学生村官，她带领村民网
络创业，使他们走上了致富路。

“2011 年，我从宁夏大学
植物营养专业毕业后，就立志
扎根农村，利用自己的所学干
点事。”陈瑛说起话来干脆利
落。为实现梦想，她以优异成
绩考取村官，到贺兰县习岗镇
新平村任村支书助理。习岗镇
是宁夏著名的设施农业基地，
陈瑛想，也许可以利用这个平
台干点什么。她找到村党支部
书记，“我掌握许多种植新技
术、新工艺，上午在村上忙，
下午带领农民创业好不好？”
村党支部书记喜出望外，欣然
答应。

陈瑛拿出几万元的积蓄，
买了 4 个蔬菜大棚，种上清一
色的新品种——彩色番茄、甜瓜和大辣椒。她不但自
己种，还带动村里 100 多名农户跟她学着种。“这些
品种的蔬菜每斤能多卖 1 元钱，头茬下来我帮你们
卖，赚了算你们的，赔了算我的！”村民看这个女村
官敢于承诺，便跟着种这些新品种蔬菜，一年下来，
这 100多户农民人均增收超过 2000元。

“陈书记，还有什么新科技？我们跟着你走！”村
民们积极性高涨。陈瑛倒是另有打算。前年，县里组
织陈瑛等乡镇干部去浙江农村学习考察，这一走一看
开阔了陈瑛的思路，她决定带领村民在网上创业。

说干就干。2015 年，陈瑛组建了由大学老师、
同学、农户组成的团队，进军互联网农业。

“亲子农庄”正式起步。村里将蔬菜大棚扩充到
14 座，集资 400 万元，划地 1600 平方米，种植了樱
桃、草莓等可供游人入棚采摘的品种，周边还开设了
手工制作坊、快餐店和农家乐。产品网上卖、客源网
上预订。入春以来，网购订单不断，周末时，亲子游
客越来越多，他们还接到一个“五一”期间的 400人
大单。

“微信配菜”生意火爆。陈瑛他们经过市场调
研，发现贺兰县共有 300多家火锅店和麻辣烫店，每
天需要大量的生菜、白菜、菠菜等叶菜。过去，这些
商户要雇 1 个人，派上一台车，专程去批发市场采
购。而如果实施微信配菜，从农户这里直接配菜每公
斤只需 2 元，比之前的价格便宜近一半。由于叶菜种
植只需 50 天左右，周期短，利润空间大，经济效益
比较稳定，农户热情很高。“去年年初，我们在微信
平台为 18 家商户配菜，大家的积极性很高。”陈瑛
说。今年，他们将在全县 200 多家店铺全面投入运
转，纯利润将达 2000 万元，200 多农户每户收入增
长 5000元左右。

“社群经济”前途无量。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高端消费人群不断增加，要求单品配送的人群
日益增多。比如，许多高端消费者要求通过一个电
话、一条短信或微信，就能吃上从大棚及时采摘的
送上门的草莓、甜瓜、葡萄等新鲜果蔬。去年，陈
瑛团队在社群经济方面盈利 30 万元，今年盈利将过
100 万元。

“陈书记教我们用手机、电脑赚钱，生意越做越
大，钱越赚越多！”村民张学仁说，“人家这个村官去
年已经到红旗村当党支部书记了，不过她走到哪儿，
我们这些老乡亲就跟到哪儿⋯⋯”

宁夏贺兰县红旗村党支部书记陈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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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农民网上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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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有着 2300 个座位的河北
会堂座无虚席，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原
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事迹报告会在
这里举行。不少听众泪流满面，会场上
掌声经久不息。

李保国是我国知名经济林专家、山
区治理专家。他把实验室放在果园，把
论文写在大地上，每年在太行山、燕山

“务农”200 多天，创新推广 36 项农业实
用技术，帮助山区农民实现增收 28.5 亿
元，带领 10 多万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被山区农民称为科技“财神”。

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经济日报》
记者来到李保国家中深入采访，并在报
纸重要位置做出连续报道。日前，记者
再次深入河北，寻找李保国教授为我们
留下的精神财富。

“巍巍太行，万木葱茏。李保国教授
的骨灰，已被太行山区各地的老乡们带
走，撒在了他生前为之奋斗、为之牵挂
的土地上。‘愿做太行一棵树’的他，已
经化作群山中千林万木，在这里扎根生
发。”李保国的一位生前好友说。

一种理念生根发芽——

让技术长在泥土里

5 月 18 日，在邢台县宋家庄镇富家
坡村果园里，王海玉被果农围住。他一
边做示范，一边给农民讲解苹果套袋技
术，言语明晰、动作熟练。

“我可不是什么专家教授，只是浆
水镇河东村的果农。”王海玉怕记者误
会忙着解释，“这是李保国老师教我的
技术”。

为农民讲解时，这位“土专家”不
时冒出句话：“干啥都得讲科学，不服不
行。”他说，这是李保国老师常挂在嘴边
的话。

“把科技转化成生产力，必须让技术
长在泥土里。”这是李保国生前常说的
话。踏遍沟沟坎坎，穿越山林河流，李
保国不懈追寻着，“老百姓需要什么，我
就研究什么”。

“深眼闷炮”控制爆破松土蓄水技
术 、 太 行 山 片 麻 岩 区 “ 蓄 、 集 、 整 、
改、排”防洪减灾工程技术⋯⋯李保国
研究出一系列治山新法，将树木栽植成
活率从原来的 10%提高到 90%，邢台县
前南峪村变成了“太行山最绿的地方”，
所属的浆水镇从贫穷镇变成了富裕镇。

太行山板栗集约栽培技术、优质无
公害草果栽培技术、绿色核桃配套栽培
技术⋯⋯这些技术成就了富岗苹果、绿
岭核桃等一系列名优产品，成为山区群
众致富的“聚宝盆”。

他说，只有让千百万山区农民切实
掌握科学技术，才能让一片片野岭荒坡
变成金山银库。这位山区治理专家，将
自己变成一名接地气的“农技人”。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疏果、剪
枝、套袋，哪项技术不是按李老师教的
去做？可刚开始时不接受啊，不信他。”
侍弄着自家 8 亩精品果园的内丘县岗底
村果农王建敏，去年还去山西省左权县
作技术指导，可当初他就是不相信李保
国，“这么多的小苹果疏下来哪还有产量
啊！还要给小苹果套袋，太可笑了”。

为让农民接受这些技术，李保国自
掏腰包买来 16 万个果袋搞实验：“给苹
果套袋，赔了是我的，赚了是大家的。”
为让村民掌握技术要领，他抻着农民的
胳膊找角度，捏着他们的手腕找力度，
常常一个多小时才能教会一个果农；为
让 128 道标准化生产管理工序惠及更多
农民，他请人将每道工序写成故事，印
成书，免费发放⋯⋯带着铺盖卷，他在
岗底村一待就是 7 年，创造出“一个卖
百元”的富岗苹果神话，为村民开辟了
一条集种植和经营于一体的致富路。

李保国生前常说：“我的愿望是‘把
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现实正
在向他期望的方向发展。30 多年来，他
举办不同层次的培训班 800 余次，培训
人员 9 万余人次，直接帮扶村庄 40 多
个，间接带动百余村庄发展。

在邢台县浆水村，李保国生前带出
的 33 户技术示范户，正按照他传授的全
套科学管理技术指导 600 余户果农进行
果树管理。

“李老师虽然走了，但他科技兴农
的理念已经扎根在农民心里。”浆水村
党支部书记王卫良这些天正为全村果
品 注 册 无 公 害 绿 色 产 品 商 标 而 奔 忙 ，

“统一管理，无公害技术，提升林果产
品附加值⋯⋯李老师教的这些我们一定
坚持做下去”。

一种模式复制繁衍——

用产业带动农民致富

“建立合作基地、加盟基地等平台模
式，与核桃种植大户建立深度密切的合
作。”看着方案书上的这句话，河北绿岭
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高胜福仿佛又听到
李保国在对他说：“我们要恢复中国核桃
强国、出口大国的地位。”

“这是他的心愿。”高胜福说，“可以
说，没有李保国老师就没有绿岭的今天”。

1999 年，临城县农民高胜福满怀豪
情承包了 3000 亩干旱的丘陵岗地，可当
他手持工具走上荒岗时却手足无措，不
知怎么干才好。于是，他请来了李保国。

通过广泛调研，李保国发现当时市
场奇缺的是薄皮核桃，而临城县丘陵的
自然条件最适宜种植早实薄皮核桃。

经过不懈努力，他成功选育出我国
目前综合性状最好的核桃新品种——绿
岭，并推行“早实核桃矮化密植栽培技
术”，研究形成配套的高效栽培技术体
系。如今，这些技术被丘陵区农民复
制，仅邢台市就种植薄皮核桃 60 万亩，
年产值超过 20亿元。

“最重要的是，他开创了‘托一接二连
三’的产业化模式。”高胜福知道，李保国
研究治山，不只是想让山区绿起来，更想
让群众富起来，“他认为，让农民致富必须
靠产业带动，通过‘一产为基础、二产生动
力、三产树形象’联动发展”。

5 月 20 日，在位于南和县的国内最
大树莓种苗组培中心，李保国带领团队
亲手繁育的树莓种苗长势茁壮。“我们的
树莓种植辐射河北 10 多个县，多想把这
个好消息告诉李老师啊！”项目负责人周
岱燕说。

“2014 年时，树莓成活率仅有 10%
左右！”周岱燕说，是李保国告诉她这是
一个快速脱贫致富的好项目，坚定了她
的信心。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李保国
跑遍东北三省、山西、河南等地，考察
基地、调查市场，拿出一整套发展方
案。“我们就是按照李老师的方案实现了
快速发展，如今种植面积近 7000 亩，农
户每亩增收 5000元以上。”周岱燕说。

李保国在大山深处这个帮助农民脱
贫致富的战场上不断探索创新——邢台
县的“前南峪模式”，内丘县的“岗底模
式”，临城县的“绿岭模式”，平山县的“葫
芦峪模式”⋯⋯在别人看来，哪怕建好一
个科技扶贫基地都不容易，可他却让星星
之火成燎原之势，建成 10 万亩苹果生产
基地、百里核桃产业带、万亩现代农业科
技产业园，使山区增收 35.3亿元。

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但李保
国义无反顾。有人劝他：院士是一个科
学家的珠穆朗玛，少往山里跑跑，说不
定就能登上巅峰。李保国嘿嘿笑道：“价
值的体现有多种形式。对我来说，当院
士是未知数，搞技术服务让更多的老百
姓摆脱贫困是已知数，我参与其中并能
作出贡献，更有意义。”

这两年，李保国还谋划运作一项前所
未有的事业：把太行山区的农业企业进行
大联合，每个企业专做一项产业，苹果由
富岗公司来做，核桃由绿岭公司来做，红
树莓由至高点公司来做，造地由葫芦峪公
司来做，以此打造太行山区的“经济作物
航母”。

“岗底的穷帽子是李老师帮我们摘掉
的。”内丘县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日
前带领村民在岗底的山顶上开辟了一块
墓地，将李保国的部分骨灰埋在那里，

“我想让他亲眼看着太行山变得更美更
绿，看着更多农民富裕起来！”

一种精神持续传递——

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

农民教授，科技财神，太行新愚公
⋯⋯太行山上，从李保国帮助过的农民
口中，不时听到对他的各种称呼。这也
是一个共产党员留在他们心中的形象。

“我们原来不知道李老师一直带病坚
持工作。”很多农民听到李保国去世的消
息都很惊讶。可事实是，原本身体很好
的李保国，因常年往山里跑，生活不规
律，超负荷工作，身体越来越差。

2007 年，李保国在张家口黑龙山林
场作技术指导时，突然觉得憋气，嘴唇发
紫，被确诊为疲劳性冠心病，心脏造影显
示他 75%的血管狭窄，连心脏支架都做不
了，只能做搭桥。大家都劝他去医院好好
治治，可他说忙，就是不肯去，劝急了，他
就说：“活着干，死了算。”

1999 年 ， 临 城 县 着 手 开 发 凤 凰 岭
时，在荒山野地中盖了 5 间窝棚式的小
房。高胜福想让李保国住在县城宾馆，
李保国说：“住在城里耽误时间，还不能
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带头把自己的铺盖
卷放在窝棚里。

30 多年来，李保国在山里“务农”
的时间年均超过 200 天。荒山野岭上，
他不顾风吹日晒采集样品；实验室里，
他反复分析数据；田间林地中，他冒着
酷暑严寒手把手传授农民技术。

多少人劝他：“慢一点，慢一点。”他总
说不行：“在这个点讲完了，还要去下个点
呢。”多少次，李保国上午在基地指导完，
午饭都顾不上吃，带上干粮就往下一个点
赶：“我晚吃会儿不要紧，不能让农民等
我。”在基地，他爬沟过坎，大步流星；讲课
示范，他精神百倍，毫无病态；回到保定的
家，他却常常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

有一次，他一天跑了石家庄的 4000
亩果园，“我累点不算什么，如果我的技
术能让这些果树早点进入盛果期，一亩
地增收几千斤苹果，一斤就按两块钱
算，那也不得了呀。一个人辛苦一天，
增收几千万元，多值，多有成就感”！

李保国帮内丘县岗底村摘掉了“穷
帽子”，有人就问杨双牛：“你们一年给
李保国多少钱？”

“李老师从来不要农民的钱。”杨双
牛说，有一年，李保国在岗底忙到腊月
二十三，才赶回保定过年。临走时，杨

双牛给他准备了 2000 元，想让他买点年
货，他死活不肯收。

2003 年，富岗公司改制，杨双牛对
李保国说：“你辛辛苦苦搞服务，送你个
股吧。”李保国手一摆，斩钉截铁地说：

“可不能！这事你以后也不要再说了。”
“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就是服从

组织，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李保国
说：“不为名来，不为利去，一心为百
姓，农民才信你，才听你。”

一条道路不断延伸——

扶农助农路继续往前走

4 月 27 日，易县普降大雨，万亩林
果科技示范园却迎来 2 位客人——李保
国的妻子郭素萍教授、助手齐国辉教授。

虽 然 还 沉 浸 在 失 去 李 保 国 的 悲 痛
里，两人却没有停下扶农助农的脚步。
听说园区的苹果树出了问题，一大早就
开车从河北农业大学赶过来，冒着大
雨，下到田间，立即诊断出果树生病的
原因——冻害，并给出解决办法。

“保国最爱的是治山，最高兴的就是
看着山里的百姓富起来。”既是生活中的
伴侣，又是工作中的助手，风风雨雨三
十几年，郭素萍深深了解李保国，“他一
定希望我们帮他继续走这条路”。

在李保国的遗物中，十几本工作日志
密密麻麻记载着他奔波忙碌的行程。仅
从 2016 年 1 月到去世的 102 天里，他外出
的时间就达 62 天，行程 7860 公里，滦平
县、赤城县、平山县、南和县、临城县、行唐
县、江苏睢宁县⋯⋯都留下他忙碌的身
影。行程表默默无言，却记录着他心系农
民、情洒太行的赤子之心。

“我们能时刻感受到他严谨求真的科
研态度，务实创新的科研作风，产业富
民的责任担当。”如今在河北绿岭果业有
限公司做技术员的陈利英，从 2003 年大
学毕业开始，就跟着李保国学习和工
作，从事核桃种植与研究。

“他教我们嫁接，要求我们每人一行，
按他教的步骤做，不但要成活率高，还要
速度快。当时，小苗只有四五十厘米高，
我们顶着太阳蹲着、跪着练习，一天下来
腰酸背痛，累得连饭都不想吃，但第二天
还得接着干。”陈利英说，在李老师的影响
下，学生们也把研究的课题聚焦在生产一
线，“如今，李老师的学生中，像我一样扎
根山区、服务基层的有上百人”。

“李老师走了，却留下了一支扎根山
区的科技队伍。”齐国辉说，35年来，李
保国先后承担了 57 项国家和省级科研课
题，大批学生被他带到田间地头，成长
为扎根山区、服务“三农”的有用之
才。河北农大成立的“李保国扶贫志愿
服务队”还与贫困乡、村结成帮扶对
子，开展科技扶贫志愿服务。“李老师是

‘太行山道路’的践行者和发扬者，我们
要沿着他的足迹，帮助更多太行山区的
贫困群众致富。”齐国辉说。

“李老师走了，但他的思想引领着我
们在人生道路上奋发前行。”在李保国的
指导下，河北农大林学院硕士研究生郝
赛鹏今年 3 月来到邢台县前南峪村，围
绕苹果省力化栽培关键技术开展研究。
他和果农一起深入田间地头管理果树，
搞实践调研，“我们要像李老师那样，老
百姓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并把最新的
研究成果教给农民，让更多群众受益”。

“李老师走了，但他的精神已深深扎
根在我们心中。”宽城满族自治县西岔沟
村是李保国生前帮扶过的一个小村庄，5
月 19 日，村民们自发起立默哀，遥祭这
位恩人。“我们一定不辜负李老师的期
望，把他未完成的事业做得更好。”村党
支部书记陈玉富说，在李老师的帮助
下，他们村短短几年就实现了人均收入
从不足 1000元到过万元的增长。

种果植林，昔日山区成富境；视农
为己，民心深处有丰碑。在他人生中的
最后一个春节里，李保国对友人说：“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走太行山道路不
是一代人的事。靠科技的力量走好这条
路，不能迈四方步，不能小步跑，要像
接力赛，一棒一棒跑下去。咱这一棒跑
得好，下一棒就好跑了。”

夏阳绚烂，层林尽染。岗底漫山的苹
果树结出新果，绿岭成片的核桃林又添新
绿，前南峪农家院传出欢声笑语⋯⋯这也
许是他燃尽生命交出的满意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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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山东临沂市郯城县马头镇宋庄村 67 岁的老

木匠宋玉云在雕刻作品。

宋玉云 13 岁就学习木雕手艺，19 岁参加了村里的

民兵连，萌生了雕刻“红色木雕”作品的念头。1984

年，一场车祸让宋玉云的左腿受伤，造成终生残疾。躺

在床上的他重新燃起创作“红色木雕”作品的热情。如

今，宋玉云已创作雕刻《沂蒙红嫂》《支前模范》《飞夺泸

定桥》等作品 40 余件，并将这些作品送到学校、乡村展

览。宋玉云说他有两个梦想，一是举办“红色木雕作品

展”，让更多人通过他的木雕作品了解历史；二是希望

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能够得到传承和发扬。

房德华摄

老木匠的“红色木雕”

▲ 李保国（右）向果农传授富

岗苹果的摘果技术。 （资料图片）

◀ 李保国在日本学习现代化

果树管理技术。 （资料图片）

▲ 李保国（中）在岗底村

为果农传授苹果套袋技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