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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维节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名礼——

让智慧灌溉“丰家国仓廪”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剑箫

段玉平：高原上倔强的扶贫践行者
本报记者 黄 鑫 实习生 陈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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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跨年夜，天降大雪。华维
节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吕
名礼完成了与东安县政府关于华维新
产业园洽谈，坐上了一辆绿皮火车，从
家乡湖南永州返沪。

25年前，也是这样一辆相似的绿
皮火车，吕名礼第一次离开家乡，历经
27 个小时行程，来到首都北京。他
说，那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远
行。那年，他成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前身）大一新生，专
业是农田水利工程。

25 年前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车
窗外，南方的雪斑斓一地。看到手机
里有条新闻标题《拿命在拼的人，都欠
自己一句抱歉》，他被猛地触动了一
下，许多感慨涌上心头。

生于家乡的情怀

18岁离家北上。至今，吕名礼还
带有永州乡音。

华维人说，吕名礼创办的华维，是
中国灌溉界的“华为”。华维创办 18
年，诸多成绩加身，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上
海市科技小巨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中国灌排行业工业成就奖”“2018 最
具投资价值新三板公司”；连续多次参
与国家重点课题或重大研发计划；业
务在非洲的坦桑尼亚、贝宁、埃及、南
非、加纳等国不断扎根、开花。

华维的成长，正展现出致力于提
供世界领先的智慧灌溉和智慧种植业
解决方案的雄心。当与吕名礼面对
面，能感受到影响这个民营企业成长
的，还有隐藏在他背后的“三农”情怀。

“初填大学志愿时，并不懂这个专
业具体是做什么的。”吕名礼说。但他
看中了“灌溉”。小时候，湖南家乡出
现季节性大旱，有时洪水滔天，有时又
连续几个月不下雨，庄稼地里缺水，

“裂开的缝能伸进去一个拳头”。村里
家家户户“守排水”，极有限的一线山
泉水。为了能轮到给自家稻田浇上宝
贵的半小时水，吕名礼常跟大人一起
守到半夜。

吕名礼记得，本科刚入学，就在课
堂上感受到了强烈“冲击”。课上介绍
以色列，一个极度缺水的沙漠化小国，
在恶劣的困境中，创造出一个“沙漠奇
迹”。“他们也曾被认为是没有希望的
土地，却能在农业上‘富甲天下’。”至
今，吕名礼还是乐于在许多场合中提
及以色列。作为“华维”奋斗的参照
系，那里的高科技农业与高效节水灌
溉技术发展图景，像一颗种子悄悄在
他心中生根发芽。他想，也许有一天
他的家乡会变成另外一个模样。

与吕名礼交谈，能从他流畅的表
达中，看到一个曾经“文学青年”的影
子。如果不出意外，作为中国农大的
文学社社长，1998年他大学毕业会留
京，成为公务员系统里的“笔杆子”。
可他偏是少数。先是到台资企业做了
一名“灌溉工程师”，但时间不长，企业

倒闭了。后来，因为文学功底，他进入
媒体，位至总编辑。但总有许多不甘，
他还是决定辞职创业，回归“灌溉”。

“华地上万物、维至善初心，汇天下甘
泉、丰家国仓廪”，2001 年，吕名礼创
办华维，他这样定义企业。

小滴头有大世界

吕名礼说，冥冥中他还是选择了
农业。是偶然，也是必然。

创业过程中，吕名礼也遇到过几
次选择期，特别是几次面对利润获取
与研发探索的权衡，他都很快选择了
后者。华维一路成长，不断填补国内
与行业空白，直到成为世界领先，从一
家专注于高效节水灌溉（智慧水肥一
体化）技术的科创型企业，到致力于打
造集成智慧灌溉和智慧种植业多学科
应用的平台。作为国内少有的 18 年
根植灌溉科创一域的民营企业，只有
他自己明白，面对权衡时，要守的是什
么，面对未来，要做的是什么。

多学科集成的智慧灌溉，汇聚在
一个小小的滴头上，究竟有多大门
道？吕名礼解释，采用精准滴灌技术
的西红柿，每亩地最高产量可达十几
万斤。像给农作物“输液”一般，基于
对作物特性的分析，通过精准施配方
肥，把作物潜能发挥出来，让蔬果的产
量和效益，在标准化种植中翻倍增长；
通过“营养抗病”代替“农药治病”，解
决食品安全问题；通过糖酸比调控，达
到更好的口感。

其中，一款叫作“1828 压力补偿
滴头”的高端核心产品，经部级鉴定
为世界先进，打破国外品牌的垄断，
填补了国内空白，受到业界广泛赞
誉。这款产品可消解由于自然高差
形成的压力差，通过华维的“农抬头”
智能控制系统，实行均匀、精准灌溉
施肥，实现省肥、省工、省水，又增产

优产、减排环保等多重效益，特别适
用于高端设施农业和我国广大丘陵
地带的果园等。

滴头背后的华维智慧灌溉系统，
之所以说是多学科集成，在于汇集了
流体力学、材料学、加工制造、机械工
业、作物学、植物营养学以及互联网等
多学科技术，最终为种植业提供系统
性的智慧解决方案。华维的独创性之
一，在于通过反复模拟、试验和修正，
可实现滴头的流道设计、模具研发、材
料改性和工艺优化等。“目前，国内可
做到这一点的，可以说凤毛麟角。比
如，滴头里的小小膜片，蕴含了极复杂
的科技含量，华维国产化之后，价格仅
为进口产品的一半，广大农民可以真
正用得好，也用得起了。”

“灌溉施肥方式不当，会导致水体
污染，土壤污染、板结，重金属含量超
标；传统粗放的大水漫灌和施肥方式，
还会导致铵离子在空气中挥发，造成
雾霾。”用科技方式解决“海、陆、空”污
染问题，是精准灌溉的隐形功用，吕名
礼介绍，华维独创的针对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滴灌技术，能让有机肥精准
还田，变废为宝，实现资源化有效利
用。

“小小滴头”折射出的，是高端装
备农业的系统性建设。对标华维一直
以来的“参照系”——以色列巨头企
业，吕名礼显现出他的自信，已准备好
在未来赶超它们。“目前，最大的差异
还是国人对品牌的认知度，很多人还
是习惯性地认为，进口的一定比国产
的好。实际在很多产品上，两者已经
基本没有差距。”

农业智能化可期

吕名礼常说一句“绕口令”：“水是
肥的腿，根是苗的嘴，华维智慧灌溉，
就是让肥长上腿，找到苗的嘴。”朗朗

上口，外行人听后，会很快理解。“水肥
一体化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是要将习
惯千年的‘浇地’转变为‘浇作物’。”一
组新的数据显示：华维滴灌每年可让
约 120 万亩农田受益，为种植者节本
增效约 12 亿元，节省约 1500 万公斤
化肥，约 3.24 亿立方米水，间接节省
约4140千瓦时电，减少约40872吨二
氧化碳排放。

搭准了脉搏，华维正乘着乡村振
兴战略之力，一路高歌。

业界赞誉华维，这样的企业是上
海“装备农业”的开创者，装备农业被
视作与品牌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
并驾前行的“四驾马车”。作为农业农
村部同上海市金山区“走出去”战略合
作的重要实施主体，华维为上海农业
科创发展和推动金山区打造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先行区添加了全新的一
笔。2017年，华维成功中标彼时世界
最大单体智慧温室灌溉项目，开创了
中国智慧灌溉装备走向“一带一路”的
先河，也成了为世界设施农业提供中
国方案的先行者。

未来，是对农业智能化的布局。
“作物不会说话，但它们的需求是

多样化的。比如，水文、气象、土壤条
件，以及作物生长习性，等等。”吕名礼
说，未来人工智能在农业中的应用，可
以通过智慧技术的导入，将这些不会
用语言表达的植物需求条件综合起
来，“翻译”成决策模型，从而实现系统
可分析、可思考、可决策。

“未来，我们将把老种植户和专家
经验数字化，形成某种作物生长要素
调控的知识库，作为专家型种植的决
策模型，为 80 后、90 后，甚至 00 后的
新型职业农民保驾护航。”近两年，华
维还首创了“中国灌溉创客孵化中心”
模式，计划通过培训，让更多志同道合
者加入到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智慧水
肥一体化）中来。

这是藏北高原上贫困又贫瘠的一
块 土 地 。 从 拉 萨 驾 车 向 西 北 行 驶
1100多公里，才可到达这个平均海拔
超过4700米的小县城。过了9月份，
小县城就迈入了长达 8 个月的冬季。
这里每年超过 200 天 7 级以上大风，
年平均气温在-0.2摄氏度。

在过去3年里，397人次的贫困学
生得到了来自内地9个省市爱心人士
的帮扶，从无到有的蔬菜大棚在这块贫
瘠土地上生出了绿叶蔬菜，上百个贫困
户有了生计；过百万元的旅游盈利流入
当地，默默无闻的手工制品有了自有品
牌。这一切改变都源于一位倔强的中
国移动援藏扶贫干部——段玉平，他获
得了2019年“最美支边人物”称号。

2016 年，援藏干部选派通知下
发，时任中国移动江苏公司连云港分
公司副总经理的段玉平第一时间报了
名。尽管赴藏之前已经有了一定准
备，但高原反应还是成了支边的第一
道难关，头痛、睡眠差让段玉平走路不
稳，说话快了接不上气。

然而，这并没有动摇段玉平想干
出一番实事的决心。待身体稍稍适应
后，他就开始下乡进村，入户调研。交
谈观察中，段玉平注意到当地居民舍

不得吃青菜，因为蔬菜供应皆由拉萨
转运，一旦大雪封山往往半个月都没
有新鲜蔬菜进来。在改则县旅发委主
任张亮看来，在高原改则恶劣的自然
条件下种菜完全不可能。

段玉平的倔劲上来了，他组建项
目团队开始搭建蔬菜大棚，反复几次
失败后，一棵棵芹菜和西葫芦幼苗钻
破土壤，并最终端上了居民的餐桌。
在段玉平的推动下，目前改则县已建

成 9个蔬菜大棚，还有 37个蔬菜大棚
即将于今年10月份完工，改则县的平
均菜价因此下降20%。

援藏 3 年来，段玉平先后完成了
蔬菜大棚、糌粑加工厂、安居工程、冬
季牧草购置等14个项目，让数百名贫
困户搬进“圆梦新居”，上千名牧民住
进了“康乐新居”。

居民们吃上了菜、住上了房，可经济
持续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段玉平将目

光又投向当地自然资源丰富但开发不足
的旅游业。2017年，段玉平带头捐资，趁
着回家休假间隙，他在江苏连云港市慈
善总会成立了“连云港市慈善总会中国
移动援藏慈善基金”，共募集到19.37万
元。用这笔资金，他在改则建起了“特色
产品商店”，藏民们制作的藏香、围巾、羊
毛衫等有了自己的品牌，摆上了官方旅
游周边店的橱窗。截至2018年底，改则
旅游产业盈利超过100多万元。

倔强的段玉平，也有不少柔软瞬
间。在 3 年项目期即将结束时，段玉
平带着蔬菜、烧饼来到其美卓玛家告
别。长期受到段玉平资助的其美卓玛
听到“段爸爸”即将离开后，痛哭起来。

其美卓玛是段玉平帮助的数百位
贫困学生之一。援藏 3 年，段玉平协
调 157 名爱心人士帮扶贫困学生 397
人次，捐款超过48万元。为了给孩子
们筹集资金，段玉平通过朋友圈征集
好心人一对一帮扶，通过连云港当地
媒体呼吁为孩子们捐冬衣。每次有捐
赠，段玉平都亲自送到孩子家中，和孩
子家长谈“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

这是段玉平援藏的初心，因为他
在求学的贫寒阶段曾接受过身边人的
帮助，他想把这份感恩回报给社会。
即使在高原工作中留下了病痛，段玉
平还是觉得这份经历很有意义。“援藏
扶贫工作只要一任接一任地干下去，
西藏一定会成为人间奇迹！”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与人民
群众血肉相连、鱼水深情，我要牢记人民
军队的光荣使命。”90后的孙杨活出了精
彩人生。

从小就向往军旅生活的孙杨，2007
年终于圆了参军入伍梦。2017 年退伍
后，他被安置在山东枣庄市薛城区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邹坞食药所，从事食品药品
安全监管工作。群众来办食品经营许可
证，他总是笑脸相迎，耐心解答，高效率
为群众提供周到服务；外出开展食品药品
监督检查，在严格管理、铁面无私的同
时，他也能和周围群众相处融洽。

“着火了！”2018 年 2 月 11 日 12 时
许，正在岗位上工作的孙杨听到了声嘶力
竭的呼救声，他迅速跑出院子，看到单位
南面大约 200 米远的一处商铺浓烟滚滚。
说时迟那时快，火借风势迅速蔓延，沿街
三家店铺开始窜出火苗。有着军旅生涯的
孙杨锻造了临危不惧的钢铁意志，他果敢
冷静，一面拨打火警电话，一面大声呼喊
疏散群众，并迅速跑到对面的农业银行找
来两个灭火器紧急灭火。然而，火势太
大，两个灭火器杯水车薪。孙杨又快速找
来七八个灭火器，和其他人一起对着火点
同时扑救。

就在火势逐渐得到控制时，人群中
突然有人大声喊道：“着火的屋里还有老
人和孩子！”孙杨不假思索，穿上用水泼
湿后的军大衣，用工作服遮住口鼻，一
头冲向火海。此时，房间内浓烟滚滚，
强大的热气流“呼”地将他“推”出
来。他深吸一口气，又一次跌跌撞撞地
扎进火场。寻找中，孙杨终于发现了在
墙角被困的危在旦夕的老人和孩子，他迅速搀起老人抱起孩子从后
门逃生。救出老人和孩子后，孙杨一刻没有停留，又匆匆投入救火
中。消防人员赶来后，孙杨向其说明火势情况后，又和现场群众一
起配合消防员把大火扑灭。

其实，这不是孙杨第一次参与救火和救人。2010年初，一家超
市后院仓库着火，正在家中休息的孙杨，看到火情后立刻赶到现场并
组织扑救，当火势得到控制后，孙杨默默地离开了现场。

“当兵一阵子，使命一辈子。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脱下军
装，服务地方，我要永远做一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子弟兵。”孙
杨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今年 72 岁的江西新余市渝水区下村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吴仁勤，
10多年前因一次事故，不幸失去了右腿。从此，他只能靠拄拐杖走
路。吴仁勤老伴患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加上养女已经出嫁，家
里的重担都落在了他的肩上。

从 2018年起，吴仁勤开始四处收集樟木木料，纯手工打制樟木
椅子出售。为了帮助吴仁勤尽早脱贫，村党支部给吴仁勤提供了一个
废弃厂房当工作室，结对帮扶干部为他吆喝销售。吴仁勤说，制作一
把木椅需要裁料、刨料、锯角、打孔、安装、抛光等程序，虽然程序
并不复杂，但由于要就着樟木的纹理，加上纯手工打制，一天最多做
一把椅子。尽管如此，吴仁勤老人却从不偷减工艺。一年下来，吴仁
勤制作出的100多把椅子全部卖掉，可赚得几千元钱。“自己能赚一
分是一分，不能全靠政府来接济，镇、村干部都很关心我，我更不能
辜负他们对我的关心帮助。”吴仁勤开心地说。

看到自己制作的椅子通过帮扶干部在朋友圈帮他吆喝卖了，吴仁

勤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新余市渝水区下村镇贫困户吴仁勤在制作桌椅板凳。吴仁勤工

作室的墙上挂满了锯子、锉刀等工具。吴仁勤说：“木头有节，刨平整

来，坐着才舒服；角度咬合严密紧实，才不容易散架。”吴仁勤制作的桌

椅板凳结实耐用，备受顾客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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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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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照
片
）

在高原上建大棚试种蔬菜的过程并不顺利，前后用了7个月时间，终于

守到第一批蔬菜出棚。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