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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一个村庄 两个专家 三个转变
本报记者 汤艳娟 实习生 吴志杰

9 月 16 日中
午，在海拔1200米
的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涂市乡大林
村300余亩辣椒基
地里，两位汗湿衣
背的蔬菜专家正与
十多个头顶草帽的
村民一道，有说有
笑地忙着采摘“二
荆条”辣椒。

“这筷子长的
大辣椒，是啷个种
出来的？每棵树上
结了这么多，怕是
有上百个吧？”从钟
岭村赶来务工的陈
桂香对这里的辣椒
长势羡慕不已：“你
们这些蔬菜专家，
真能干！”

一旁的村民李
腊香则自豪地说
道：“多亏了专家用
专业技术说服了我
们，彻底改变了山
里人不种蔬菜的习
惯，还让大家靠种
植蔬菜实现脱贫致
富。”

令村民们佩服
不已的两位专家，
分别是重庆市农业
科学院蔬菜花卉研
究所的研究员罗云
米和陈磊。自从他
俩 2016 年与大林
村结缘后，就让这
里历来不愿种植蔬
菜的村民在“三个
转变”中爱上了蔬
菜种植。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连日来，市农科院派出蔬
菜、茶叶、果树等领域专家赴酉阳县浪
坪乡，为广大产业农民开展专业培训与
现场指导。像这样，在深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中，市农科院协同区县共建研发
机构、精准实施“六个一”措施等，用科
技服务力量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近年来，市农科院针对重庆不同
区域优势，结合脱贫攻坚和特色效益
农业发展的需求，先后与潼南、石柱、
武隆等区县合作，共建了渝西蔬菜研
究中心、石柱辣椒研究中心、武隆高山
蔬菜研究所等区域性研发机构。期

间，该院全面整合科技资源，从

产业发展规划、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展
示、新品种新技术保障等方面，全方位
多维度助推区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其中，2008年，市农科院与武隆县
合作，成立了武隆高山蔬菜研究所。
近年来，该院先后为武隆引进蔬菜新
品种200余个、新技术12项，筛选出适
宜武隆高山蔬菜基地栽培的35个优良
品种、5项新技术。此外，还协同武隆
建立起了完善的高山蔬菜产业生产、加
工和经营流通体系，形成了以保障重庆

主城区供应的“武隆高山蔬菜”生产带、
支撑本地供应的中低山时令蔬菜生产
带、以榨菜和辣椒为主的加工蔬菜生
产带、特色蔬菜生产带为主的“四大蔬
菜生产带”高山蔬菜产业。

截止目前，武隆重点蔬菜基地的
推广面积达15万亩，蔬菜种植面积达
38.80万亩，产量58.95万吨，总产值
11.5亿元；从事蔬菜生产、加工、销售
的企业达到36家，发展蔬菜专业合作
社150个、种植大户300余户，蔬菜基

地公司和专业合作社的农户覆盖带动
率达95%以上。如今，武隆高山蔬菜
走上了“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农旅
融合发展之路。

“这仅仅只是我们助力产业振兴
的一个缩影。”市农科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协同区县共建研发机构辐射区
域发展的基础上，该院还开展了产业
技术集成示范，以精准实施“六个一”
措施助力贫困地区产业振兴。

2017年起，该院选择巫溪县塘坊

镇双柏村、武隆区鸭江镇双河园村、酉
阳县涂市乡大林村等贫困村开展农业
产业技术的集成与示范，因地制宜实
施了“制定一个产业规划、拟定一套技
术规程、推荐一批种子种苗、培养一批
新型农民、培育一批经营主体、培植一
条产业链条”等“六个一”措施。

除此之外，市农科院还结合18个
深度贫困县和重点乡镇村产业发展情
况和产业发展需求，成立了30个乡村
振兴科技服务团队。该团队以“良种、
良法、良制”配套技术集成示范推广为
核心，带成果、带信息、带智慧下乡，为
广大贫困地区建示范基地、培育特色
产业、创新发展机制，并提供涉及产
前、产中、产后各关键环节的科技支撑
服务。

市农科院用科技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与区县共建研发机构 精准实施“六个一”

转变——从无到有

大林村要发展高山错季蔬菜

大林村村民为何不愿种蔬菜？
“自古以来，我们这里就没有种菜的

习惯。大部分家庭吃菜基本上都是赶场
天去买。”酉阳县农广校校长、大林村驻
村第一书记田海龙坦言，大林村是一个
贫困村。地处大山深处的高海拔地区，
人们普遍认为大山里种不出蔬菜，只种
植苞谷、红苕、洋芋等传统“三大坨”。后
来，有小部分农户尝试过蔬菜种植，但又
以产量过低、效益不高而失败。因此，村
民渐渐放弃了蔬菜种植。

也因此，蔬菜一度成为当地人礼尚往
来的“最佳礼品”。田海龙向重庆日报记
者举了个例子：“几年前，城里亲戚来到村
里做客，都会背着一背篓蔬菜。一旦看到
这样的礼品，主人家都欢喜得很！”

那么，对于村民“高寒大山不出菜”
的执念，两名蔬菜专家究竟是如何去改
变的呢？

2016年，重庆市农科院决定在全市
实施“脱贫农业产业集成与示范”项目，选
取城口县岚天乡三河村、石柱县沙子镇龙
源村、酉阳县涂市乡大林村、巫溪县胜利
乡果园村、彭水县岩东乡河坝村、武隆县
鸭江镇双河源村等6个深度贫困村开展
脱贫农业产业技术集成与示范。其中，蔬
菜花卉研究所罗云米被选派到大林村开
展“高山蔬菜扶贫开发示范”，试图让蔬菜
产业在这个高寒地区实现“从无到有”。

“其实，只要过了技术这道关，高海
拔地区的立体气候、无污染的土壤、空气
和水等自然资源条件，非常适合种植错
季高山生态蔬菜。”罗云米说，其实，导致
大林村以往发展蔬菜产业失败的原因，
归根结底还在于品种选用不当、田间管
理粗放、种植规模偏小、病虫防治不到位
等问题，“但是，要改变村民根深蒂固‘以
粮为本’的传统观念和粗放管理的种植
习惯，太难了！”

刚开始，罗云米和陈磊深入村中发
动群众种蔬菜，并表示免费提供种子、农

资和技术支持，可并没有人愿意跟着他
们一起干。不过，他们并没有轻易放弃，
而是和村干部一道深入调研，结合当地
的海拔、地形、土壤以及光温水等资源状
况和产业发展现状，为全村制定了一个
详细的农业产业扶贫发展规划。

传统的高山蔬菜，大多以大白菜、莲
花白和白萝卜等“三白”为主。而罗云米
制定的蔬菜种植规划，则重点发展加鲜
兼用辣椒、薄皮菜椒、60白菜、超脆甘蓝、
燕白黄瓜、蜜本南瓜、紫色菜豆等高产高
效蔬菜品种。

这个时候，当地政府也为罗云米带
来了好消息：主城退伍军人赵迎春愿意
来村里投资，将流转300亩土地发展蔬
菜产业。赵迎春表示，只要专家们愿意
提供技术支持，他愿意免费拿出10亩土
地让专家们开展蔬菜品种适应性和栽培
比较试验。

于是，在村民们的观望中，2017年
夏，300亩荒地被开垦出来，变成了辣椒
种植基地。赵迎春聘请了当地三十多名
村民，长期在基地务工。在罗云米的试
验田里，严格采用规范化的种植技术与
管理模式。而其它的辣椒地，则采用传
统的管理方式进行种植。这两种不同的
种植方式，究竟能产生怎么的效果，村民
们拭目以待。

转变——从有到优

专家调优了高山蔬菜种植结构

“说得再好，不如干出实效。”罗云米
说，大林村的蔬菜产业不仅有了“从无到
有”的突破，还要实现“从有到优”的转变。

村民杨秀仟受聘专门负责试验田管
理工作，每一个种植环节都必须按照专
家们的要求去执行。他对重庆日报记者
说：“专家们的种地技术好麻烦，我们太
不习惯了！你看，要测土配方施肥、覆盖
地膜、不准打农药、不准施用除草剂等，
完全颠覆了我们传统的种植方式。”

如栽培环节，传统的方法是直接在
地面上满土栽培，而试验田要求深沟高
厢、地膜覆盖，不仅要保水保肥，也要沥

水排水；施肥环节，传统的方法就是播种
或栽植前集中一次把蔬菜想要的肥料一
次性下完，试验田则要求测土配方、分次
施肥，以防治苗子徒长、植株早衰、延长
采收期；田间管理环节，传统方法为任其
随意长枝，而试验田则要求适当整枝把
门椒以下的侧枝和叶子全部抹掉，减少
养分消耗、提高座果率、增加产量。

罗云米的种植技术令村民们大不习
惯，不过正是这样的不习惯令村民眼界
大开。

农闲时，罗云米与陈磊也不闲着，趁
机召集村民轮番开展现场讲座，反复向
大家灌输科学的蔬菜种植技术和管理方
法。其中，像辣椒漂浮育苗、轮作换茬、
膜下滴管等前所未知的技术，让听课的
村民们学得津津有味。

当年秋天，大林村的辣椒基地喜迎
丰收，一组测产数据令村民大吃一惊：传
统的辣椒田亩产量为2500斤，每斤卖价
1.2元。而试验田的辣椒亩产达4000多
斤，由于条直果大，深受消费者欢迎，每
斤售价高达2.0元，亩产值突破8000元。

“谁说‘高海拔山地不出蔬菜’，原来
只是我们不会种菜而已。”村民们奔走相
告。村民佘荣祥等4兄弟还主动向罗云
米拜师，想要成立公司发展短平快产业，
种植200亩60白菜。

罗云米爽快地收下了徒弟，并指导4
人在村里干了件破天荒的大事——花50
万元建起了两个联栋大棚用于60白菜
的漂浮育苗，该方法不仅秧苗生育期短、
秧苗质量好，还能有效防止根腐、茎基腐
等土传性病害，特别适合缺水的山区推
广应用。

不久，专家们打造的高效示范样
板，也令周春强、冉彪、冉春等村民按捺
不住了，纷纷流转土地种起了高山蔬
菜。到2018年，大林村的蔬菜面积达
到了1200亩。

转变——从低到高

蔬菜产业让大林村收入大增

随着罗云米与陈磊带的徒弟越来越

多，大林村村民渐渐爱上了种植高山蔬
菜，也纷纷依靠这项产业鼓起了自家的
钱包。

“我们的辣椒可从7月一直采到10
月，目前进入了最佳采收期，平均每天可
卖出10000多斤。粗略估计，今年我的
300亩辣椒能卖150万元。”赵迎春高兴
地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最近，我每天请
了二三十人摘辣椒，每个月仅发摘辣椒
的工钱就要花五六万元。”

村民王华仙在赵迎春的基地采了一
个多月辣椒了，领到了3000多元工资。
她决定来年向专家们学习辣椒种植技
术：“以往我们种的辣椒，只有这里的一
半长，产量也低得多。明年，我也种两三
亩试一试，收入估计不比孩子们在外打
工差。”

去年，因学致贫的周春强开垦了50
亩撂荒地，全部按专家教授的技术种上

“60白菜”。期间，一旦遇到技术难题，他
就直接给罗云米打电话、发微信，及时得
到专家给出的解决办法。年底，周春强
一算账， 50亩“60白菜”卖了40多万
元，其中纯收入就有十多万元。

“罗专家，幸好您及时微信指导，帮
我解决了软腐病和褐斑病，让这季‘60白
菜’保住了。我今年的20亩‘60白菜’，
光这一茬纯收入就有3万多元。”在大林
村罗家寨的“60白菜”采收现场，村民余
荣发见罗云米来了，赶紧向罗云米汇报
今年的丰收情况。

“60白菜”在大林村形成规模了，经
纪人李和也直接到地头来收菜了。“县里
的人特别喜欢吃高山白菜，超市价格涨
到了2.5元一斤。”李和说，最近一段时
间，他每天要来大林村一趟，把2000多
斤高山白菜拉进城。

如今，大林村的高山蔬菜产业发展
起来了，“公司+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
机制建立起来了，山区群众的经济收入
也实现了“从低到高”的转变。

“去年，大林村高山蔬菜年产值达
360余万元，30多名贫困户在蔬菜基地
务工赚了40余万元。”对此，罗云米颇为
自豪地对重庆日报记者说道。

酉阳县涂市乡
大林村发展高山错
季蔬菜从无到有，从
默默无闻到远近闻
名，在规模化、现代
化的农业产业带动
下，越来越多的贫困
户意识到技术对于
摆脱贫困的重要性，
也逐渐开始从一般
打工者向懂技术、懂
管理、能致富的“职
业农民”转型。

2017 年夏，这里
的300亩荒地被开垦
出来，变成了辣椒种
植基地，聘请了当地
三十多名村民，长期
在基地务工。在试
验田里，严格采用规
范化的种植技术与
管理模式。而其它
的辣椒地，则采用传
统的管理方式进行
种植。

2017 年起，市农
科院在酉阳县涂市乡
大林开展农业产业技
术的集成与示范，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

这样的转变，发
生在新农村建设的
方方面面。如今，农
民各个方面的需求
开始朝着多样性和
复杂性的方向发展，
其中，文化素质、社
会环境以及市场因
素等各个方面对于
农民行为的影响也
越来越大。不过，农
业生产技术要得到创
新，农民的产业技能
要得到提高，都离不
开科研工作者的不懈
助力。

科技促使农民
改变种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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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市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们在酉阳县涂市
乡大林村60白菜基地指导育苗。

▲图为市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罗云米（左）指导
酉阳县涂市乡大林村60白菜的种植者，如何科学防治病虫害。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汤艳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