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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
把蔬菜基地办得红红火火
通讯员

走进长寿区葛兰镇冯庄村 7 组的张义蔬菜种植
家庭农场，放眼望去，河岸 80 个蔬菜大棚有序排列，
大棚里 20 余名村民忙着采摘藤藤菜，一幅农家收获
图映入眼帘。
这家蔬菜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名叫张义，她在
老家大力发展蔬菜种植，已有 5 年时间了，成为当地
蔬菜产业发展的“领头羊”，不仅带动了 30 多名村民
就近就业，还为他们增加了收入。

回乡创办蔬菜基地
张义今年 40 岁，曾在重庆主城一家商场销售手
机，每月收入 3000 多元。2008 年，随着网购的兴起，
她所在的商场手机销售量不断下滑，收入也直线下
降。面对此情，她觉得想要致富，
还得自己创业。
既然是创业，那总要找到创业的商机。张义在寻
找创业方向时，想到了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到城市工作
了，农村剩下的都是些老人孩子，劳动力严重缺乏，原
本的庄稼地也都逐渐荒芜了。
深思熟虑后，张义毅然决定回到老家葛兰镇金山
村，把自己和丈夫所有的积蓄用来养猪和种菜。张义
流转了土地 80 余亩，种植茄子、豇豆、海椒、苞谷等 20
余种蔬菜，蔬菜种植基地初步建成。
基地建成后，张义一心扑到蔬菜种植上，在农
村长大的她自认为可以把蔬菜种植做得很出色，
信心满满的她希望可以早日获得自己辛勤劳动带
来 的 回 报 ，可 是 蔬 菜 种 植 起 来 并 没 有 她 想 象 中 的

隆辉燕

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那么顺利。

在挫折中勇于学习创新
“一开始由于经验不足，
种出的菜品质不好，
销售也没
打开，
三分之一的菜烂在地里，
第一年赔了20多万元，
还欠
10多万元的外债。
”
张义说。但他并没气馁，
而是认真分析，
总结经验，
记录种植过程以及管理上的难点。同时，
还买
来资料认真钻研，
向蔬菜种植专家请教，
邀请农技专家进
行现场指导，
并多次去外地考察学习蔬菜种植技术。
在掌握了一定的蔬菜种植技术和物资准备后，张
义立即着手对基地进行整改，通过改良土地，实施精
细化管理，第二年就扭亏为盈，还了 5 万元欠债。初
尝甜头的张义认为种地还是有前景的。在家人的鼓
励下，她将蔬菜基地搬到葛兰镇冯庄村 7 组，逐步扩
大规模到 90 亩、100 亩，最终达到 120 余亩，共 80 余个
蔬菜大棚，
让曾经的荒地披上绿装。
2014 年，张义成立了张义蔬菜种植家庭农场。从
最初回到家乡创业以来，她流过汗也流过泪，如今蔬
菜基地发展得越来越顺利，靠的是不服输的勇气，遇
到挫折不退缩和刻苦学习的精神。
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张义掌握了蔬菜育苗、种植、
管理等各项技能。而今，张义的蔬菜基地地势平坦开
阔、面积大、水源好，道路也扩宽，运输难的问题也得
到了解决。从 2015 年起她的蔬菜种植家庭农场步入
正轨，
年均纯收入 30 余万元。
张义感叹：
“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

“目前行情不断好转，批发量在慢慢恢复，上半年
有接近 30 万元的收入。”说到这里，正在摘菜的张义
脸上露出了质朴的笑容。
张义致富了，但她认为自己富起来并不算什么，
能够带动村民一起致富，才是自己回乡创业的真正意
义所在，这也成了她的新目标。她的基地除了长年为
30 余名村民提供就业外，还利用自己的卖菜渠道，为
邻近的村民代销辣椒、丝瓜、豇豆等蔬菜，帮助 10 多户
村民每户每年增收 10000 余元。
张义还会在自己的农场举办蔬菜种植技能培训，
为周边的种植户以及农场员工讲授科学种植蔬菜的
方法，把她所学到的技术经验传授给大家。她还不定
期地邀请农技专家来现场授课，通过科学种植、有效
管理来保障蔬菜的品质。
张义做到了不仅仅自己要致富，还要带动周边
村民一起奔向致富路。自她的家庭农场成立以来，
解决了附近一些有就业需求的村民，特别是一些需
要照顾老人孩子的村民来基地务工的同时还照顾
了家人。
“我来基地上班快 5 年了，每个月收入有 2700 多
元，离家近又能顾家庭和孙女读书。”在基地务工的村
民廖传芳说。
“磨刀不误砍柴工，只有懂技术，科学种菜，提高
菜的品质和销量，才能有高的经济效益，带领更多村
民一起增收致富。
”谈起今后的打算，
张义信心满满。

科技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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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世界顶尖科
学家协会主
席 、诺 贝 尔
化学奖得主
罗 杰·科 恩
伯格在第三
届世界顶尖
科学家论坛
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唐梅：用科技创新改进行医方式
通讯员

唐梅是江北区大石坝街道科协副主席，毕业于第三
军医大学（现陆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30 多年来，她
不断刻苦钻研医术，
身体力行带领骑士医院疑难病研治
院不断创新拼搏，研发数十种科研制剂和 20 余种特色
治疗方法。
“这么远来看病，人家不容易呀。”唐梅常说。哪怕
病人深夜找来，她也会下楼接诊。很多患者从贵州、云
南远道而来，当天还要做火车回去，为了让病人赶上最
后一班火车，即使到了吃饭时间，她也坚持把病看完后
才离开诊室。
骑士医院创建 32 年来，经历 5 次更名、3 次搬迁。
医院从最早的青木关搬迁到现在的大石坝，许多老病人
依然愿意从青木关一直跟随医院到大石坝找唐梅看病，
自愿成为骑士医院口碑的传播者。
在看好病的同时，唐梅还要花大量的精力从事研发
工作，这是保持医院持续发展和提高自己医术水平的重
要使命。她每天只睡 5 个小时左右，带领骑士医院科研

冯梦涛

团队顽强拼搏，获得了一
个又一个奖项。
作为一名医务人
员，唐梅还积极参加社
会 公 益 活 动 ，带 领 医 院
志愿者先后在区县、社区
开展慢病宣教讲座上千
次，开展义诊数百次，开展
院内健康宣教数千次，发放
唐梅在介绍中医知识。
唐梅在介绍中医知识
。
健康科普宣教资料数十万
份，
为慢性病预防做出了贡献。
30 多年来，唐梅不忘初心，始终把解决看病难、看
病贵、看得好病作为自己的己任，尽力减轻患者负担。
唐梅表示，
今后，
将在医学道路上继续前行，
传递医者仁
心，传递健康理念，围绕《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五位
一体的大健康发展战略，
与医院同仁一道努力为群众健
康服务。

如果科学教育不能上升为升学考试
核心课程，
是不会引起学校管理的重视，
如果设为应试学科，对学生的科学好奇
心又是一种磨砺。科学教育必须超越常
规的学科教育方式，但又不能不考虑到
当前教育体制的约束。
——刘兵
（刘兵，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建设数字中国，需要形成数字化时
代的安全共识，
把安全作为前提和基础，
构建数字化时代的安全能力体系。政
府、
企业和每个人都要充分认识到，
推进
数字化转型，
安全不再是附庸，
而是数字
化的基座。
——周鸿祎
（周鸿祎，
360 集团董事长兼 CEO）
“新基建”空间布局一定要效率优
先，应该在具有生产效率优势的地区优
先布局、
提前布局，
然后将收益进行更加
科学合理地分配。
——樊杰
（樊杰，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副院长）
过去我们有一个误区，总认为新材
料是以前没有的创新材料，
比如石墨烯、
纳米管，
其实只要材料性能得到提升、
工
艺实现改进的都是新材料。 ——刘庆
（刘庆，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
教授）
科技型中小企业都具有研发投入
高、
周期长、
对外部创新资源依赖性高的
特点。因此，为企业精准配置所需资源
与服务的创新券对他们尤为重要。
——赵燕
（赵燕，
上海市公共服务研发平台副
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