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洒边关写忠诚
——追记新时代卫国戍边壮烈牺牲的屏南籍英雄战士陈祥榕

科技特派员风采

深冬时节，果树大多处于休眠期，而在福安市
甘棠镇过洋村葡萄园产业基地里，小部分葡萄在
促早栽培实验下，已处于幼果期。“我们对葡萄园
施用有机肥，并对施肥技术多次进行现场指导。”
站在葡萄架下，钟勇法指着刚结果的葡萄说。

钟勇法是福安市农田建设与土壤肥料技
术站站长，也是宁德市派驻福安市甘棠镇科技
特派员。自担任科技特派员以来，钟勇法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深入一线开展政策宣传、科技
服务，为地方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农业高质
量发展、农民增收等做出积极贡献。

作为党的“三农”政策的宣传队、农业科技
的传播者、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乡村脱贫
致富的带头人，新时代赋予了科技特派员新使
命，也提出了新要求。

如何有效服务“三农”，推动乡村振兴？这
一年多来，钟勇法积极在拓宽服务领域、建立
信息化管理上下足功夫，用心用情服务农民群
众，扎实推进“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3323工程”
和“化肥使用量零增长减量化专项行动”等方
面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

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要求，钟勇法制定
工作计划，及时成立宁德市科技特派员甘棠工
作站，通过工作职责、工作目标、年度计划等制
度上墙，及时公开个人信息，主动接受监督。
与此同时，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因地制宜帮助
甘棠镇制定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方案和产业薄
弱村发展规划。

与土地打了20多年交道，钟勇法深知土壤

健康是农业绿色发展
的基石。长期以来，他
致力于农田建设、耕地
保护、地力监测，土壤
肥料测试、试验、示范
与推广工作。根据甘
棠镇发展实际，钟勇法
推广良种良法，深入推
广测土配方施肥、葡萄
有机肥替代化肥、葡萄
园机械深耕施肥、水肥一体化、土壤酸化治理、
秸秆还田、紫云英绿肥高产栽培、茶叶有机化
栽培、中药材高产高效种植等新技术，2020年，
累计推广面积达2万多亩。

立足产业优势，积极培育典型示范，以标
准化生产促品质提升。在甘棠镇观里村建立
现代标准化茶苗繁育示范基地 200亩，在吴洋
村建立优势特色红美人柑橘示范基地 200亩，
同时，向宁德市科技局申请闽吴生态农业名优
柑橘品种示范基地项目，争取上级资金支持。
在赛岐、溪柄、松罗、晓阳、下白石、甘棠等乡镇
建立葡萄有机肥替代化肥核心示范基地10个，
面积1600亩；建立紫云英绿肥高产栽培示范片
5个，面积 500亩。通过示范引领，集成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
模式，着力打造一批葡萄绿色产品基地、特色
新产品基地和知名品牌基地。

在带领农民走特色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
展过程中，钟勇法充分发挥福安辖区内“科特

派”团队优势，在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
积极开展合作，为服务地引进资金 50多万元，
帮助服务对象增收1000多万元。

钟勇法注重抓好科技培训和服务，积极开
展“春耕生产农技人员下乡”和“放心农资科技
下乡”等大型科技下乡活动。及时组织技术人
员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形式多样的
科普宣传和实用技术培训，前后共举办培训班
7期，帮助农民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更新生产经
营观念，培养造就一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
的新型职业农民。

“作为一名农业工作者，我有责任把科学
技术传播到千家万户；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
要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农业生产力转化，惠及
更多农民。”钟勇法表示，下一步，他将不断提
升基层科技服务能力，促进政策、资金、项目、
成果有效融合，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推动现代
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助力福安市农业高质量发
展。 （文/通讯员 郭晓红 图/刘铃方）

把科技种子播撒在田间地头
——记宁德市派驻福安市甘棠镇科技特派员钟勇法

坚守仰恩

“政府执行力强，防疫工作给力”，翁景德
说，在泉州很安全，学校疫情防控很到位，一般
不让外来人进入，每名教师入校要做核酸检
测，教职工进出要有出入证、测体温和出示八
闽健康码。

疫情期间，普通教师不用来学校上班，可在
家开展在线教学。作为仰恩大学管理学院院
长，翁景德有许多事务需要到校处理。2020年
5月1日，他不顾家人和朋友劝阻，毅然从台湾
来到泉州，先是在厦门集中医学隔离 14天，再
回学校居家隔离7天。2020年8月他爱人也来
到学校，寒假夫妻俩继续留在仰恩大学工作。

翁景德，1960 年出生台湾嘉义义竹乡，
2006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博士，先后
担任台湾上市公司润泰纺织厂长、育达教育事
业集团总经理、小丑鱼渡假村总经理等职务，
也曾任教于台湾大叶大学、闽南师范大学、福
州外语外贸学院。

2013年，他到仰恩大学管理学院任专职教
师，后担任副院长，2014年晋升为院长。他说，
他是学校第一个引进的台湾教师，后来学校陆
续引进 10多名台湾教师。由于学校位于泉州
市洛江区马甲镇，离泉州市中心有 30多公里，
较为偏远，其他台湾教师只待两三年就离开或
转其他学校任教，只有他一个人坚守下来。

融入泉州

仰恩大学工作生活 7年多来，翁景德早已
把泉州看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几乎成了一个
地道的泉州人。在仰恩大学，翁景德每天要负
责科研、教学、行政等方方面面的事情，忙而充
实。他说，台湾人的祖先大多来自福建泉州，
这边的语言、饮食、生活习惯、祭祀礼仪等，都
跟台湾极为相似，来到泉州就好像在台湾一
样。尤其泉州引进“小黄人”自行车后，每逢假
日他就骑着“小黄人”，穿梭在泉州的大街小
巷，跟着排队吃小吃，体验和感受泉州生活。
他特别喜欢仰恩大学周边的骑行路线，车辆

少、空气好、环境清幽，可尽情享受与自然融合
愉快的自行车之旅。

7年多来，中央、福建省和泉州市相继出台
惠台措施，翁景德见证了“同等待遇”落实带来的
一系列显著变化。“有了居住证后，台胞坐动车就
可以与大陆同胞一样刷卡进站，在机场可以自助
值机，大大提高了出行效率。”翁景德高兴地说，
以前在大陆只能使用“台胞证”，特别是2018年
申领台湾居民居住证后，也可以参加社会保险，
出行、办卡、购物、生活等等都更便利了。

践行理念

“可能在别人看来，在企业做得风生水起时，
突然退出，有点不可思议。其实对我来说，回归

校园只是追随自己内心的声音。”翁景德说，他的
理想是把他在企业近30年的企业管理经验以及
教书育人的理念，分享并贡献给学校和学生。

担任院长后，他积极向校领导建议，借鉴台
湾三创教育经验设立闽台校企合作共建“三创
（创新、创优、创业）精英班”（后更名为三创教育
实验班），培养学生竞争力。“三创教育实验班”
采取跨闽台、跨专业、跨校校合作模式，从管理
学院所属五个系的大二同学中自愿报名挑选30
名学生组成，通过开设三创课程、引进台湾高校
名师及企业高管来校为学生授课、安排大三学
生到台湾远东科大学修三创课程、举办竞赛、讲
座、研讨会、专利培育等方式，培养三创学生。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翁景德取得国家
授权专利40件，另有5件发明专利实审中，主编
创新创业教材2部；先后获仰恩大学2015年“仰
恩年度人物”、2016年最美教师、2017年林惠奖
教金；2017年美国匹兹堡国际发明奖金牌奖；
2019年再获“仰恩年度人物”，并被评为泉州市
高层次人才，被选为2020年省级科技特派员。

谈起未来规划，翁景德希望能终身奉献教
育。他说，每个大学生都有自己的梦，从进校
园的第一天起，他们就为自己播下梦的种子。
他的理想就是通过教师这个平凡的岗位，帮助
学子们圆梦，感谢泉州仰恩大学给他这个平
台，让他在这实现理想，今后他会继续坚守在
仰恩。 （通讯员 陈沙军）

台青风采台青风采

追随自己内心的声音
——记台湾教师翁景德

2013 年，台湾嘉义的翁景德博士

来到仰恩大学任教。7 年多来，他扎

根泉州，用自己的热忱和信念，专注

培养创新、创优、创业人才。

范乐春（1903年—1941年5月），福建省永定县
金砂乡古木督村人。林伯渠的夫人，中央苏区著名
的妇女领袖。1927年参加农民运动，1928年6月参
加永定暴动，192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溪南区
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主席。1930年3月任闽西苏
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妇女部部长，同时当选中共闽西
特委委员。1931年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1月
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首届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唯一的女性中央执行委员。

剪掉髻子当红军

参加家乡的政权建设和分田斗争
1903年，范乐春在福建省永定县一个叫古木督

村的地方出生，从小家境贫寒。为了不被饿死，范乐
春带着弟弟去地主家当婢女，每天当牛做马，做的是
最脏最累的活。

1927年，24岁的范乐春在平民夜校里学习到了
先进的革命思想，看到了光明的前途，暗暗下定决
心，一定要为了这样的光明前途而奋斗。

1928年 6月 30日，永定县委发动和领导了震撼
闽西大地的永定暴动，金砂数千农民，手持原始武
器，浩浩荡荡向县城进发，攻打永定城。在暴动攻城
期间，她发动本村妇女给暴动队员送茶、送水、送
饭。暴动后，溪南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
命。她第一个剪掉髻子，参加本村的政权建设和分
田斗争。

1929年 5月，红四军入闽解放永定，在溪南区苏
维埃政府重建时，她当选区妇女联合会主席，同时加
入中国共产党。范乐春担任区妇女会主席后，发动
和领导金砂妇女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加入党
团、农会组织。当时溪南区妇女党团员是全县最多
的。

同年冬，她担任溪南区赤卫大队党代表。1930
年1月，她率领区赤卫大队配合红十二军参加收复永
定城战斗，锻炼了指挥战斗能力。2月，她当选永定
县第二届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分管青年团和妇女
工作。

扭转局面稳人心

临危受命
1931年1月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闽

西贯彻执行，闽西各县执行错误的肃反政策，当时范
乐春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看到这种情况，
心里十分焦虑。加上这一时期，金丰、坎市、湖雷又
被敌人占领，县苏机关已撤到合溪，斗争环境异常恶
劣。在这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她毅然地接任了第七
任县苏维埃主席职务。

1931年 9月初，为稳定肃反下岌岌可危的民心，
在征得闽西苏维埃政府的同意后，她巧妙地布置逮捕了在永定大
搞肃反扩大化的县肃反委员会主席郑醒亚，并解往上杭白砂枪决，
从而稳定了人心。

发动群众帮助红军游击队

1932年，范乐春与从莫斯科学成归国后出任苏维埃政府经济
部长的林伯渠相识，并结为夫妻。红军长征前十几天，范乐春生下
一个男孩。显然，一个“月婆子”是不宜随军征战的。

主力红军长征后，范乐春回到永定，出席了闽西南地区党政军
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妇女部长，此后
参与领导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她出任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委
员、妇女部长，兼新四军二支队永定留守处负责人。

1935年9月，闽西军政委员会转移到永定金砂的古木督山区，
这里是范乐春的老家。在3年多闽西游击战争的岁月中，为了使队
伍得到保存和发展，范乐春发挥地熟人熟的特殊作用，发动群众千
方百计地帮助红军对付敌人。据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年
红军支队司令黄火星回忆，“在闽西的3年游击战争中，只要遇到困
难，找范乐春都能想办法解决。她不仅是善于发动群众的妇女部
长，还是红军游击队的供给部长”。

1938年 3月，闽西的红军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开赴抗
日前线后，范乐春继续留在闽西担任中共南潮梅特委妇女部长。

1941年5月初，范乐春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她带着已十分沙哑
的声音告诉护理人员：“永别了，你们要坚持战斗，要相信我们会胜
利。”不日，她病逝在西溪白叶凹山头上，年仅39岁。建国后，范乐
春被评为烈士。 （闽姐姐微信公众号）

因在边境冲突中誓死捍卫国土，中央
军委日前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机步营战
士陈祥榕追记一等功。

2 月 19 日，解放军报刊发的长篇通
讯《英雄屹立喀喇昆仑》，首次披露对峙
事件详细过程。

陈祥榕的老家位于宁德市屏南县甘
棠乡下山口村。一提起弟弟陈祥榕，烈士
陈祥榕的姐姐陈巧钗就泪流满面。“穿上
军装的那一刻，他就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
的公民，身上肩负的是军人的天职，所以
我也很为他感到骄傲。”她哽咽着说。

比起同龄人，他更懂事更坚强

姐弟俩相差6岁，在陈巧钗看来，2001
年12月出生的陈祥榕从小就很独立、有主
见。“虽然一笑就会露出两颗小虎牙，但很
多时候更像是哥哥，照顾着一家老小。”

早年，陈祥榕的父母都远在海南种植
芒果，姐弟二人待在老家屏南由奶奶照
料。不幸的是，在陈祥榕 13岁时，爸爸被
查出患有淋巴癌。当时正值芒果收获季，
妈妈要照料果园，换取救治金，没法回老
家。照顾爸爸的重担便落到了姐弟俩身
上。

“十三四岁的孩子都爱玩，但弟弟一
直守在病房，经常凌晨三四点还在为爸爸
按摩腿部。”陈巧钗说，爸爸所患的淋巴癌
经常引发右腿疼痛，因此，无论多晚，留在
医院陪夜的陈祥榕都会爬起来替爸爸按
摩，缓解疼痛。

爸爸重病，也让陈祥榕变得比同龄人
更懂事、更坚强。陈祥榕就读的初中离家
较远，需骑车上下学。有一回，他骑车不小
心摔断了手臂，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回到
家。第二天，妈妈不经意间发现他的手臂

肿得很高，赶紧带他上医院打石膏。
“他就是不想给家里添负担，不希望

妈妈分精力照顾他。”陈巧钗说。
“我们俩自幼跟着奶奶长大。弟弟很

孝顺，到部队后，逢年过节都会给奶奶寄
钱。”陈巧钗说，弟弟牺牲的消息，家人至
今还不敢告诉奶奶，“奶奶已84岁高龄，害
怕她受不了这种打击”。

最近，老人经常问起孙子的消息，家
人只敢对奶奶说，祥榕在前线为国家效
力，不但立了功，还送他去读书，以后不能
常回家了。

到前线去，要去就去最艰苦的地方

陈祥榕从小就想去当兵。读初中时，
他就曾问过当时的班主任陈臻苏，参军需
要什么条件。当得知既要身体好，又要政
审过，他觉得离梦想更近了一步，在心中

默默种下一颗种子。
2019 年，陈祥榕高中毕业后报名参

军。“要去就去最艰苦的地方，到前线去。”
他把自己的想法坚定地告诉小叔陈臻宝。

打听到新疆的部队能够上前线，陈祥
榕便动了去新疆的心思。从福建到新疆，
山高路远，家人都舍不得他去。

“苦怕什么，去部队不吃苦还要享
福？”陈祥榕好几次私下跟小叔这样说。

参军前有为期一周的集训，当时部队
领导发话，看陈祥榕集训情况，如能过关，
就定兵到新疆去！为此，他每天 5点便起
床，绕县环城路跑一圈，回到家中吃过早
饭，再去集训场地参加训练，不敢有丝毫
懈怠。

“那些天和弟弟说话，感觉他眼里都有
亮闪闪的光。”陈巧钗感慨地说，弟弟当时
觉得自己的梦想即将实现，充满了朝气。

一周集训下来，陈祥榕表现亮眼，在
众多新兵中脱颖而出。他到新疆入伍的
事情就这样敲定了。当年 9月，他被派往
离家数千公里的新疆，成为连队一名新
兵。

2020年 4月以来，有关外军严重违反
两国协定协议，蓄意挑起事端。

在日记本上，陈祥榕对一次战斗这样记
录：“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
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将
他们赶了出去。”

2020年 6月，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
成的共识，非法越线、率先挑衅、暴力攻击
中方前出交涉人员，蓄意制造了加勒万河
谷冲突。

宁洒热血，不失寸土！在忍无可忍
的情况下，边防官兵对暴力行径予以坚
决回击，陈祥榕作为盾牌手战斗在最前
面，毫不畏惧、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
牲。牺牲时，他还不满19周岁。

雪山回荡英雄气，风雪边关写忠诚！
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人们发现一名战士
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
势。这名战士，正是陈祥榕。他的生命永
远定格在群山耸立的加勒万河谷。
（转自《福建日报》作者：朱子微 单志强 甘叶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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