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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敢于““吃螃蟹吃螃蟹””

承天村雨水充足、土地肥沃、温差湿度好，自古以来
就是优良的茶叶生产基地。但是，村民收入长期单纯
依靠卖茶青，因为茶叶品种落后导致茶青价格日益下
跌，茶农生活困难。2007 年，承天村的茶青价格更是跌
至每斤 1 元左右，茶园改种更适合市场的茶叶成了当务
之急。

可是，什么品种的茶树适合承天村种植？改种后收
益如何？虽然寿宁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当地茶农改
种，但村民们心里都没有底。就在这时候，范学强站出来
率先“吃螃蟹”。他将家里 10多亩收益低的茶园改种金观
音、金牡丹等高优乌龙茶品种，首年收益就达到 8 万元。
尝到茶改的甜头后，他继续扩大新品种茶叶种植面积。
目前，他种植的金观音、金牡丹已达 20多亩，平均每年茶
青收入近 15万元。

在范学强的示范带动下，承天村村民掀起改良茶树
品种的热潮。截至目前，全村累计改造新品种茶园 900
多亩，其中金观音等乌龙茶 600 多亩。据估算，仅种植金
牡丹茶叶一项，承天村脱贫户户均增收 6000 多元，茶叶
收入全村户均 2 万元以上。2021 年，承天村就春茶收入
比往年增加 200万元，茶叶在承天村变成一片“黄金”叶。

敢于敢于““闯新路闯新路””

在茶园换种新茶苗时，范学强发现村民种植的茶苗多
为外地引进，成本较高，便想着能否自己培育茶苗出售。为
此，他专门到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学习茶叶培育
技术，并于2008年起踏上培育新品种茶苗之路。

凭借 20多年育种经验，范学强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
叶研究所等多个科研单位合作，培育的茶苗不仅品种多，而
且质量好，四川、贵州、湖南、浙江等外地茶农都来预订茶
苗，成为宁德市的茶叶育苗大户，仅销售茶苗一项每年意向
收入就能达到 20万元。这也让承天村的茶农意识到，茶产
业不只有卖茶青、制茶一条路，还能通过培育新品茶苗致
富。目前，全村每年育出新茶苗 200万株以上，承天村成为
远近闻名的茶苗新品种培育基地。

敢于敢于““担责任担责任””

承天村的独特气候，不仅育得出“好茶”，还能长得出“好果
子”。但是，受限于交通不便，承天村楼坑山自然村的优质茶果
经过山路颠簸就成了普通农产品，在市场上毫无竞争优势。

“要想富先修路”，可是仅靠村民自筹难以解决修路资
金问题。一次村民大会上，有村民代表说了句“承天强不
强，关键看学强”，让村民们有了方向。

2015年，带着群众的期望，范学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
记。上任后，他四处奔波，想方设法筹集建设资金，抓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经过 3年努力，承天村硬化了 7.1公里的机
耕路。同时，他还趁热打铁，牵头成立承润农民专业合作
社，带领村民尤其是贫困户在楼坑路片区开辟1000亩荒山，
种植柑橘、茶叶、水稻、甘薯等。他聘请武曲镇农技站干部
当技术指导员，引进种植柑橘“红美人”，配套果园灌溉、步
道、杀虫灯等，打造“红美人”百亩大棚示范园。如今，承天
村成了闽东“红美人”柑橘主要种植基地之一。

从普通农民到茶叶种植能手，再到村党支部书记、村民
委员会主任“一肩挑”，范学强在不断尝试中实现“自己富”，
也示范带动承天村民改变生产方式，实现“一起富”。如今，
承天村这个历史贫困村蜕变成“脱贫名村”，范学强也获评
福建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他说，下一步将继续做大做强
茶树、果树这“两棵树”，努力拓宽销售渠道，带领村民走好
产业振兴道路。 （来源：中国福建三农网 作者：程文）

“生命是至高无上的”

时光回到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
来势汹汹。当时，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是
全市确诊和高度疑似患者的唯一定点医
疗救治单位，林群英临危受命，担任全市
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组首席专家。自2020
年1月下旬接诊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起，
林群英团队全力以赴，奋战在医疗救治
一线。那时正是疫情初期，大家对新冠
病毒知之甚少，十分恐慌，但林群英没有
退缩。经历过 2003 年 SARS 以及甲流、
禽流感等多次重大“战役”的她，一直活
跃在呼吸与危重病症防治一线。她像一
名身经百战的战士，不仅负责病人的救
治工作，还领导整个团队做好院感防
控。“诊断方案一直在更新，我们一边做
一边摸索，一边治疗，从来没有想过退
缩。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两件薄薄的手术衣、一件厚厚的防
护服、一副护目镜、一个口罩、一双医用
手套，这是林群英当时的日常穿搭。林
群英说，脱掉防护服时，医护人员衣裤被
汗水浸湿，脸上布满勒痕。白班 7个小
时，夜班 12个小时，这样的工作节奏下，
没有一人叫苦喊累，大家上下一条心，分
秒必争全力救治。

一早查房、中午不休、晚上10点多下
班、半夜微信会诊……查房后，林群英每
天都要和团队讨论病例，她们不放过任
何一个细节，一讨论就是半天时间，口干
舌燥也无暇顾及。为了会诊更多的患
者，吃饭时间常常是匆忙扒几口，很快又
投入到新一轮的会诊中。

在林群英团队的救治下，全省首例
确诊患者成功治愈出院。历经整整43天
奋战，至 2020年 3月 7日，全市 56例新冠
肺炎患者全部治愈，实现清零，所有医务
人员零感染。

“生命只有一次，对于生命来说，它
是至高无上的。”在林群英看来，生命都
有同等权利，不能打任何的折扣，不能有
任何的怠慢，必须要全力以赴。

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
段，林群英不仅要处理原有的病情，还担
负新冠肺炎的救治工作，工作量和工作
压力变得更大了。从 2020年至今，疫情
不断卷土重来，莆田市又连续发生了两
波疫情。林群英和她的同事们仍然坚守
在抗疫一线，病毒还在不断变异，但是林
群英和团队的初心和努力始终如一。

“一名合格的医生，要在病人的床边成长”

林群英当医生的梦想，源于父亲的
影响。她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常以“不
为良相，则为良医”教导她，并叮嘱她多
做好事多帮人。

1981年，林群英考入福建医科大学，
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她投身临床
一线，并于 2002年成为莆田学院附属医
院呼吸内科的“带头人”。2018年 10月，
科室更名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这意味
着科室向专科化发展。后来莆田市肺科
医院建成，以更高水准服务百姓健康。

林群英常说，“一名合格的医生，要
在病人的床边成长。”十几年来，林群英
用行动践行着这句话，也带动同事们多
动脑，多去临床一线。

2006年，林群英在全市率先提出建

立呼吸亚专业学组，通过引导科室医生
分组，使诊疗更专业更精准。她根据每
位医生的特长，引导医生按专业优势分
成哮喘、肺部肿瘤等 6个亚专业组，每个
亚专业组团结有序、士气满满。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科室开展的超声气管镜
检查、气管镜下介入治疗、气管镜下气管
支架置入术等技术，很多达到省一级水
平，在全市处于领先地位，负责的“经皮
肺穿刺”例数全省领先。

作为莆田市政协委员，林群英积极履
职，从专业的角度用心提案，推动呼吸道慢
病和职业病管理，建议建设分级诊疗，为区
域卫生院开展培训。林群英提议利用远程
医疗进行分级诊疗，并成立莆田市首家远
程医疗会诊中心，对仙游、湄洲岛及一些偏
远地区的呼吸病患者进行远程指导。2018
年11月，林群英倡导成立“护理志愿服务
队”，200多名护理人员分批次深入基层，在
全市范围内送医送药，精准扶贫。

“我们有责任去救治，要用心、尽最大的努力去拼”

“做得还不够，还要再提高，我们永
远在路上。”林群英提到最多的就是“责
任”二字。在她心里，当医生不仅要技术
过硬，行医更要行善。

林群英对病人的这份深情，促使她
竭诚努力。2016年 11月，她牵头在医院
成立“应急病房”，并精心培训了专业队
伍应对公共医疗事件。

她全力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救治，对
每位患者负责到底。“我的理念就是，每
个病人到我这，可能我没办法全部帮你
解决，但至少我会帮你搞清楚，把你介绍
给能解决你问题的人。”

林群英一直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对
自己严格要求，时刻保持学习态度，追求医
术精进。作为硕士生导师，她坚持在繁忙
的工作中带8名研究生。她在专业上对学
生要求严格，教导学生要能吃苦。她通过
言传身教，培养学生研究学问的精神，以高
要求和实践历练让学生迅速成长。

“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倾听病人的心声”

林群英行医 30多年，慕名而来的患
者不计其数，她的门诊患者络绎不绝，经
常一放号就满。为了让患者及时得到诊
治，林群英中午下班也不停诊，经常饿着
肚子看诊到下午1点多，几乎每次都要拖
班。尽管这样，她仍无怨无悔，对待患者
细致关怀，她的患者常说，门诊、病房、重
症监护室，在医院这几处准能找到她。

林群英不仅关心患者的身体健康，
还给予人文关怀，鼓励他们保持身心愉
悦，用免疫力战胜病魔。有一位患者因
感染新冠病毒被网暴，情绪低落，病情一
直不好转。林群英知道后，果断让他换
掉手机卡，帮他屏蔽外界干扰，安心治
疗，患者对此十分感激。

一项项荣誉，承载着林群英对从医初
心的坚守。她常说，虽然行医辛苦，但如
果再选一次，她还是会毫不犹豫选择这份
职业，因为这是一份责任，要非常认真和
执着地做，要抱有科学严谨的态度，用生
命守护生命，这是当医生的真切体会。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林群英始终践
行着“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承诺，践行
着从医初心和医者使命，为守卫人民健
康贡献医者力量。 （特约记者 袁沁茹）

今年春节刚过，昌都藏猪产业基地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忙
活起来。这其中，就有福建省农科院援藏干部、昌都市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施少华的身影。

工作20多年来，施少华一直从事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工
作，成绩斐然：获福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三等奖3项，国家
发明专利4项（第一发明人），主持颁布实施福建省地方标准1
项。但在服务“三农”的职业生涯中，最让他牵挂、付出最多精
力的，却是与福建相隔3000公里的西藏昌都藏猪产业。

弃美深造赴昌都，为藏猪产业把脉定向

2019年7月，施少华放弃赴美国深造的机会，前往“藏东
明珠”西藏昌都开展援藏工作。他没想到，这一去，竟与昌
都藏猪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到昌都，他就和福建同去的其他3位农技专家跑遍了
昌都市下辖的卡若、边坝、洛隆、八宿、左贡、江达等十县一
区。调研中，他见到藏猪养殖的场景——简陋的猪圈、满地
泥泞、猪到处乱拱。

正是这次对昌都农业情况的调研，让施少华更加坚定
地认为放弃赴美深造的机会来援藏是对的，也让他明确了
要把发展藏猪产业作为农业帮扶的一个重要抓手。

藏猪是雪域高原的特有品种，是昌都优质农特产品。
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昌都纯种藏猪种质资源流失
严重，饲料利用率低，藏猪生长缓慢。

在调研的基础上，施少华与福建援藏的农技专家们很
快为昌都藏猪产业发展的痛点难点“把脉开方”：一方面，种
质资源亟须保护和创新利用；另一方面，要解决长期存在的
品牌弱、销售难，群众散养成本高、利润低等难题。

饲养管理、屠宰加工、冷链运输……他围绕藏猪产业发
展，进行全产业链设计。通过参加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西藏昌都·福建省国有企业招商引资推介会（福州），邀
请福建省供销社及下属企业洽谈投资，不遗余力推介“昌都
藏猪”特色品牌。

他多方联系屠宰、冷链运输、动物检疫等事宜，为昌都
藏猪从雪域高原顺利“走出去”打通最后一公里。2020年 1
月3日，首批50头原生态昌都藏猪白条肉，经过45个小时冰
鲜冷链运输，跨越 6省区 3000公里，运抵厦门，实现藏猪批
量入闽零的突破。

在施少华的积极协调、推动下，福建省农科院与西藏昌

都市签订《农业科技对口帮扶框架协议书》，借鉴“闽宁模
式”，进行异地对口帮扶。

与此同时，身为昌都藏猪产业小组团负责人的施少华
牵头开展援藏课题“昌都藏猪种质资源创新利用”研究，通
过测定昌都藏猪全基因组、分子标记辅助保种，挖掘优势基
因，为后期产业化打下基础。目前，昌都藏猪全基因组重测
序已完成，初步完成全基因组的拼接，正在进行藏猪性染色
体的组装和SNP相关序列的大数据分析。

坚守初心再援藏，“云上”养猪成现实

2020年底，首次援藏工作结束，他有些恋恋不舍。“昌都
藏猪产业刚刚起步，开展的课题也正在进行，我不想半途而
废。”施少华坚信，昌都藏猪产业还能发展得更好。

2021 年 3 月，他选择二次援藏。这一次，他不仅带着
未了的心愿，还带去一把助力产业发展的“金钥匙”——
数据云。

他着力利用福建在数字经济的优势和有益成果，推动
昌都藏猪产业数字化。2021年8月，昌都藏猪产业数据中心
建成并投入使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把昌都全市藏猪扩
繁养殖、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环节的图像数据汇聚到云平
台，完善全程可追溯体系，实现产业数据化，打造智慧农业
样板。

“现在我们不仅利用数字技术‘云上’养猪，还能‘云上’
卖猪呢！”施少华带领团队坚持多渠道开发销售市场，在深
入调研的基础上构建市场营销体系，目前已初步形成昌都
藏猪销售“4+5”（即立足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四省，面向北
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五市）的市场营销格局，昌都藏猪
这一特色品牌正在全国逐步打响。

目前，昌都藏猪产业以八宿县作为昌都藏猪产业发展
示范县，探索出以昌都藏猪的保种、扩繁、屠宰、加工、销售
为重点，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物流+市场”的发展模式，
初步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闭环。

望着宽阔整洁的场舍、现代化的养猪设施，施少华回想
起初入藏时见到的养猪场景，不由感慨万千。“从‘泥里’到

‘云上’，昌都的藏猪养殖进入了智慧时代。”此时的他，依旧
奋战在昌都，学藏语、唱藏歌、跳锅庄，下基层、答咨询、解难
题，让科技之花绽放在雪域高原。

（来源：福建科协）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记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林群英

林群英（左）是全国知名肺科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福建省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莆田市肺科医院院长、莆田市疫情防控医疗救

治组首席专家。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林群英荣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现场接受表彰。“我只是做了平凡的工

作，能得到国家这么高的荣誉，深感荣幸。”林群英说，习近平总书记在表彰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很暖心，又振奋人心。这是对医务人员职业的肯定，鞭策她今后更加努力。

二次援藏的“养猪”博士
——记福建省农科院援藏干部施少华

敢为人先的“领头雁”
——记寿宁县武曲镇承天村党支部书记范学强

范学强，现任宁德市寿宁县武曲镇承天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寿宁县
承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先后获得福建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2021年度福建
省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寿宁县优秀共产党员、福建省五四青年奖章、宁德市青年创业
奖等荣誉和称号。

“承天强不强，关键看学强”，这是宁德市寿宁县武曲镇承天村村民的一句顺口溜，
其中的“学强”指的是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范学强。为什么他被村民认为是
村里的发展关键？他究竟做了哪些事？

范学强在收获柑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