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浦城县管厝乡溪南村的芋
仔地里格外热闹。村民在这里采摘、
分拣芋仔，周文波则在细心检查、称
重，确保芋仔能以高品质向外销售。

周文波是位退役军人，2003年
退伍之后在广东经营超市。怀着对
家乡的热爱，2008年，他毅然回到管
厝乡溪南村创业。

“对于当地村民，田地是他们
的生存之本。于是，我和农业结
缘，不断寻找适合本地种养的产
业，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农民增收
致富。”周文波介绍，近年来，他通
过摸索实践得出经验，以种植业
带领全村村民共同致富。

“我今年共种植200亩左右的本
地品种芋仔，这种芋仔口感偏糯，主
要销往浙江和江西等地。”周文波说，
今年芋仔产量、行情都不错，芋仔总
产量约30万千克，产值达200万元。

在探索致富路上，周文波养过
泥鳅、黄鳝。由于缺少养殖技术，泥
鳅、黄鳝不易成活，导致入不敷出。
这些挫折没有打倒周文波，反而激
发了他军人越挫越勇的斗志。2014
年，周文波开始尝试种植芋仔和玉米，通过不断摸索、
总结经验，他摸索出“芋仔+玉米”的轮种模式，进一步
提高种植产量和质量。

随着芋仔的成功种植，周文波不忘带民增收的初
心，以雇工劳作的形式，让溪南村贫困户在家门口就可
以解决就业问题，增加收入，拉动家乡经济发展。村民
罗大哥开心地说：“在这里干活工资待遇不错，不仅能
增加收入，还离家近，能照顾到家庭，如果是平时没有
其它什么事情，我都会来这里干活。”

未来，周文波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和种类，带动全
村农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发展，走好乡村振兴路。

（来源：浦城新闻 作者：黄娜、叶彦曦、马啟燕）

抓准特色 凋敝乡村得“芋”洋洋

刘才春是土生土长的大田乡金坑村村民。他
所在的金坑村是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域，这里森
林资源丰富，交通非常便利。然而这样得天独厚的
资源条件却没有让金坑村的村民富起来，越来越多
的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经商。看着日渐“抛荒”的
农田和人烟稀疏的村落，刘才春暗暗下定决心，要
带领村民共同致富，让家乡发展起来。

2015年，刘才春被村民推选为金坑村村委会
主任，新的身份让他的责任意识更加强烈。结合多
年务农经验，通过参会、学习、交流及研究“三农”政
策，他敏锐地发现绿色农业市场前景广阔，于是在
2016年创办了泰宁县读书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因地制宜带动村民种植有机洋芋（芭蕉芋）、黑
糯米等生态农产品，并创办洋芋粉丝加工基地。

俗语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田乡独特的气
候、地质条件非常适合洋芋种植，刘才春第一年在
金坑村种植的 80余亩洋芋不仅产量高，淀粉的含
量也高，而且经过手工制作生产的洋芋粉条销量也
很好，这让刘才春的信心倍增。

为了批量生产，增加收益，刘才春开始改良传

统制粉工艺、购进机器尝试机械化制粉。在白白损
失上百斤洋芋粉，结果却还是不理想的情况下，他
没有放弃，上网查资料、到江西南城红薯粉丝厂观
摩学习、继续调整机器设备及改进制作工艺……经
过不懈努力，终于生产出质地细腻，口感爽滑，久煮
不糊的洋芋粉丝，对比传统制作工艺，机械生产粉
丝的效率提高了近五倍。

在刘才春的带动下，大田乡洋芋粉丝年产量约
为 10万千克，主要销往福州、厦门等地，成为炙手
可热的旅游伴手礼，深受村民及游客喜爱。

龙头带动 周边乡亲“芋”起发展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刘才春在自己致富的同
时，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工作。2018年，他为贫困户
提供种苗并签订合同承诺保价回收，带动金坑村9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洋芋13.5亩，并雇用贫困户
务工，实现户均增收 3000余元。刘才春和公司技
术人员还免费为种植户提供技术培训，在播种、施
肥、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时节，走进田间地头、组建洋
芋种植技术交流群，随时随地解决村民种养过程中
的难题。

2019年，读书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加大
力度，采取“公司+订单+农户”的保姆式服务模式，
带动全乡 33户贫困户种植洋芋 86.5亩，生产洋芋
170余吨，产值 24万元，带动贫困户户均增收 4000
余元。同年，洋芋种植与深加工项目被列入泰宁县
十大特色农产品，并作为大田乡“一乡一品”项目得
到上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2020年，公司带动
全乡42户贫困户种植洋芋116.5亩，贫困户户均增
收 5000余元。同时，公司每年提供务工 3000个工
时，有效地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和创收。

作为一名党员，刘才春在经营企业稳步发展的
同时，也让众多的村民参与产业发展中，在家门口

致富奔小康。刘才春先后被授予2019年第四届泰
宁县“道德模范”、2019年三明市年度社会扶贫先
进个人、2021年度福建省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等
荣誉称号。

农旅结合 致富道路“芋”走愈宽

如今，以读书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龙头
的洋芋粉丝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在未来的五年、十
年，乃至更久光阴里，我们读书山生态食品依然会
秉持初心，一路向前，带领更多父老乡亲走上致富
路。”谈起未来发展，刘才春信心满满。

近年来，刘才春探索打造金坑村“党建+乡村
旅游”模式的东风，将大田乡的特色旅游、传统文
化、民俗风情等元素融入到洋芋粉丝伴手礼的创建
中，注册了“美人蕉芋粉条”品牌，并将洋芋粉丝的
传统制作工艺申报泰宁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
顾客买走的不仅是一件商品，更多的是一种“寻找
泰味”的情怀，以提升产品价值。同时，不断建设、
开发、提升公司产品的原材料生产基地，为游客提
供集体验、观光、写生等项目为一体的服务，拓宽公
司产业链，创造“公司+农户”双赢局面。

截至目前，泰宁县读书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洋芋种植基地 600多亩，年产鲜芋 1500至 1800
吨，可生产洋芋淀粉270至360吨，洋芋粉条240至
320吨，预计直接经济效益可达 1500余万元；黄金
百香果种植示范基地 30.8亩，年产高品质百香果
30余吨，产值逾90余万元。

下一步，刘才春打算把洋芋和黄金百香果种
植、洋芋粉条生产作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方向，打造
更加优质、更有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将特色农业和
旅游产业融合，带动乡村旅游、农业产业振兴，增加
农民和村财收入，让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来源：中国福建三农网 作者：何菁锦）

闯出致富新“丝”路
——记泰宁县大田乡金坑村委会主任刘才春

蒸煮、晾晒、切丝……在泰宁县读书山

生态食品有限公司洋芋粉丝生产基地，工人

们正忙碌地制作洋芋粉丝。作为三明市泰

宁县大田乡“一乡一品”产业及泰宁县十大

特色农产品之一，洋芋粉丝产业的发展，让

周边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和创收，成了村

民口中实实在在的致富“金丝”，而这些要归

功于刘才春的“闯”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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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忍不拔 破解难题

作为一名女性，从事农业科技工作更加不容易。
农业科技工作者需要下到田间地头、走村入户，风吹
日晒、蚊叮虫咬是常事。出于对科研事业的热爱，一
切都可以战胜。她说：“我是一名女性，但工作中，我首
先是一名科技工作者。”

2013年，华树妹在永安得知“安砂大叶薯”多
年种植后种性退化，加工后氧化变黄，产业面临倒
闭的紧急情况。她将此作为新的研究课题，常年
奔波跟进，带领团队在全省多地设立试验点，引进
20多份全国各地同类资源，根据不同生长区、不同
温度区的情况，对适应性、产量指标、氧化性等进
行逐一实验。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华树妹团队筛
选育成的绿色无公害的健康山药新品种“阳明山
山药”终于在2016年顺利通过福建省认定。

此后，她又带领团队运用组培复壮技术，解决
了“安砂小叶薯”的种性退化问题，培育出的“安砂
小叶薯”复壮种苗，比原来种薯增产20%，且商品性
大大提高，受益农户超过 300户，每亩增收 2150元
以上，重新让这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焕发生机。

山药是缠绕藤蔓植物，种植要搭架子。华树妹
又开始琢磨起山药架子的设计。对山药架容易倒
伏关键技术难题，她不辞辛苦，经过数十次实验，

“山药爬藤网抗倒伏搭架技术”获得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有效解决传统山药种植易倒伏、成本高、费时
费力等问题，在漳州、泉州、三明、南平等地示范推

广，累计示范推广2万亩，受益1000户以上，亩节约
成本1100元。

她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农
业绿色生态防控新实践，开设《绿色生态防控》和
《农作物绿色生态防控实例分享》培训班7期，培训
基层农技术人员和新型职业农民600余人，传播生
态防控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建立“以虫治虫”

“以菌治虫”“以菌治菌”“以草治草”绿色生态防控
示范基地5个，推广绿色生态防控技术6项，应用面
积达700多亩。

扎根基层 科技助农

近年来，华树妹深入永安、沙县等地农业生产
一线，开展科技志愿服务工作。

2016年，华树妹团队育成的“阳明山山药”顺
利通过福建省认定，这一绿色无公害的健康山药
新品种在诸多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此后，她带
着“阳明山山药”深入田间地头推广。面对新品种
植，传统农户疑虑重重，卖给谁？包收购吗？损失
了谁来赔？各种质疑声不断。面对现实和理想的
巨大落差，华树妹并没有气馁。在不增加种植户
麻烦、不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她把“阳明山山药”
种送到田间地头让种植户试种，不仅定期实地察
看种植情况，还经常通过电话、微信联络指导农
户。就这样，她逐渐与种植户建立起感情，农户对
新品种的信任度也逐渐提高，种植新品种的农户
也在不断增加。等到了深秋的丰收时节，参与种

植的农户们十分开心，新品种产值达到了原来的
两倍以上。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春风十里进农
家，每亩收益上万元的“阳明山山药”成了远近农
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选项之一，华树妹成了村民拥
戴的“山药姐姐”。

解决完山药种植问题后，华树妹又解决了农
户山药产业链问题。她在省级贫困村永安安砂镇
水南村建立新品种新技术展示示范基地，带领团
队研究开发山药酒酿造工艺，拓宽了产品后续产
业链，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她将专利授权给
企业开发应用，开发出淮山酒和淮山醇两款产
品。其中，淮山酒曲制作工艺获国家发明专利授
权。

只要农民有需要，无论多辛苦她都义不容
辞。一听说是老百姓有技术需求，不管路途多远，
她都会坚持到田间现场授课，耐心指导种植户如
何识别山药炭疽病、褐斑病、线虫病的症状，如何
进行生态防治，如何使用山药网架栽培技术。为
了能让种植户了解新品种、学习新技术，她经常不
眠不休，有时连续工作近20小时，她就是用这种坚
忍不拔、永不放弃的精神践行着“不忘为农初心，
牢记助农使命”。2021年，华树妹被省委扶贫开发
与乡村振兴办评为“优秀科技特派员”。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华树
妹把科学技术送到村民手中，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
上，让农业科技在泥土里生根，让科技在乡村里绽
放力量。 （来源：福建科协）

扎根基层的“山药姐姐”
——记三明市农科院副院长华树妹

在三明市农科院琅口基地的百亩试验田里，有一条长

达百米的绿色长廊，由山药的藤蔓装扮而成，绿意盎然，来

客可在这里遮风蔽日，采纳清凉，这条别具一格的山药长

廊的设计者，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华树妹。

华树妹，三明市农科院副院长、省级科技特派员、省“碳

汇+女科特派联盟”三明小分队成员。她从事农业科技工作

18年，专职山药研究16年，从事科技特派员服务工作8年，

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山药姐姐”。

她致力于山药种质资源研究、新品种选育、新技术研

发与应用，主持的“山药种质资源的评价与创新利用”获

2020年度福建科技进步三等奖。她还带领团队育成3个

山药新品种通过福建省品种认定；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3

项，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4项；在各地建立示范基地33个，

面积360多亩，带动1200多农户用新技术种植山药、鲜食

玉米新品种1.5万亩，实现产值1.3亿元以上，帮助贫困户

实现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