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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青春，是喷薄而出的朝阳，是激情四射的年华，是多姿多彩的象征……5月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广大青年应该在奋
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
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在湖南祁阳县文富市镇官山坪村， 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的科研人
员，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在贫瘠的红壤地上追逐青春理想，谱写青春之歌。

� � � �清晨，祁阳红壤实验站里刘更另院士的
塑像，双眸凝视着几个铄金大字：执着奋斗、
求实创新、情系三农、服务人民。

该站副站长文石林说：“这是一代又一
代的祁阳红壤站人，用青春凝聚成的精神！”

1960年春，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群年轻
人来到官山坪村，以火热的激情开辟红壤研
究新领域。

祁阳红壤实验站第一任站长，是1961年
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刘更另博士。从28岁到54
岁，他的青春奉献给了这片红土地。

当时，官山坪村有超过一半的“鸭屎泥
田”。这是石灰岩发育成的红壤低产田，平均
亩产仅100多公斤。刘更另走访50多个村，召
开140多次调研会，探索出“磷肥治标、绿肥

治本”的改造“鸭屎泥田”技术。1964年，新技
术在湖南省推广，改造水稻田400多万亩，增
产稻谷1.8亿公斤。 刘更另于1994年5月当选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也被人们称为“从鸭屎
泥田改良中走出来的院士”。

上世纪80年代初，第二任站长陈福兴等
人在调查中发现水稻“僵苗”现象，锲而不舍
地攻克了这一难题， 实现累计增产5亿多公
斤。

第三任站长徐明岗，1996年从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完成博士后研究后，被分
配到祁阳红壤实验站， 多次累倒在实验室。
第四任站长张会民对记者说：“我们一辈子
就干好一件事情。”

文石林、秦道珠、王伯仁……在这里，从

满头青丝到白发苍苍， 他们青春无悔：“安心
与土地和农民打交道，是搞土壤研究的科研
人员应有的本分。”

岁月无声，青春远逝。祁阳红壤实验站
人献出人生宝贵的青春，铸就“红壤站精神”，
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该站荣获国家和省
部级科技成果奖32项，积累观测分析气象数
据81万多个，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20
部，培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200余名，
帮助农民累计增产粮食50多亿公斤，增收70
多亿元。

昔日光秃秃的官山坪村，今天郁郁葱葱，打
破了外国科学家对中国南方红壤地带因有机质
缺乏将成为“红色荒漠”的预言。这漫山遍野的
绿色，正是青春的色彩！

1 远去的青春，铸就“红壤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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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有这样一拨年轻人， 他们是青年筑梦
家，他们是响应时代号召的播种者，他们砥
砺前行，将“乡村振兴”的种子播撒在希望的
田野上。五四青年节前夕，记者选取了几名
奋斗在我省乡村一线的青年，听他们讲述扎
根乡土，矢志不渝，最终迎来芳华绽放的故
事。

南县洞庭湖生态经济创新
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秦琴———

文化创意点亮乡村旅游

5月3日， 由共青团中央主办的2018年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评选活动结果揭晓，
评选出了100名“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和2
个“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群体”，我们团队成
为2个“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群体” 中的一
个。

我们团队共有24人，平均年龄仅27岁。
2014年10月，为了主动对接、实施洞庭湖生
态经济区规划，南县县委、县政府组建了南
县洞庭湖生态经济创新示范区团队，并突破
传统思维起用了我们这些80后的年轻人。

罗文村最初仅以油菜花海闻名，考虑到
乡村文化旅游的可持续性，在多次民主讨论
后，我们确立了在落后僻静的乡村引进潮流
时尚的城市涂鸦文化的思路。初期，罗文村
大部分村民对涂鸦文化不理解、 不接受，拒
绝在他们的房子上“鬼画符”，但蜂拥而至的
游客和媒体让他们转变了观念。借助旅游热
度，大批外出务工青年纷纷回乡，开起了民
宿、时尚餐饮店、乡村KTV、清吧、土特产销
售店等乡村新潮店。

现在，每年举办一届“罗文花海国际涂
鸦艺术节”，年接待游客120多万人次，罗文
村创新性的走出了“文化+生态”旅游的乡
村振兴路，籍籍无名的小村庄已蜚声国际。

2017年开始， 罗文村并不只满足于发
展旅游业，依托罗文景区已打出的知名度和
巨大的人流量，罗文景区内发展和引进了和
滨水产、 呈宝龟业两家知名现代农业企业，
不仅专注于稻田龟鳖生态养殖，同时产业园
区融入旅游元素，建起了“龟鳖文化园”“龟
鳖科普馆”，可开展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
业休闲等乡村旅游项目，初步估计年旅游效
益可达5000万元。

有了罗文村的基础，目前园区已落地农
业项目9个， 带动以顺祥水产为龙头的稻虾
产业， 以华南农业为龙头的供港蔬菜产业，
以泽水居为龙头的“虾+N”产业，以和滨水
产、呈宝龟业为龙头的龟鳖产业，以两岸生
态互动农博园为龙头的水果产业发展，吸纳
农村劳动力上万人， 每年为农户人均增收
4000元。

湖南省 “最美扶贫人物”、
衡阳县集兵镇大利村党总支书
记任贤龙———

带着父老乡亲一起奔小康
10年前大学毕业后，我毅然回到家乡衡

阳，创办了一家米业公司，想带着父老乡亲一
起致富奔小康。去年，我获评湖南省2017年

“百名最美扶贫人物”， 应该算是兑现了当初
的承诺。

作为湖南角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角山米业”）副总经理，自2011年以
来，我先后为衡阳县集兵镇大利村带动投资
400多万元，兴建水利设施项目48个，建成2
个集中饮水工程和1个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工
程，硬化道路9公里，安装路灯300余盏，帮
助76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实现全村光纤
通讯网络全覆盖， 户户免费收看数字电视，
60岁以上老人农合费用全免， 大利村从一
个凋敝落后的小山村成为了现代化的新农
村。

我们角山米业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
的带头作用， 采取“委托帮扶”“直接帮扶”

“务工帮扶”3种模式助力脱贫， 把产业精准
扶贫扩展到全县的一些贫困村。

衡阳县杉桥镇石园村是一个典型的贫
困村， 村里的贫困户虽然有着一亩三分地，
但收成如何还得看天。为了让当地农民的收
成和收入增加，我们便开始在该村推广种植
富硒优质水稻，并向种植户介绍产品溯源的
意义。村民王位生是参与种植富硒优质水稻
的贫困户之一，此前，他与妻子除了种几亩
普通水稻以外， 再没有其他任何收入来源；
而现在通过我们的帮助种植两年的富硒米，
已经成功实现脱贫。

通过产业扶贫，我们帮助贫困农户解决
了种什么？怎么种？如何卖的问题，还通过产
业基地建设，给予有一定劳动能力、有产业
脱贫意愿的贫困户更多就业的机会，并开展
金融帮扶措施， 让贫困户参与基地入股分
红。

全县230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采取“分
户信贷、入股分红”方式，每户向衡州农商银
行贷款3万至5万元，合计8000万元，入股角
山米业。我们连续分红三年， 每一年我们对
这些贫困户直接进行现金分红，3年累积分
红2400多万，8000人受益，并解决了几百名

贫困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长沙市优秀科技特派员 、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张琳———

科技点燃林农致富梦想

我来自农村，从小就树立了服务农村的
理想，在填报大学志愿时，就填报了中南林
学院（现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经济林专
业。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依托导师谭晓风
教授的科研项目，深入开展了南方砂梨的自
交不亲和性研究。

湖南自古就是砂梨的原生地和主要栽
植区，这一点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掘出的
距今2100多年前保存完好的梨核、 梨果及
竹简上关于梨的记载就已证明，但由于砂梨
是一种自交不亲和性植物，机制复杂，严重
影响了产量和品质，也严重制约了湖南的砂
梨产业发展。

为攻克砂梨自交不亲和机制的难关，我
在导师指导下，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第一手
资料，经常吃住在实验室，通宵达旦地实验，
经过4年半的不懈努力， 终于破解了砂梨自
交不亲和机制的难题， 相继分离克隆了20
个雌蕊S基因和24个花粉S基因， 而且还确
定了100多个品种的S基因型， 为生产上进
行品种配置、产量和品质提升提供了重要的
科学依据，同时，我还进行了创新研究，开发
了S基因芯片等技术，使得S基因和品种S基
因的鉴定更为便捷，并荣获湖南省自然科学
一等奖。

针对南方砂梨产业中存在的品种和栽
培技术问题， 我们研究团队经过数年的攻
关，选育了“华丰”、“华高”等几个优良砂梨
品种， 并创建了南方砂梨优质高产技术体
系，促进了南方砂梨栽培技术的升级和品质
的显著提升，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和团队积极在浏阳市大围山镇的楚
东村和中塅村推广“砂梨品种配置新技术”、

“南方砂梨生草栽培技术”、“南方砂梨病虫
害综合防控技术”等多项实用技术，帮助大
围山建立起了“大围山砂梨” 特色水果这一
知名水果品牌，使大围山镇的砂梨亩产值达
1万元以上， 砂梨产业成为该镇的农业支柱
和特色产业。

研究必须要和产业结合起来才能转化为
生产力。 我深入湖南各地帮助村民建立砂梨
产业基地10.5万亩，油桐工业原料林基地1万
多亩，南方鲜食枣产业基地1万多亩，带动不
少林农致富，深受林农欢迎，我也因此被长沙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评为长沙市优秀科技
特派员。

运达乡村教师奖获得者 、
安化县平口完小教师刘习聪———

不忘初心 奉献山村

大学毕业后， 我作为一名特岗教师，
来到贵州省海拔最高的石漠化高寒山区，
在威宁自治县新发乡宝塔村新发民族小
学任教， 在这里我一干就是6年，6年里我徒
步走访了全乡1168名学生家庭，共计行程3万
公里，荣获了中国“最受关注乡村教师”荣誉
称号。2014年，因父母先后患病，我回到老家
益阳，主动放弃到市重点中学任教的机会，选
择到条件艰苦的安化县平口完小， 继续担任
乡村教师， 并于去年荣获第十届运达乡村教
师奖。

平口完小是全省最大的库区农村小学，
目前与县城还没有公路直达，需乘坐四五个
小时轮船。我所教的寄宿班是全国最大的靠
乘船上下学的小学寄宿制班级，学生都来自
柘溪库区两岸的大山里。

任教不到一个月，我给班上每名学生都
买了救生衣，给学生配置了雨衣、雨鞋、防寒
帽和手电，并教他们一些急救措施。

平口完小紧靠柘溪水库， 冬季特别寒
冷， 我设法为学生弄来保温饭盒和学生杯，
还为学生们烧起炭火取暖。学校各种设施均
不完善，极大的困扰着学校师生，我利用各
种机会，找来资助，对食堂进行了改造，为学
校改建电网，拉通自来水，从此彻底解决了
学校吃饭、饮水等一系列问题，还解决了周
边村民农作物的灌溉问题。从教以来，我为
学生和学校累计筹集款物600多万元，资助
了800多名贫困学生。

柘溪库区生产生活条件恶劣，乡亲们靠
砍树和养鱼为生，不仅收益低而且严重破坏
生态，我引导乡亲们种植茶叶水果等经济作
物和进城从事非农产业，村民胡延操在我的
建议下，从过去的砍树为生转变到现在在镇
上开饮食店为生，五十多岁的他不仅还清了
家里的债务还娶了老婆；村民不会填医疗保
险单，我就上门帮着填；村民看不懂化肥的
使用方法， 我看完说明后就耐心给他们讲
解； 走在山里看见五六十岁的长者在背化
肥，我会毫不犹豫地帮忙背上几里地。

我的努力付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
我的事迹写进了中小学教材。到祖国和人民
最需要的地方去， 如果你愿意深入其中，一
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文字整理：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青年在乡村发展中该如何作为？请看他们———

在乡村振兴中
放飞梦想

� � � �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一角。 何顺 摄

� � � �创建于1843年的英国洛桑实验站，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农业研究站，被称为“现代农
业科学发源地”， 那里的实验样土比黄金还
珍贵。

“我们正奋起直追，力争把祁阳红壤实
验站打造成为中国的‘洛桑站’。”祁阳红壤
实验站副站长李冬初说。

2011年，1983年出生的蔡泽江在长期
定位实验酸化严重处理研究中，发现一片不
到20平方厘米的小麦长势特别好。 于是，蔡
泽江每天留心观察， 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秘
密：这片小麦的根部四周，有很多像草一样
的浅渣。蔡泽江高兴得跳了起来：这是有机
物料!
� � � �蔡泽江紧接着采用秸秆还田、施用猪牛
粪等方式，对防治土壤酸化开展长期对比实
验。他发现，施用猪粪比秸秆还田对防治土
壤酸化的效果更明显，更有潜力。这个试验
结果发表在国际期刊 《Journal� of� Soils�
and� Sediments》上。目前，蔡泽江仍在深入
研究。

而蔡泽江写第一篇英文学术论文花了3
年时间， 先后被国际学术期刊退回5次。然
而，凭着不服输的韧劲，蔡泽江如今已在美
国土壤学会会刊及德国、荷兰等国家土壤期
刊上发表《氮循环与氧化亚氮排放》等6篇学
术论文。去年，蔡泽江被北美华人土壤与植
物学会评为优秀研究员，还参与了与英国洛
桑实验站的合作科研项目。

每天，黄晶都起早贪黑在水稻实验田里
忙碌着。这是他已经做了10年的水田肥力演
变课题。黄晶着力寻找最佳的施肥配比与方
式，从而更好地调整土壤肥力结构。

结合多年的科研实践，黄晶等人发现
种植紫云英对改善水田肥力的良好作用。
他撰写出《长期施肥稻田磷素演变》等科
研论文，在《中国农业科学》上发表，完成
了专著《红壤双季稻田施肥与可持续管
理》。在黄晶等人的倡导和努力下，祁阳及
周边县 (市、区 )推广种植紫云英40万亩，
实现农业增产增收。

转瞬58载春华秋实，祁阳红壤实验站人
一代又一代，用青春和汗水，耕耘在这片土
地上，收获着大地丰收的喜悦。到目前，祁阳
红壤实验站有5个长期实验迄今超过30年，
是我国最早建立长期定位实验且长期实验
数量最多的农业实验站，内容覆盖水田和旱
地土壤肥力培育、肥料效益监测、生态恢复
等。 站内样品库保存着历史土壤样品1.2万
多个、植株样品2000个，以及长期实验原始
土壤12个、土壤剖面样品6个。2006年以来，
该站的科研成果“红壤酸化防治技术推广与
应用”先后在福建、广西、湖南、江西等地示
范推广6327万亩，新增产值70.11亿元、新增
纯收入46.75亿元，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祁阳红壤实验站人的青春，绽放在红壤
地上，一如当地盛放的紫云英，低调而美丽。

� � � � 4月27日， 几名年轻人在祁阳红壤实验
站小麦对比试验田里连续观测了4个多小
时。该站工会主席高菊生介绍：“‘80后’年轻
人已经占到全站人员的2/3， 是完成日常事
务和从事科研当之无愧的主力军。”

今年38岁的副站长李冬初，在湖南农业
大学读大四时， 慕名到祁阳红壤实验站实
习。当初，他从长沙坐火车到祁阳县，再坐农
用车到镇里， 从322国道83公里处徒步穿过
湘桂铁路一个不起眼的小涵洞， 沿着不足3
米宽的泥巴路，来到祁阳红壤实验站。

李冬初回忆说：“到站后， 就打着赤脚，
跟老师下田监测水稻长期定位实验的情
况。”

尽管工作生活条件艰苦，但李冬初脚踏
实地，学到了很多书本以外的知识。2007年，
李冬初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后，没有去其他工作轻松、待遇更好的单位，
而是向往祁阳红壤实验站。他说：“我觉得在
这里更能发挥作用。”

2004年，湖南农业大学大四学生黄晶来
到祁阳红壤实验站实习。“屋子阴暗潮湿，床
也摇摇晃晃。”黄晶至今记忆犹新。

然而，为期3个月的实习，让黄晶内心震
撼：在站里工作了20多年的实习指导老师申
华平，为了节省时间，中午经常吃点饼干草
草了事。而她实验室的灯光，每晚12时前从
来没有熄过。还有英国、澳大利亚的农业专
家，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热情地与祁阳红壤
实验站人交流着最新的土壤科研成果……

后来，黄晶选择留了下来。在文石林等
人指导下，黄晶找准了科研方向，养成了严
谨的科研工作作风。他向记者介绍，一丘田
划为10多个小格子，做对比实验。每个小格
子都要方正，面积无差异。

200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在读硕士研究
生、石家庄姑娘张璐，为做课题来到祁阳红
壤实验站。这时，父母已经提前为她联系好
了在石家庄市的工作单位。

“这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张璐说，她
被站里浓郁的学术氛围、严谨的工作作风所
感染。她毫无怨言地选择了这里，并与在站
里写毕业论文的硕士研究生蔡泽江擦出了
爱的火花。

“冬天没有暖气，春天特别潮湿，夏天蚊
子很多，好几年才适应过来。”张璐苦中作乐
地说，“儿子出生后，没有玩伴，整天跟着我
们在地里玩。”

2 无悔的青春，追随榜样们前行

3 奋发的青春，向英国洛桑实验站看齐

� � � �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老、 中、 青三代科研人员在红壤改良林地考察。（资料图片）
何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