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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跟着你种丹参可真省事
多了，除了拔两遍草，其他都使用
机械了。”近日，平邑县保太镇羊
城村村民舒智海对同村村民王晓
说。

王晓，70后农民。2019年到现
在，围绕丹参种植和管理，他参与
发明了丹参苗快速播种机、丹参苗
分拣机以及药用植物丹参基因控制
分析软件、中草药标准化种植基地
智能管理系统等，共获得3项国家
专利和4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向外借力
攻坚重茬难题

小时候，王晓就跟随父亲王照
云到山上挖野生丹参。

1991年，父亲移栽的野生丹参
苗终于活了，半亩地当年秋天竟然
卖了1300元。“这下子，十里八
乡都轰动了。”王晓说。附近农
民纷纷跟种，丹参种植很快遍及
保太、武台、流域等几个乡镇，
2000年前后，全县丹参种植面积
一度达到 4万多亩。王照云牵头
成立平邑县中药材行业协会，成
为当地丹参种植领军人。王晓初
中毕业后，也跟着父亲种起丹
参。

山上的丹参年年长，看不出

什么变化，但大田连年种植，重
茬导致品质下降，产量降低。
2008年后，全县丹参种植面积逐
步减少，2010年降到2万亩左右。

难题，就这样历史性地摆在
王晓面前。

2011年，早与王晓父子建立
联系的山东省农科院药用植物创
新团队，加大力度解决丹参种植
重茬问题。为方便研究，王晓成
立平邑县源通中药材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专门流转村西紧邻大夫
宁水库的40亩地作实验田。生产
中，他一丝不苟落实专家要求，
并严格记下各项实验数据。创新
团队首席专家王志芬与王晓打交
道20多年，对他非常欣赏：“王
晓好学上进，不计较小事，做实
验也用心，是个很好的合作伙
伴。”

2015年，省农科院专门在羊
城村建立博士工作站。紧接着，
临沂市农科院中草药所高级农艺
师张谦也带领团队，和王晓合作
开展试验。

学习钻研
搞发明创新种植

高科技人才上门指导生产，王
晓如饥似渴地学习。他觉得这还不

够，2014年，他又专门到山东医药
技师学院脱产学习两年。这填补了
他多年缺失的中草药学科理论基础
知识，也让他在生产中有了自己
的思考。毕业后，他投资23万元
建起物联网系统，参与制定《有
机丹参种苗分级技术规程》《有
机丹参生产技术规程》两项省级
技术标准，同时积极参与研发丹
参生产机械。经过反复实验，王

晓初步总结出克服重茬的综合性
技术：选用人工繁育的蒙山野生
丹参为栽培品种、土壤深耕、增
施土壤调节剂、降低土壤酸碱度
等。

传统的丹参种植，第一年 7

月人工播种，第二年三四月移
栽，11月收获，王晓参与发明的
丹参快速播种机，解决了株距、
穴深等问题，实现了一次播种，

来年收获，无需移栽。仅这一项
技术，丹参亩产量比传统方式高
30%以上。

多年探索
成为行业领头人

在探索丹参—小麦（间）轮作
的同时，王晓和专家们还一起摸索
出丹参—谷子、丹参—小麦—玉米
轮作等多种模式，同时应用宽垄大
行覆膜技术，解决丹参春旱夏涝问
题。2020年，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的“中草药标准化种植基地智能
管理系统”，则将物联网和自动化
机械进行了有机结合。“种苗选
育、气象观察、苗情长势等都能坐
在办公室完成。”王晓说。

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沂
蒙乡村创业富民好青年……埋头丹
参行业多年的王晓，荣誉纷至沓
来。除了专利和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2020年，王晓还获得一本红彤
彤的证书：山东省高级职业农民。

懂生产、会科研，还熟悉市
场，成为高级职业农民的王晓，成
为当地丹参种植的新一代领军人。
在他的带动下，平邑、费县、蒙
阴、兰陵等周边县市1000多户农户
发展丹参种植，亩均增产100公斤
以上。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
郑希平）为了促进果品加工的发
展，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济南
果品研究院(以下简称“济南果品
研究院”)实验室及生产加工车间
仪器设备对社会全方位开放。近
日，该院科技产业运营中心主任
和法涛告诉记者：“目前有多家果
品加工研究机构和企业，来我们
这里进行加工中试。山东作为果
品种植大省，果品加工率还不足
10%，未来在新品研发等深加工
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去年年底，济南果品研究院
对外宣布，由该院建成的“中国
果蔬贮藏加工中试科技园”面向
社会开放，旨在搭建共享平台，
服务产业振兴。据悉，果品加工
科技成果的转化可大致分为基础
研究、小试、中试、生产和商品
化等5个环节，中试环节是其中
的一个重要环节。数据显示，科
技成果经过中试，产业化成功率
可达80%；而未经中试，产业化
成功率只有30%。中试对于降低
科技研发成本、提高科技成果转
化率、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具有重
要意义。

和法涛介绍，山东果品种植
以鲜食专用品种为主，加工专用
品种占比不高。目前，山东省的
果品加工率还不足10%，而国外
果品加工率达30%，作为果品种
植大省，山东的果品加工还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以苹果为例，
高酸的加工专用苹 果 制 成 饮
品，味道更受市场欢迎，鲜食
苹果加工成饮品则口感过甜。”
和法涛说。据了解，目前好品相
的果品大多用于鲜食，卖相差
一点的果品才用于制作饮品。
未 来 ， 随 着 果 品 加 工 业 的 发
展，加工专用品种种植将是产
业发展的方向之一。

“小明，你快帮我看看我这车
哪里有问题。”2月15日晚，禹城
市莒镇南徐村，前来检修农机的村
民对向明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
小明说。

在莒镇，村民家的农机有啥问
题，都会来向明农机专业合作社求
助，奔的就是王小明。今年37岁的
王小明，在农机修理行业钻研多
年，不仅是高级农机修理师，还在
第三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上，以个人成绩第六获评“全国农
业技术能手”。

“我从小就对农业机械特别感
兴趣，高中毕业就进了这一行，修
农机快20年了。”王小明说，“在
齐河当过4年学徒，2006年回村开
了家农机维修部。莒镇专门修大型
农业机械的就我这一家店，收入还

算可以。”
修农机这些年，王小明一直在

考虑转型。“现代农业靠的是机械
化，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规模化
经营者。对农机手来说，有些信
息不灵通，大型农机调度不及
时，一家一户自己去做很难发展
起来。”王小明说，“包括一些
政府项目，如种植大户没有一个
组织，人家不会找你干活。一些
经常过来修车的机手，提出来要
不要一块去干点活儿。”

2014年7月，王小明跟其他5名
村民一起成立了向明农机专业合作
社，从单纯的农机维修行当转入多
种服务的发展轨道，成为名副其实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商。

“建厂房、维修车间、办公
房，光这些花了40多万元。买拖拉

机、收割机的钱，都是找亲戚朋友
借的。”王小明说，“2015年，组
织镇上的机手干了1 . 3万亩的深松
项目。当时车还没这么多，只有十
多辆，没黑没白地把项目干完
了。”

看到合作社有了效益，周围的
机手纷纷加入。“我这能修车也能
联系活儿，都还挺愿意来我这聚
聚。现在合作社社员上百人，常年
跟着干活的也有几十位。”王小明
说。合作社现有植保无人机8架、
大中型拖拉机36台、大型自走式收
获机械32台，另外还有深松机12

台、深耕犁16台，为农服务面积已
达 6万多亩，辐射周围 3 0多个村
庄。

“现在农机作业范围也不只局
限在当地，齐河、平原等周边县市

区也都有我们的服务对象。”王小
明说，“我们出去作业也得看种植
面积，主要是面向面积比较大的规
模种植户。比如飞防一般得30亩以
上，收割、旋耕得10亩以上，要不
然挣不到钱。”

合作社自成立以来，被评为
“山东省农业经营服务组织农机
安全生产管理示范单位”“山东
省农民合作社省级示范社”等，
每一项荣誉的取得都凝聚了王小
明的心血。“发挥我们的农机装
备优势，提高土地规模效益，给
父老乡亲做好服务，带着合作社
社员一块致富。”谈到合作社未
来的发展，王小明信心满满地
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 宁
通讯员 李月 窦龙超

创新丹参种植，获得3项国家专利
平邑县羊城村村民王晓获评高级职称

农村大众报记者 魏新美 通讯员 杜爱峰

在山东省沂水县崔家峪镇磨峪
村旁的半山坡上，伫立着几座连成
一排的纱网大棚，除了地上两行隆
起的腐蚀秸秆堆，棚里空荡荡的。
棚主杨德敬说，奥秘就在秸秆堆
里，数百万只虫子正在里面睡觉
呢。

这种虫子名叫白星花金龟，是
农民眼中为害小麦、玉米、果树等
作物的害虫。而对杨德敬来说，却
是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益虫。与虫
子打交道，还要从杨德敬发展生态
农业说起。

2018年，杨德敬在磨峪村及周
边村庄共流转了490亩土地，其中
310亩土地种植了桃树，其余土地
种植了大姜和芋头。“我的定位就

是做生态农业。”杨德敬说。在探
索生态农业如何发展时，他从朋友
那里听说白星花金龟的粪便可用作
有机肥，能保护和改善作物生长环
境，促进作物生长。其幼虫富含高
蛋白，晒干后打磨成粉，加到牲畜
饲料中可以补充蛋白质。

2018年5月，杨德敬开始养殖白
星花金龟。“当时，山东农业大学植
保学院提供了20多斤虫源，我又从
附近村里的柴草堆里回收了几十斤
虫子，进行试养殖。”杨德敬说，白星
花金龟易养殖，成本低，繁殖率非常
高。只要把虫子放在腐熟好的秸秆
里，再以秸秆喂养，就能生长繁殖。

2019年，山东农业大学植保学
院在磨峪村建起占地两亩的试验

田，种植蔬菜。种植过程中，施用
了白星花金龟的虫粪，效果显著。
“试验田长出来的蔬菜，和其他农
田里相比，长势更旺。收获的蔬菜
品相和口感也都更好些。”杨德敬
说，这些成果让他对养殖白星花金
龟更有了信心。

2020年初，杨德敬建起1个育
种棚和13个养殖棚，共占地15亩。
从河南买进2吨虫源，山东农业大
学植保学院又给他提供了10吨虫
源。“在喂养白星花金龟虫时，要
注意把控温度和湿度。温度控制在
25℃左右，所吃的秸秆要含有一定
的水分，让虫子的肠胃菌群保持均
衡，虫子不生病，就能够快速生
长。”杨德敬说，为了保障秸秆供

应，在玉米、小麦丰收时，他免费
给磨峪村及周边村村民进行脱粒，
以保留秸秆喂虫。

“每年5月到10月，是虫子繁
殖时间。一只成虫能繁殖60-120只
幼虫。”杨德敬说，200只虫子1斤
重，他养殖的虫子总重20多吨，一
吨虫子能产7-8吨虫粪。

“把虫粪从腐熟秸秆里筛出来，
就可以替代有机肥。”杨德敬说，他
种植的桃树大多用上了虫粪，一亩
地用3-5吨。相较于购进有机肥，施
用虫粪一亩地节省成本500-600元。
而桃树的长势，也会比同期未施用
虫粪的桃树更加粗壮。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 婷
通讯员 田宝宗

把害虫当“宝贝”养，为啥
只因为白星花金龟粪便可作有机肥，一亩省肥料钱五六百元

修农机近20年，他给机手当“红娘”
领办的合作社服务面积达6万亩

我省果品

加工率不足10%
专用加工品种市场缺口大

王晓展示刚刚收获的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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