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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皆课堂
■ 聂红

增收致富
找“吕葡萄”

同事们眼中的吕秀兰，“一心扑

在田地上，要找她得靠‘逮’。”每年

2 到 8 月，是水果生产的关键季节，

吕秀兰每个月有 20 多天“扎”在乡

村，解决生产实际问题。

在她的生活中，“跑”是常态。

“都是春季了，茶花村葡萄枝没

有花芽出现，大家心头慌得很，您来

看看啊……”接到广安市前锋区农

业局经作站站长的求救电话，吕秀

兰又“跑”了起来。

2012年，茶花村引进葡萄产业，

动员贫困户种植葡萄，几经摸索，耐

贮藏、耐运输、市场价格更高的“夏

黑”葡萄成为全村主要种植品种。

但就在葡萄即将挂果的关键

期，缺乏技术的种植户们照搬“巨

峰”葡萄修剪方式，让把“夏黑”树枝

上用来开花结果的花芽全部剪光，

造成丰产期不开花、不结果实，果农

面临绝收的惨况。

实地察看后，吕秀兰发现造成

绝收的主要原因在于村民技术的欠

缺，特别是对新品种习性、养护办法

知之甚少。

“夏黑”植株长势极强，栽植密

度上限仅为 150 株/亩，而茶花村竟

然达到 660 株/亩。“错误的操作不

仅造成了生产成本增加，还会导致

后期通风透光差、授粉受精不良、产

量低、着色差、品质差、果品不成熟

等一系列后续问题。”

为了避免村民因错误操作造成

经济损失，吕秀兰索性在村里“驻

扎”下来。在苗木栽植、保花保果、摘

心抹芽、转色期、冬季修剪等关键时

间节点，吕秀兰带领团队手把手指

导果农，再让“大户”带“小户”，实现

了技术推广全覆盖。

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

彝族自治州，吕秀兰还根据当地环

境特点发展酿酒葡萄和晚熟葡萄，

为贫困户提供全程技术支持。

在吕秀兰及其团队的帮助下，

茂县曲谷乡二不寨村 50 多户贫困

户脱贫致富，其中一位贫困户年收

入达 18万元。她和团队研究的葡萄

双膜覆盖避雨根域限制栽培技术辐

射到凉山，助力西昌成为了全国优

质晚熟葡萄基地。

如今，在四川各葡萄产区，“吕

葡萄”的名声如雷贯耳。大家都说：

“幸福生活不能‘等靠要’，增收致富

要找‘吕葡萄’。”

试验田里
种出“金果果”

“吕教授，试验田的效果好得

很！”

“陈县长，这两天还要施一次钾

肥，品质才能最好！”

和吕秀兰在微信上交流李子种

植技术的是宜宾市屏山县的一位副

县长。通过这样的对话，吕秀兰能对

她的“试验田”进行实时“监控”。

屏山县位于乌蒙山连片特困地

区，茵红李是农业支柱产业，种植面

积达 12万亩。为了引导果农对果园

实施标准化管理，吕秀兰在屏山建

立了茵红李核心示范区及标准化生

产基地。

作为她的“试验田”，屏山 12 万

亩果园中产出的不仅是水果，还有

实现西南高湿丘陵地区水果增产的

经验。

优质品种选育、土壤改良修复、

精准肥水、保花保果、病虫害绿色防

控、技术指导与试验示范……吕秀

兰长年在“试验田”中埋头苦干，为

的是探索出系统、科学、可供推广的

技术规范，让更多人能从水果种植

中走出“致富路”。

7年前，吕秀兰带领水果团队在

阿坝州茂县的“试验田”中，自主选

育出新品种“羌脆李”，如今，这个优

良品种在选育地种植面积达到了

7.3 万亩，并辐射到全省 30 个贫困

县，推广率达 63%，羌脆李成了困难

群众增收的“金果果”。

这种“攻克一个点，带动一个

面”的模式，将实验搬进深山、论文

写在大地、成果留在田地，让吕秀兰

的教学科研与生产实践紧紧联系在

一起。

水果
成了她的“代名词”

在雅安市汉源县，“吕葡萄”摇

身一变，成了村民口中的“吕樱桃”。

吕秀兰能与甜樱桃结缘，来自

一场危机。

甜樱桃是个“洋货”，上世纪 70
年代从欧洲引入中国，80 年代引入

四川，90 年代末期为了生态恢复重

建才开始作为经济林木在四川规模

栽培。那时，汉源等地在引进甜樱桃

品种后，出现了树势高大，但八九年

不开花或者开花不结果的情况。不

得已，当地农户们开始大量砍树，寻

找其他脱贫路子。

吕秀兰随队帮助村民查找原

因，分析对策，发现汉源白樱桃可以

作为甜樱桃的授粉树，让甜樱桃成

功结上了果。

汉源甜樱桃管理缺乏科学技

术，裂果非常严重，极大影响了种植

户的收入。吕秀兰等人通过多年努

力，进行了甜樱桃安全丰产优质集

成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这套技术

于 2009 年通过省级成果鉴定，把裂

果率从25%-30%下降到5%以下，把

每个品种的成熟期相对集中到 3至

5天采收，对于恶劣天气的抵抗能力

更强。

2010 年，冬春交替时天气大

旱、后期又遭遇低温，甜樱桃成熟

期又天天下雨，采用原方式种植的

甜 樱 桃 减 产 ，每 亩 产 量 只 有

200-300 斤，而采用新技术种植的

甜樱桃产量却翻 3 番，达到了每亩

1500 斤。如今，四川的甜樱桃已经

走进全国各省市场，成为消费者喜

爱的佳品。

在汉源县清溪镇、汶川县绵虒
镇、茂县凤仪镇等地贫困群众口中，

“吕樱桃”“吕葡萄”……各种水果成

了吕秀兰的“代名词”，她的名字和

“丰收”联系在了一起。

“习总书记指出，‘四川农业大

省这块金子招牌不能丢！’”吕秀

兰。作为“水果教授”，她有一个梦

想，通过研究和推广先进农业技

术，让巴山蜀水飘果香、困难群众

奔小康，“这梦想，正一步步变成

现实。”

走过暖暖的阳春，走过炎炎的夏

日，走过灿灿的金秋，走过皑皑的寒

冬。

这条熟悉的小路我走了几十个

春秋，这条路是连接学校和家的纽

带，也是我理想和现实的衔接。清

晨，我心中盛满学生渴望学习的眼

神，欢欣地走进校园，开始愉快地工

作。孩子们天真可爱，他们向往美

好，期盼成长。在课堂上，我用幽默、

童趣的语言与孩子们交流。我尝试

用最适合的方式促进他们实践、进

步、成长、发展。看到孩子们纯真的

笑脸，看到他们收获的目光，这一天，

我们一起充实地度过。黄昏，心里装

满家人的翘首期待，我雀跃地踏上了

归途。23年，我的双脚把这条小路量

了不知多少遍；23年，我的眼睛欣赏

了路旁风景不知多少回；我懂得山间

的每一声鸟鸣；我谙熟路旁花草的每

一个芳名；我熟悉路旁的每一道溪

流；我通晓山间的每一缕清风。

23年的辛勤耕耘，我虽说不上桃

李满天下，但也有许多优秀的学生脱

颖而出。有政府的公务员、有事业单

位的干部、有心灵手巧的技术工人，

还有自己做生意的小老板，也有辛勤

本分的农民。从教 20 多年，我深深

懂得一名优秀的教师必须爱学生，用

心去爱每一位学生。用行动去感化

每一位学生，只有用心去爱他们，才

能走进他们心中，和他们一起成长。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岁月流逝却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青春不再却留下

了纯真的童心。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在想，一

名乡村教师身上的责任是多么重大，

肩上的担子是多么艰巨。虽然任重

道远，但是，随着工作经验的逐步积

累，与同事们的不断交流，以及对教

育理念的不断更新和学习，我一定会

摸索出更多扎实有效的方法，培育出

更多积极、快乐、自信、健康的学生。

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提

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给农

村孩子更大的平台，更广阔的空间，

让学生努力走出农村，走向城市，走

向世界。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脚步轻

盈。因为教师这个职业，让我感受到

了价值和需要。我的学生需要我，我

也同样需要他们，我觉得自己的生

活、生命已经和这些孩子们融为一

体。我为自己是一名乡村教师而骄

傲。

去年以来特别忙，难有大

块时间坐下来读书，听“书”成

了我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

打开音频软件，课程琳琅

满目。这样“听课”不受时间、

场地的限制，因此，它也就成了

我流动的“课堂”。

家务事总是很占用时间

的。每到洗洗涮涮、烧火做饭

之时，我便打开音频课程，边做

边听。余秋雨先生的《中国文

化必修课》，很让我入迷。中国

文化博大精深，不仅仅有我们

熟悉的那些唐诗宋词，还有更

广博的内容和更深刻的内涵。

余秋雨认为文化的最终成果是

集体人格。课程里那些历史人

物展现出的崇高人格，震撼人

心，对当今时代人格的塑造也

有重要的意义和启发。

出门在外，我的心也在“课

堂”上。站在拥挤的地铁里，我

选听了故事性较强的《史记》。

那些久远的故事或悲或喜，但

揭示出的人性却让人深思。秦

朝丞相李斯，年轻时很善于经

营自己，他从楚国一个乡里小

吏一路做到秦始皇的丞相，可

谓是成功人士。但他把个人的

名利、地位作为唯一的追求目

标，甚至不惜出卖灵魂和原

则。在秦始皇去世后，他的人

生开始了悲剧性的逆转。他被

奸臣赵高拉下水，一同把秦始

皇的小儿子胡亥推上了二世的

宝座，并且“不务明政以补主上

之缺，阿顺苟合”，最后被赵高

陷害。从李斯的经历中可以看

出价值观和道德理念对人生的

巨大影响。

浙大心理学博士陈海贤老

师的《自我发展心理学》值得反

复收听，细细咀嚼。我们每个

人都渴望改变自己，可是真正

做起来又常常难以坚持。这门

课程道出了自我改变背后所涉

及的心理机制、行为习惯、思维

方式等等。通过学习并加以实

践，一个人的思维改变了，行为

的改变也就可持续了。

音频课程内容丰富，精彩

纷呈。在等车期间，在等人之

时，在穿过地铁长长通道的几

分钟里，只要轻触手机屏幕，转

身就坐在了“课堂”上。

经过一年多的听课学习，

我不仅收获了很多知识，更重

要的是跟随这些名师学习将知

识融会贯通，学以致用。那些

看似艰深、庞杂的知识，变成了

自己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成为

了自己思想和精神世界的一草

一木。《荀子·劝学》中有“学

不可以已”，学习是没有止境

的。老子《道德经》讲“为学日

益”，讲的是探求知识，每天要

增加一些。科技的发展为我们

学习知识打开了无数扇门，只

要我们有心去学，随时可以学，

处处都可以是“课堂”。

“快来哟！上地里摘葡萄啰！”
“要得！来啰！”
站在地头吆喝的人叫李春霞，是广安

市前锋区虎城镇茶花村的葡萄种植大户。
今年，她家葡萄园亩产达到了3000余斤，
120亩纯利润约200万元。

而就在几年前，她和村里参与葡萄种
植的贫困户曾一度颗粒无收，欲哭无泪。

“没有‘吕葡萄’，今天的日子就没得这
么安逸哦！”说起从脱贫到致富的故事，李
春霞和老乡们总是“吕葡萄”不离口。

“吕葡萄”是四川农业大学林学园艺学
院水果种植专家吕秀兰，实施脱贫攻坚以
来，她带领团队星夜兼程，帮助农民解决生
产中的难题，同时探索出“建立一个基地，
浓缩成一个样板，成为一个看点和亮点，带
动一方产业，辐射整个行业”的扶贫模式。

每年200多天“奋战”在四川水果产
业，130天以上“扎根”深度贫困地区服务，
今年56岁的吕秀兰，足迹遍布大小凉山、
高原藏区、秦巴山区和乌蒙山区，她用脚步
丈量巴山蜀水，用真心服务困难群众。

近年来，她先后帮助四川深度贫困地
区发展起李子、葡萄、甜樱桃等特色产业，
每年直接带动五千余人依靠水果种植奔向
小康。

李劲雨 本报记者 鲁磊（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水果教授”吕秀兰：
她的名字和“丰收”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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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 伊立波

▼▼

吕秀兰（右）在果园指导果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