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 主管主办
新闻热线：0571-87778090
广告热线：0571-87778177

2021年12月10日 星期五
第4001号 今日4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17

邮发代号：31-27

WWW.ZJJYB.CN

E-mail：zjjyb1@163.com 责任编辑 舒玲玲 电话：0571-87778115 版面设计 苇 渡

□本报记者 舒玲玲

走在初冬的校园里，暖阳和煦，草叶

飘黄。奇植异株、草木繁茂正该是浙江

农林大学的风貌，但看到附生在笔直的

树干上，一圈圈整齐排列着生长的石斛，

记者仍忍不住感叹一句“好神奇”！

谁能想到，如今有树就能生长的石

斛，曾经是傲立崖壁的“仙草”。因为药

用价值极高但自然繁殖稀少、采摘环境

恶劣，野生铁皮石斛的价格一直居高不

下。“1938年间，一两野生铁皮石斛的价

格就高达60元，而当时一两冬虫夏草才

卖2.2元。”中国铁皮石斛首席专家、浙农

林大食品与健康学院院长斯金平教授的

愿望，就是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起铁

皮石斛、吃得到好的铁皮石斛，铁皮石斛

产值突破500亿元。

为此，斯金平团队花了10年时间，

将铁皮石斛从珍稀濒危药材变为大宗药

材，“救命仙草”也摇身变为老百姓的“脱

贫神草”。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树上铁皮

石斛、树下黄精、林中养蜂，该团队构建

起“不占良田、不需耕地、不争林地，与林

草和谐共生”的林下经济模式，带动更多

山区县走上致富路、同追“共富”梦。

爬高走远探究“仙草”
让一亩山产万元钱

一直到20世纪末期，野生铁皮石斛

采挖过量、资源枯竭的现象都未有好转，

但大棚种植对土地、技术的要求又特别

高，加上回报周期很长，一般老百姓种不

了也不愿种。“这是个机遇。”科研嗅觉敏

锐的斯金平作出判断，当即组建团队进

行研究攻关，“珍稀濒危的物种，不突破

人工栽培，资源肯定是要枯竭的”。

在夜以继日的努力下，团队攻克了

结实难、发芽难、种植难等繁育与栽培难

题，逐步研发出人工辅助授粉、两年精准

采收、树上种植铁皮石斛等新技术。“要

重点解决好通风、透气、渗水三大问题，

寻找最适宜的光照与水源条件。”斯金平

常对团队成员强调，要把高新技术简单

化、平民化，让老百姓可操作、易上手、能

复制。

为了找到更抗冻的石斛种质，进而

研究出能耐低温的良种，2010年元旦假

期，斯金平一行5人爬上海拔1500米的

浙西大峡谷最高峰，去采摘石壁上附着

生长的野生铁皮石斛。那块光秃秃的大

岩石有30多米高，而铁皮石斛恰好长在

中段位置。“岩壁接近90度，没有攀爬着

力点，只能绑根绳子从岩石顶上吊下去

采。”虽然是大冬天，斯金平和向导却出

了一身的冷汗。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

对于团队成员来说却早已司空见惯。“我

常常在课上跟学生讲，要探索未知与未

来，不去危险的地方是很难探索到的，做

科研就是要有这样一股劲。”斯金平说。

在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研

发出一大批高品质新品种，不仅亩产可

超300公斤，多糖含量也比药典标准高

出50%，还选育出能耐零下14.8摄氏度

低温的品种，能在我省绝大多数地区栽

种。就这样，产量更高、质量更优、环境

适应性更强，铁皮石斛开始越来越多地

出现在浙江的林间地头。

作为沿海丘陵城市，乐清市部分靠

山的偏远农村经济条件与滨海地区相去

甚远，存在“半边富半边不富”现象。

2008年，斯金平作为省级科技特派员来

到乐清，每天至少跑3个企业或村庄，考

察种植石斛的环境条件。“乐清多暴雨台

风天气，容易积水的地形就不适宜种

植。”斯金平说，要想到老百姓想不到的

事，帮他们提前规避风险、避免损失。因

为半夜也会有人找上门，团队成员都习

惯了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准备为农户

服务。

“一个细胞就能培育出成千上万的

试管苗，真正实现了‘一亩山万元钱’。”

当地政府对斯金平团队满怀感激，短短

5年时间，该市石斛种植面积就从30亩

扩大到1.5万亩。目前，乐清共有5万多

人从事石斛产业，贫困群体每天打工也

有两三百元收入，全市年产值更是超过

了30亿元。

林草偕行共生共荣
给一棵树算生态账

在推广种植的同时，斯金平团队一

手抓文化培育、一手抓市场开拓，让越来

越多的老百姓熟悉了铁皮石斛的功效，

市场需求也旺盛起来，并逐步扩大到庆

元、莲都、磐安等地，如今已实现了我省

26个山区县全覆盖。斯金平告诉记者，

团队科技助农的初心，就是要做老百姓

想做但做不了的事。

越来越多的农户靠种植石斛鼓了

“钱袋子”、摘了“穷帽子”，但斯金平团队

的科研并未就此止步。尤其在土地资源

越发珍贵的当下，如何用更少的地种更

多的粮、富更多的民，是团队着力要攻克

的又一个难关。在一次研究石斛淀粉含

量及其与同类药材的比对中，斯金平意

外发现黄精根茎不含淀粉。这一发现令

团队欣喜不已。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

黄精“药食两用”，作为中药材，它具有补

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强身等功效；作

为食物，久服可以调节血糖、延缓衰老、

增强免疫等，而且耐饥饿。

“黄精多生长于林下或山阴，是很好

的林下复合经营经济植物。”将黄精与石

斛套种的念头在斯金平脑海中油然而

生，“不需要额外开垦土地，因为两者花

期不同，顺带养蜂还能延长采蜜期，可以

起到1+1＞3的效果。”2015年，省科技

厅、林业厅立项支持，斯金平团队正式主

持黄精育种与栽培工作。

“会须扫白发，不复用黄精。”“幽人

只采黄精去，不见春山鹿养茸。”苏轼笔

下的黄精，价值不输鹿茸。在斯金平看

来，要让黄精走入百姓视野，文化传承很

重要。“光是与黄精有关的唐诗宋词，我

们就搜集了40余首，还有不少与黄精相

关的动人传说。”斯金平说，他们几乎复

刻了石斛产业扶贫之路，坚持铺技术、扬

文化、拓市场齐头并进。团队一边研究

黄精基源、组织繁育、高效栽培、病虫害

防治等技术，一边进行本草考证与文化

传承，还牵头成立“黄精产业国家创新联

盟”，进行经典名方与产品开发。

花胜于实、实胜于根，黄精全身是

宝！黄精的“多年生”特性更受农户青

睐。与土豆、番薯等一年生作物“不挖就

会烂在地里”不同，黄精成熟后可以继续

养在地里，而且会越长越好，是真正的藏

粮于地。“于农户而言，黄精两年就能有

收成，而且不用年年翻种。”在团队看来，

作为粮食开发的黄精，

“没有天花板”。

在团队的推广努力

下，如今，种植了石斛的

地区几乎都套种了黄精、

养殖了蜜蜂，将“一棵树”的林下生态

经济发挥到了极致。短短5年时间，仅

黄精的年产值就从3亿元增至五六十

亿元。

浙江模式驰行万里
携半个国逐“共富”梦

国庆假期刚结束，斯金平团队就驱

车前往革命老区安徽金寨，为当地作推

广培训和技术指导。不上课的时候，团

队成员常常“在路上”，短则三五天，长则

一两周甚至更久。“学校很支持我们的科

技助农工作，在排课上尽量倾斜照顾，方

便我们走得出去。”团队成员放弃了寒暑

假和休息日，努力将浙江模式复制到更

多偏远农村和革命老区。

因为走的都是偏远山区，他们突遇

过山体滑坡，也曾碰上洪水挡路，更多的

时候则是从砾石杂草中硬生生驶出一条

道来。江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重

庆、四川……从去年至今，团队已经跑了

5趟万里行。“整个长江流域都有我们的

足迹，每300公里至少有一个我们的助

农帮扶点，连起来差不多是半个中国。”

斯金平笑着说，特别是贵州，从2019年

成为他们助农扶贫的主战场以来，团队

先后19次赶赴贵州，将贵州铁皮石斛和

金钗石斛近野生种植的面积、产量、产值

均做到了全国第一。

因为坚持三产联动，在贵州锦屏县，

斯金平团队还构建起“龙头企业+国有

实体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

探索出杉木、松木、梨树等贴树近野生种

植铁皮石斛模式。记者了解到，锦屏县

先后建起万亩林业（石斛）综合产业园、

龙池石斛田园综合产业园、三江便团石

斛种植产业园等，完成种植铁皮石斛1.5

万余亩。当地村民得以在家门口增收致

富，仅2019年就增收1700余万元，兑现

固定分红514万元，“守着青山过穷日

子”成为过去。

除了帮当地农户选好址、育好苗，团

队成员还会将高新技术以通俗易懂的方

式免费传授给他们。年届退休的高级实

验师朱玉球几乎培训过全国70%的铁皮

石斛组培师，还多次奔赴贵州荔波、锦

屏、安龙、毕节等地，举办百人培训班，对

扶贫模式进行创新，指导组建农民合作

社。此外，山东、山西、四川也有她的扶贫

点。“我们还会邀请农户来浙江的相关企

业打工学习，不少人学成后选择返乡创

业，带动了更多人就业。”更让斯金平高兴

的是，当年接受过帮扶的浙江企业和山区

县也加入到他们的帮扶计划中来，携手

将浙江模式推广到全国更多有需要的地

区，带动更多人走上了“共富”路。

□金华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楼伟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上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

饱含深情、激荡人心，具有很强的政治

性、理论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全党在新

的重大历史关头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指

明了方向。金华市教育系统将把学习宣

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感悟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坚持学懂弄

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发展道路，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做到从政治上

看教育、从民生上抓教育、从规律上办教

育，不断开创新时代教育工作新局面。

旗帜鲜明讲政治，确保教育领域始

终坚持党的领导。一是加强党对教育工

作的绝对领导。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构建更加

完善的党委教育工作领导体制。建立完

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年度述职制度，形

成落实党的领导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

全覆盖的工作格局。二是大力推动政府

履行教育职责。执行对市县级人民政府

履行教育职责考核，对标高质量发展推

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全国学前教育普

及普惠县（市、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县（市、区）、金华市教育发展“十四五”

规划、省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监测、县域

基础教育生态监测评价、现代化学校创

建、省市年度综合考核等8个指标体系，

切实加强各级政府领导履行优先发展教

育的责任。三是推进大中小学德育一体

化工作。坚持德育工作“首位战略”，深

入实施“思想铸魂”“实践育人”“环境育

人”“一校一品”四大工程，全面推进大中

小学德育一体化。深化思想铸魂，推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深化“五育”并举

综合育人，推动从“以德育德”向“‘五育’

育德”转变。推进德育课程整合，充分挖

掘校内外各类德育资源，开发丰富多彩

的德育拓展课程，积极培育德育课程品

牌。四是全面加强大中小学党建工作。

健全发挥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作用的体

制机制，确保党组织履行好把方向、管大

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领

导职责。深化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全

面建强二级学院（系）党组织，建立健全

“抓院促系”机制，完善党政共同负责制。

扛旗争先走前列，推动教育高质量

发展。紧紧围绕“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市，打造浙江中西部教

育中心”的总目标，系统查摆金华教育

工作的优势和短板，力争各项工作走在

前列。一是聚焦教育项目建设。加快推

进市区“百校工程”，2022年将完成建设

项目41个、启动项目26个。谋划启动

“千校工程”，加大教育资源供给，切实

解决超规模学校、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

就读比例偏低、民办义务教育规范发展

等问题。二是聚焦教育事业发展。加

快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制定实施《金华

市发展学前教育第四轮行动计划

（2021—2023年）》，2个县（市、区）通过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验收。加快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1个县（市、区）通过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县验收。全面实施“小

学初中强校工程”，进一步提升初中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水平。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季 颖）
12月8日上午，省教育厅召

开全省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视频会，传达全国疫情防控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和全省

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精

神，迅速布置当前校园疫情

处置和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并进行了学校核酸检测

组织工作的培训。省教育

厅副厅长汤筱疏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校园疫情防

控具有点多面广、人员流动

大、师生集中聚集等特点，

疫情防控任务艰巨、责任重

大，全省教育系统要按照省

委、省政府部署，切实提高

站位，清醒认识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围

绕六个“确保”六个“到位”，

找准差距，补齐短板，确保

全省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一要确保思想认识

与上级要求同频到位。把

准防疫工作“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的总策略、重点要

求、动态新政策，严密防范、

果断处置、科学精准，坚决

扛起疫情防控的政治责任，

落实各项防疫要求，严守校

园外防输入的各个关口，坚

决遏制疫情向校园蔓延。

二要确保指挥与责任体系

运作到位。落实“四方”责

任，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责

任体系和应急响应机制，做

到运行高效、处置精准。在

应急处置过程中，要强化常

态化防控切换到应急防控

后的指挥体系、组织体系和

服务保障体系，确保快速及

时响应、科学精准处置。三

要确保校园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到位。守好校门、管好

活动、搞好卫生、做好排查，

严格实行入校人员资格审

核，从严控制活动数量和参

会人数规模，落实落细校园

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强化

重点人员的主动排查，形成

校园风险排查机制，及时发

现漏洞，打好“补丁”。四要

确保预警和应急处置精准

到位。一方面做好预警工

作，继续坚持每日健康报告

和监测制度，严格实行疫情

日报告零报告制度，落实校园核酸抽测制度，做到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和早治疗；另一方面做好

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不同场景应急实操演练。设

计并模拟在高校设立核酸采集点的工作流程和具

体运作，强化校内核酸筛查网络管理和责任分

工。建立第一时间报告对接机制，配合相关流调

工作。五要确保师生宣传引导及时到位。增强日

常防疫宣传，加强健康教育，强化舆情处置工作，

引导师生非必要不跨省、少跨省，履行离省报备手

续，做好师生疫苗接种工作，建立校园免疫屏障。

六要确保学校综合服务保障到位。强化教育教学

工作安排，及时给予指导，加强心理疏导，做好物

资储备，加强师生服务保障工作。

省教育厅相关处室、直属单位负责人在主会

场参会，各设区市教育局、高校分管领导和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相关人员在分会场参会。

····笔笔笔笔谈谈谈谈

学习贯彻全会学习贯彻全会学习贯彻全会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精神精神精神

助力共同富裕助力共同富裕助力共同富裕助力共同富裕 彰显教育担当彰显教育担当彰显教育担当彰显教育担当

在长江流域，每300公里至少有一个助农帮扶点，连起来就是半个中国——

从石斛到黄精，斯金平团队的“林下”文章

12月8日，武义县泉溪镇中心小学的师生
现身街头、公园，用快板、说唱、舞蹈、演讲等形
式，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通讯员 连旭敏 摄）

汲取前行力量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斯金平教授在学校组培室指导团队成员开展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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