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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潮汐式浇灌、
流水线式播种……

“农博士”帮扶农民奔小康
“潮汐槽式、桶式栽培系统”
“全自动移动式
活体蔬菜盆栽系统”等设备。
“我们为孙桥溢佳这样的农业企业提
供资源和协助，让他们的发展没有后顾之
忧。”张江镇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奚耀国说，
“未来，我们还将孵化更多的创
新农业企业。”

·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严静雯
自动潮汐式浇灌随时掌握作物的储水
量，流水线式播种、浇水、育苗节省人力成
本……近日，记者在位于张江镇环东中心
村的上海孙桥溢佳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看到了智能化设施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是农业大国，
但不
是农业强国。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上
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高精特新企业、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孙桥溢佳在创始人
卜崇兴的带领下，为中国农业的科技化、现
代化尽了一份力量、助力更多人吃饱、吃
好；也在国家脱贫攻坚战和“三农”工作中
实现了企业价值，
帮扶更多农民奔向小康。

山里娃成了
“农博士”
1966 年，卜崇兴出生在宁夏南部的一
个小山村。高考时，原本报考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农业经济系的卜崇兴被调剂到了园
艺专业学习蔬菜种植。没想到，卜崇兴逐
渐喜欢上了这个专业，时常在课余时间研
究最新农业技术。大学毕业后，卜崇兴报
考了山东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师从研究无
土栽培的资深专家邢禹贤。
1990 年，一个意外的机遇让卜崇兴走
上了农业实践的道路。当时国家为缓解农

副食品供应偏紧的问题，大力发展“菜篮
子”工程。当时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到
处都是戈壁滩、盐碱地，
传统种植方法产量
极低，蔬菜匮乏尤其严重，
只能依靠火车运
输外地蔬菜进行配给。但是由于铁路运输
线长，蔬菜很难保鲜，运输成本很高，很难
满足供应。因此政府迫切希望能用新的技
术就地生产新鲜蔬菜，
改善人民生活。
此前卜崇兴一直在做科研，很少有机
会实践，他毅然来到新疆，
开始尝试应用无
土栽培技术生产蔬菜。取得初步成果后，
卜崇兴来到
“吐哈油田”的重要线点吐鲁番
开展大面积无土栽培。从 1990 年至 1993
年的三年时间里，
卜崇兴与同事从零开始，
将一个小温室做成了国内最大的温室，培
植出种类繁多并且十分鲜嫩的蔬菜，解决
了当地吃不到新鲜蔬菜的难题。

在张江厚积薄发
有了新疆的经历，让卜崇兴感受到了
科技为农业带来的力量。
此后，他又考取南京农业大学攻读博
士。2001 年，博士毕业后的卜崇兴以上海
交通大学农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进入
孙桥现代农业园区的博士后工作站工作。
在孙桥溢佳总部，记者看到了一块看
似普通的白色布料。
“它的材料可不一般。”

科技助力农业现代化

溢佳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内的无土栽培设施。
该公司工程师小刘拿起一块保温棉，它厚
度比一般羽绒服还薄一点，
“保温效能可是
普通羽绒服的 3 倍。”小刘又指向田间齐刷
刷摆放的大桶——
“这个桶看起来
‘平常无
奇’，其实里面既能储气又能储液，解决了
无土栽培中只能供液不能供氧的矛盾。”
卜崇兴介绍，2016 年公司开始集中精
力专攻科技农业。如今公司在国内新建了
多个研发实验基地，技术还输入了乌兹别
克斯坦等中亚国家。
“农博士”是怎么成为科技农业创业者
的？卜崇兴说：
“2005 年，张江镇政府开始
大力支持科研人员创业，提出‘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我很受鼓舞，希望能有机会将
自己的研究成果产业化。”卜崇兴心动了，
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创业并非易事。当时人们对无土栽培

□倪竹馨 摄

认识不够，
市场一时难以撬开，
卜崇兴的公
司度过了艰难的三年。实践中，卜崇兴意
识到，单纯给老百姓提供服务，很难成规
模。于是卜崇兴开始将目标转向蔬菜种植
专业户，
他们有足够的土地、资源和意愿去
发展规模化生产，而规模化生产又离不开
新技术的运用。
卜崇兴立即开始捕捉机会。很快，华
西村现代农业展馆项目成功启动。紧接
着，
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昌
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安徽灵壁现代农业
博览园、西安曲江楼观台农业博览园项目
等相关项目一个个建成……总部所在的张
江镇则一直在卜崇兴的后方提供政策与服
务支持。去年，环东中心村专门辟出 30 亩
土地，
建设了
“张江蔬菜栽培新技术示范基
地”。几个新建的大棚里，
装备了最新式的

用好红色资源,“双馆”成网红“四史”课堂
■本报首席记者 符佳
“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
旗。可是您知道吗？定下国旗设计稿时，
距离开国大典只剩 4 天了……”在庆祝建
党 99 周年的日子里，面对热情的参观者，
上海建桥学院国政馆讲解员伊莉老师，一
次次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制作的故事娓娓
道来。自去年 12 月开馆以来，建桥国政馆
已成为临港乃至浦东的网红“四史”课堂，
来自浦东大中小幼学校和港城集团的
5000 多名师生、员工，在这里聆听理想信
念的故事，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有了新的感悟。
建桥国政馆里的这堂“四史”课，涵盖
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强国、国家
安全、蓝图绘就、激励奋斗、国家战略等 11
个板块，长廊里的图文资料梳理出国家政
治经济发展脉络和发展成就。要把馆藏
资源利用好，把文化基因传承好，优秀讲
解员的生动演绎非常重要。首批 15 名优
秀志愿讲解员都是经学院推荐选拔，从 60
名思政辅导员学员中脱颖而出的精英。
在上岗前，他们都参加了 2020 年上海民办
高校党员“四史”学习班学习，学习并掌握
了国政馆讲解内容与技巧。
与国政馆相对而望的，是上海高校校
园里唯一一座雷锋馆。今年是上海建桥学
院学习与传承雷锋精神的第 20 个年头，也
是建桥雷锋馆开馆的第 4 个年头。在 400

多平方米的馆内，观众看到上百张雷锋的
珍贵影像：有参加军区运动会身着运动背
心的运动形象，
有弹奏手风琴的文艺范儿，
也有在天安门城楼前驾驶摩托车的帅气模
样。与此同时，展览还动态展示发生在建
桥校园里的当代“活雷锋”事迹。2017 年
开馆以来，雷锋馆先后接待参观者 3 万余
人次，一支由学生志愿者组成的成熟讲解
团队讲好雷锋故事、传播雷锋精神。
雷锋广场、雷锋铜像、雷锋馆，校园里
的雷锋地标是建桥学院独一无二的特
色。从 2005 年开始，每年在学雷锋日前后
颁发的雷锋奖，则让雷锋的故事在这个校
园代代传承，让雷锋精神成为建桥师生共
同的“精神基因”。今年该校有近 500 名师
生主动报名，在全国各地积极参与抗击疫
情的志愿服务，
用行动践行雷锋精神。

“我们把‘四史’学习教育培训与学生
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养发展结合起来，将
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结合起来，深入挖掘
育人养料。”上海建桥学院党委书记江彦
桥表示，学校探索区域化党建品牌打造的
新路，将国政馆与雷锋馆打造成“双馆”红
色教育基地，成为临港新片区 2020 年区域
化党建工作十大品牌，在服务学校师生参
观实践的同时，重点面向临港地区开通服
务热线、提供专业讲解、联合开展活动。
未来，该校将进一步用好“两馆”的红色资
源，让师生在丰富的史料中真切体会和亲
身感悟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
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等重大问题的精神密码之所在，增
强爱党爱国情怀，不断拓展“四史”学习教
育成效和影响辐射力。

“创业拜师”就在“家门口”

居家小作工坊开起来了
■本报记者 严静雯
疫情之下，不少小企业面临着经营危
机。但是浦兴路街道的创业者刘硙却没
有丝毫担心，他的创业项目——居家小作
工坊反而受到了周边居民的
“热捧”
。
“6 月份的周末工坊亲子活动，场场爆
满，供不应求。”刘硙兴奋地表示，一些机
构也开始主动邀请他组织亲子活动。
“我
和浦兴街道妇联共同策划了一个社区型
自然学校的项目。”刘硙介绍，该活动通过
改造老旧小区的杂草地，鼓励家庭拿出旧
物“变废为宝”，带动了一批社区家长带着
孩子参与进来。
今年夏天，居家小作工坊还推出 2020
暑期上海老建筑研学营活动，通过老建筑
了解海派文化的前世今生，产生对城市发
展的责任感。目前研学营第一期已经报
满，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
这样一个有声有色的创业项目，在创
业初期却并不顺畅。2016 年 10 月，刘硙
带着家人开始创业，经营起以木工活动为
主的居家小作工坊，主要服务身边的一些
朋友家庭和他们的孩子。
创意很好，但是如何起步却着实难倒
了刘硙。起初，大家对这样的木工活动还

小朋友们在居家小作工坊进行手工制作。
是比较新奇的：可以让孩子通过木工手作
活动锻炼动手能力。可是，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这样的活动无法应对应试压
力和升学竞争。因此，去工坊的孩子坚持
留下来的很少，
工坊经营一度陷入困局。
去年，刘硙偶然了解到浦兴路街道有
个大爱乐业园，内设“创客工坊”，定期有

□居家小作工坊 供图
创业指导专家为创业者提供各类创业相
关的公益性咨询服务。工作人员及时推
荐他参加了创业培训班，通过学习，他初
步掌握了创业的基本要求、管理技巧、如
何规避风险等知识和技能。
在浦兴路街道创业指导老师的牵头
下，刘硙入驻了浦兴大爱乐业园。在大爱

乐业园，刘硙重新梳理了经营项目，主打
亲子活动。浦兴大爱乐业园通过“创业拜
师”服务模式，促成刘硙与志远文化服务
社的奚黎斌结对创业拜师。在师傅的带
教下，刘硙既学到了经验，又得到很多宣
传机会，业务开始有了起色。去年底，他
注册成立上海罄香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生
意终于走上了正轨。
然而，公司刚起步，又遇上了疫情，公
司资金周转比较紧张。正当刘硙发愁之
际，
街道工作人员打来电话：
不仅向他详细
介绍了新区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扶
持创业的政策，同时推荐他参加浦兴社区
创业就业集市的线上直播，希望帮助他将
居家小作工坊做成实体店与网店并存的双
模式。直播中，刘硙带着他的项目走入了
线上直播厅，
现场展示自己的创业产品。
另外，在新区的帮助下，得到社保补
贴的刘硙缓解了资金压力，能有更多精力
主攻业务发展。刘硙的案例只是浦东街
镇中众多“家门口”初创者的一个缩影。
丰富多彩的“家门口”创业服务，催生了浦
东新的创业机会。新冠疫情并不能阻止
这些创业者们的脚步，因为他们背后有街
道给他们搭建平台，有新区给予政策上的
支持。

“科技，
让农业更美好。”卜崇兴把这句
话作为“座右铭”。公司成功运转后，卜崇
兴依然专注于科研。在总部 150 亩试验田
内，
一项项专利
“喷薄而出”，目前公司共有
近 30 项各类专利、
还有 8 项发明专利。
前不久，公司刚和复旦大学生科院完
成战略签约，
继续发展科技农业；
与上海农
科院园艺所合作成立环东中心村工作站，
在乡村振兴方面进行进一步合作。
有了技术支撑，农家出身的卜崇兴又
把目光放到了目前农业薄弱的地区。去
年，公司承接的西藏日喀则珠峰现代农业
科技创新博览园一期、二期项目顺利交付
使用，
受到日喀则市政府的致函感谢，
标志
着公司的设施园艺整体解决方案在高原地
区得到了成功应用。
同一时期，卜崇兴又把中药材白芨种
到了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当地驻村干部
黄鹏举说：
“近几年，
茅坡村通过发展白芨、
藜蒿等产业，
不仅提高了土地经济利用率，
也提高了村民的经济收入。目前，基地每
天能够为近 110 名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卜
崇兴的目标还不止于此，他希望能够选育
出实现无土栽培的白芨品种，让中药材种
植真正实现产业化。

每天坚持学习
通关挑战答题
■本报记者 沈馨艺
在周浦镇党员中，阚延杰小有名气
——他长期占据全镇党员
“学习强国”积
分排行榜榜首位置，还保持着以 1214 题
通关
“学习强国”挑战答题的纪录。一个
“先进人物”，带动了周浦镇全体党员干
部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今年 39 岁的阚延杰是周浦镇社会
组织发展中心一名工作人员。虽然党龄
只有短短 2 年，但他却是“学习强国”的
忠实“粉丝”。
“学习强国平台里，内容实
时更新，实在是太丰富了。”这是阚延杰
对“学习强国”的直观印象。每一天，他
都会利用闲暇时间，通过“学习强国”不
断充实自己，
提高自己。
自从 2019 年 5 月开始接触“挑战答
题”这个版块后，
阚延杰又产生了新的兴
趣点。自认“知识面还挺广”的他，刚开
始挑战答题时多次遭遇滑铁卢，经常只
能答对三五道题目。不服输的阚延杰，
随后开启了
“疯狂刷题”模式。
“我就想看
看，到底多久能够通关。”从一开始只能
连续答对几题，到 10 多题，再到 100 题，
直到后来的 800 多题通关，他仅仅花费
了半个月的时间。
当然，
阚延杰为此付出了许多，
每天
除了
“挑战答题”，还要参与专项答题、观
看新闻视频，
往往要耗费两三小时，
挑战
次数更是到了惊人的三五百次。
第一次通关以后，阚延杰依然坚持
挑战，开始尝试每周刷“挑战答题”通
关。随着题库题目的增加，他的通关记
录也随之提高，最多时达到了 1214 道
题，
平均每题用时不到三秒钟。
挑战的过程中，阚延杰觉得自己收
获颇丰。
“ 题库范围广，涉及各种内容。
通过刷题，增长了不少知识。”他说。
“学习 强 国 ”平 台 上 线 以 来 ，周 浦
镇 党 委 要 求 党 员 干 部 用好这个平台，
在各个支部都建立了学习小组，分享学
习经验，交流学习体会。阚延杰的突出
表现，让他在全镇的党员中出了名，也
带动全镇党员干部形成了良好的学习
氛围。
开会的时候，有人遇到阚延杰，先
会感慨一番，
“ 原来你就是那个老占着
积分榜第一的人”，随后便会询问如何
挑战通关。这时，阚延杰总会说，
“只要
每天坚持认真学习，通关并非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