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李渊华获得的荣誉证书

“商薯－19”

国家级首席专家到合作社基地测产验收

今年54岁的李渊华耗费了35
年去做一件事情——种地。能用生
命中2/3的时间，也是最精华的那
部分时间去做一件别人看来枯燥
无味、没有前途的事情，是需要极
大信念支撑的。李渊华有这份信
念，有这份执着，所以他才能在谁
也不看好的黄土地中培育出“黄
金”，他才能被授予“中国·欧盟农
业技术中心2000年度中华农业科
教神内基金农技推广先进个人”称
号；他才能被评为“全国农村青年
星火带头人”“河南省新长征突击
手”“河南省青年星火带头人”“河
南省劳动模范”。

李渊华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有
着传统农民的腼腆和含蓄。面对记
者的镜头，他极不自然，总想草草
结束；面对记者的提问，他惜字如
金，要把故事留在背后。但他的所
作所为被大家记在心中。市农业局
副局长金新富评价他：踏实，能干，
不怕苦，有科研创新意识，有奉献
精神。不论是道德层面，还是技术
层面，都无可挑剔。李渊华经受住
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了黄土地上矗
立的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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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农村吗？
答：我家就在睢阳区冯桥镇。我们

家上几辈都是农民，我也是农民，我一
直都在种地。1983年高中毕业后，我回
到家。当时有个在村学校当老师的机
会，家里人都坚持让我干老师这行，我
也真在学校里教了一年书。后来我总
觉得这样不行，我想种地，不想做老
师，所以干了一年就辞职了。这以后我
一直都在农村，当农民。

问：很多人奋斗的目标就是脱离
农村，不再当农民。你为什么偏偏要当
农民，家里人不反对吗？

答：大家都不愿意当农民，觉得农
民苦、农民累，一年忙到头还不挣钱。
但是我不一样，我打心里想当农民，就
是想干这个，也没有太多的“因为”。但
是我不会做传统的、一成不变的农民，
我想创新。我家几辈人都是农民，我知
道农民的辛苦，所以我要让农民增产
增收，让农民这一行变成人人羡慕的
职业。

问：你是如何走上农业科技创新、
推广之路的？

答：因为一直想做农业科技推广，
就特别留意这方面的信息。1984 年我
听说中央农广校招生，就报了名，学习
农业学。我还经常跑农业局、农科院，
找专家请教，慢慢有了理论和实践。后
来我引进、推广红薯新品种，推广农业
新技术，再后来就自己培育新品种。

问：这么多人祖祖辈辈是农民，农
业种植技术世代相传，还需要去专业
学习怎样种地吗？

答：好多人以前觉得自己种一辈
子地了，咋还用学种地。其实真把技术
给他们一推广，再实际一对比，大家立
刻就明白了，还是农业新技术比传统
方法好。

问：能不能举个例子？
答：就说这个红薯吧。农村种过红

薯的人都知道，以前的红薯是秧长得
长、长得快，红薯反而长得小、长得慢。
那时候种红薯都需要进行翻秧，不翻
秧不行，翻秧太浪费时间。后来引进新
品种，秧变短了，红薯长得大了，配合
上新技术，效果特别明显。

问：这个应该和品种有关吧，和种
植技术也有关联吗？

答：品种是一个方面，种植技术是
另一个方面，光有品种没有科学的种
植方法也是不行的。以前农村都说“一
棵红薯一把灰，红薯结成一大堆”。这
是农民总结出来的经验，每棵红薯苗
上撒一把草木灰，红薯长得就特别好。
农民虽然有了这个经验，但是实际推
广不开，因为这对草木灰的需求特别
大，在农村一家一户的根本供不上。

这个问题放在现代农业中就很容
易解决。以前红薯秧比红薯长得快，有
品种的因素，也有肥料的因素。实际就
是肥里缺钾，加草木灰相当于补钾。以
前农民种红薯都是用氮氨肥，这种肥

不含钾，上了的结果就是红薯秧比红
薯长得快。只要改用钾肥，就能比较好
地解决这个问题。

问：你推广了哪些新品种？
答：比较突出的是 1993 年我引进

了高淀粉红薯品种“豫薯7号”，逐步推
广到12万亩。1997年这个项目获得市
政府科技成果一等奖。

问：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后怎么会
想到自己去培育新品种？

答：主要还是农村红薯品种杂、
乱，很多品种退化，我想自己搞出个新
品种，改变这样的状况，让大家增产、
增收。

问：培 育 新 品 种 的 时 候 有 目
标 没 ？

答：肯定有目标，搞一种产量高，
口感好，吃起来干、面、甜、香的红薯。

问：培育新品种难不难？
答：非常难，我搞了3年才做出来

一个。
问：这种困难主要体现在哪些

方面？
答：思路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在

老品种中选取产量高和口感好的品
种，让它们杂交成新品种。不过做起
来很难。红薯很多是不开花的，不开
花就没发育种，所以我得先让红薯开
花。我要把选好的不同品种的红薯苗
嫁接到月光花上，等开花了给他们进
行人工授粉。产籽了要选籽，再把选
好的籽进行试种，最终培育出好的红
薯品种。

问：你说的听起来好像还是很
容易。

答：一点都不容易。比如让红薯开
花的时候，不能长时间光照，只能短日
照。每天上午，我都得把上百盆不同品
种的红薯苗搬出暗室，下午还得再搬
进暗室。就我一个人，光干这个就忙得
连饭都吃不上。等开花了再组合不同
的品种进行授粉，籽选好了还得自己
试种，这些体力活都是我一个人干。育
种的成功率是万分之一。我到1996年
做成，已经很幸运了。这个真的很难，
如果不是农业局、农科院的专家们对
我进行指导，以我自己的能力根本做
不成。

问：培育出的新品种效果怎么样？
答：真的很好。我培育出的新品种

参加2000—2002年省区试、国家区试，
在鲜薯和薯干产量评比中均名列第
一。2003年3月，这个品种通过了国家
鉴定，命名为“商薯－19”，推广到周边
省、市。目前累计种植面积已达 50 万
亩，增收鲜薯1.2亿公斤。

问：你培育新品种投入这么大精
力，家人支持吗？

答：我一个人干这些，忙得饭都
顾不上吃，别说增加收入，连自己的
地都荒了，收入反而减少了。家里人
都反对，直到育种成功，他们才开始
理解了我。

李渊华：站在黄土地上最踏实

文/晚报首席记者 贾若晨

图/晚报首席记者 魏文慧

问：育 种 成 功 了 就 该 有 经 济 回
报 了 吧 ？

答：这个真没有。为啥这么多人培
育小麦、玉米新品种，没人培育红薯
新品种？因为小麦、玉米这些作物培
育出了新品种，就能卖种子。红薯不
行，红薯插秧就能种，没人买你的种
子，你培育了属于纯投入，不会有经
济回报。

问：你做这些事情图的是什么？
答：就图让农民增产增收，其他真

没啥想法。
问：除了培育出“商薯－19”，你还

做了哪些自己觉得特别自豪的事情？
答：1990 年我发现了小麦吸浆虫。

那时候我经常跑农业局、农科院请教专
家，渐渐和他们熟了，他们觉得我挺投
入，就聘我做药虫情况测报员。

一次我打开小麦壳观测，发现了很
多小虫子，当时怀疑是吸浆虫，上报到
了农业局。一检测，真是吸浆虫。吸浆虫
很小，但是危害很大。它们在小麦壳中
吸小麦的浆，3 只小虫就能吸干一粒小
麦。发生了吸浆虫的虫害，小麦很可能
会绝产。

后来我总结出了吸浆虫的发生规
律和防治办法。那年全市小麦吸浆虫
防治现场会在冯桥镇召开，我介绍了
防治经验。通过我介绍的方法，全市防
治后效果很好。因为这事，我还被评为

“科技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我很看重这
些科技方面的荣誉。

问：后来你开始做农业合作社了是
吧？

答：对，2005 年 成 立 睢 阳 区 诚 信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2008 年 成 立 了 豫
东甘薯研发中心。甘薯研发中心在
合作社之下，合作社还有其他农作
物的研发中心。

问：农业合作社以哪种形式与农民
合作，开展情况怎么样？

答：合作社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社
员，另一种是示范户。社员把地交到合
作社，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给他们
分红。示范户相当于加盟，他们承包土
地，我们给他们提供种子、农药，负责
技术指导和销售。

合作社刚开始那一两年情况不
好，以前没搞过这个，啥都是摸索，得
慢慢来。成立合作社时只有 5 个人、五
六十亩地，大家都不信这个，加上刚开
始效益不好，所以发展很困难。坚持过
那一两年就好了，发展很快，合作社现
在有 800 多亩地了。很多种植大户年
收入都在 10 万元以上。像我们安庄村
有个种植大户，年纯收入 15 万元，这
个很不容易。现在想加入的人多了，我
们负责不完，也开始提高门槛了，得有
一定条件才行。

问：你今后有什么打算，继续做
合作社吗？

答：培育新品种这个事我一直在
做，现在有了帮手，轻松了很多，今年
可能就能有新的成果，我个人目前感
觉新品种还不错。合作社也会继续做，
今后打算进一步扩大规模，拉长产业
链条。现在我们有个小加工厂，能够加
工红薯淀粉，今后打算进行产品升级，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2014 年，一个老板投资，合作社
出地，我们一起搞了个应天农业示范
园。示范园占地 500 多亩，现在种植了
桃树、梨树、杏树、栗子树、葡萄，还开
了面向群众的私家农田，今后奔着休
闲、观光、采摘的生态园方向发展。

不论怎么说，我还是当初那个目
标：让农民增产增收。我干这些，都是
为实现这个目标。

李渊华接受晚报记者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