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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牛年春来早，红花玉
兰林中俏。”2月 21日，桑子阳在微
信朋友圈晒出了傲然绽放的红花
玉兰九宫格照片。鲜艳、繁密、典
雅的花朵开在无叶的枝丫上，嵌
在湛蓝的晴空里，美不胜收。

头像是红花玉兰，昵称还是
“红花玉兰”，湖北宜昌市五峰土
家族自治县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桑子阳说，自己学的是林业，就是
想用所学的知识在武陵山中干出
一番事业，让五峰一座座青山流
金淌银。

结缘红花玉兰

2004 年，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马履一在五峰长乐坪镇大湾村发
现一棵玉兰，其花内外全红，经鉴
定，这棵玉兰为红花玉兰，也叫五
峰玉兰。

当时负责马教授团队接洽工
作的桑子阳意识到，红花玉兰具
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药用价值、食
用价值。那一刻他决定深造，从
事红花玉兰的研究开发工作。

2006 年至 2011 年，桑子阳师从
马履一教授，攻读硕士与博士学
位。他白天上山调查，晚上做研
究，在摸清近 2000 株野生资源的
基础上，对其中 4 个居群 100 多株
红花玉兰的经纬度、性状特征、海
拔、树龄、树高、胸径、冠幅等做了
数字化统计。

自 2014 年桑子阳与北京林业
大学博士朱仲龙共同创办五峰博

翎红花玉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
来，他们带动农户建立大苗培育
基地 1万余亩，产值数亿元。

10 余年来，红花玉兰由当初
原生总数不足 2000株发展为现在
的近 500万株，五峰也因此被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授予“中国红花玉
兰之乡”，桑子阳团队把红花玉兰
推广到北京、天津、江苏等 23个省
市。

发展林药蜂产业

“以前总想着，一辈子只做一
件事，那就是把红花玉兰推广到
全国。”桑子阳说，在推广中，发现
自己要做的还有很多。红花玉兰
除小苗 1至 2年能有收益外，大苗
需要 3 至 5 年，甚至 6 至 8 年才能
卖。老百姓前几年收入没有保
障。

林学出身的桑子阳，将目光聚
焦在立体林业、循环林业、高效林
业之上。从 2011 年起，他开始在
林药蜂融合发展模式上倾注心
血。

桑子阳相中了五倍子。五倍
子的生活史可以用“冬虫夏‘果’”
来形容。作为一种林副产品，它
是倍蚜虫寄生在漆树科盐肤木、
青麸杨等植物复叶主轴、叶翅和
小叶上形成的虫瘿。中国五倍子
产量约占世界 95%，而五峰的野生
倍林和人工倍林十分宽广，形成
了“全国五倍子看五峰”的态势。

要实现五倍子丰产、稳产，倍

蚜虫、夏寄主树和冬寄主苔藓缺
一不可，而倍蚜虫繁育尤其难，
2020年 9月开始，桑子阳与三峡大
学陈发菊团队集中攻关五倍子。
通过不断攻关，桑子阳和同伴们
解决了苔藓繁育、蚜虫繁殖、蚜虫
越冬等系列难题，还在王家坪村、
百年关村等地建立种藓繁育、蚜
虫繁育实验基地。2020 年，五峰
林药蜂产业融合科普推广应用示
范园收倍蚜虫 19万袋，2021年，预
计 可 收 30 万 袋 ，全 县 预 计 将 收
150～200万袋。

傅家堰乡火山村唐志海、李慧
英夫妇，是从桑子阳倡导的林药
蜂融合发展尝到甜头的先行者。
2019 年 3 月，唐志海夫妇承包了
100 多亩荒山荒坡。在倍林里种
植贝母、白芨、七叶一枝花等中药
材 60 亩，养中蜂 80 箱。全年中蜂
收入 6万元，药材收入 4万元。紧
接着，他们又租了 200 多亩山林。
荒山育倍林、林下种药材、药花养
中蜂，唐志海的生态循环经济渐
成气候。

“长短结合、立体气候、适销
对路，是我们发展林药蜂产业的
关键所在。”桑子阳说。

满腔三农情

“让老百姓搞产业，就是要老
百姓真正受益。”桑子阳始终怀揣
这个信念。

桑子阳和团队带动农户发展
红花玉兰产业：缺劳动力的，农户

土地流转给公司建设种苗生产基
地，农户每亩地每年流转费 600
元；有劳动力的，农户自营繁育苗
木，公司提供技术指导，所繁育苗
木，公司按市场行情收购；土地资
源较多的，采用“公司+合作社+农
户”联合培育苗木，公司回购，利
润分成。

渔洋关镇王家坪红花玉兰种
植科技推广基地，辐射农户 163
户，解决务工人数 256 人，培养出
不少技术能手。

2016 年 7 月 19 日，五峰发生
暴雨灾害。既是红花玉兰野生群
落保护点，也是五峰林业局扶贫
联系点的黄粮坪村，让桑子阳放
心不下，说什么也要上去。在道
路冲毁汽车无法通行的情况下，
他改骑摩托车前往查看，但由于
路况条件复杂，他不慎翻落高坎，
造成腰椎骨折，手术后卧床休养 5
个多月。

“当时自己感受到了生命的脆
弱。想为家人，特别是孩子，创造
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而那时也有
高校向我伸出橄榄枝。”桑子阳回
忆说，当时自己真的心动了，走还
是留，让他一度难以抉择。

“一个人只有心怀感恩，才会
担得起社会责任。”桑子阳说，是
五峰培养了自己，自己要知恩图
报，必须留在五峰，扎根五峰。

桑子阳深知基层科研的重要
性，五峰亟需一大批科技工作者，
而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出一份力。

《光明日报》

苗床上一盆盆飘香藤花绽放出或
粉或红的花朵；悬挂半空中鲜花垂下
的花朵被枝叶簇拥娇艳欲滴……置身
于 3 万平方米的山东省东营市双福福
盛高档花卉蔬菜智能温室大棚的花海
里，各种鲜花造型各异、争奇斗艳。

“这是双福项目落户的‘橄榄枝
’！”近日，牛庄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
任刘伟涛指着基地走廊两侧各两根银
色管道说，“循环供热系统是花卉茁壮
成长的‘暖宝宝’。”植物要保持旺盛生
命 力 ，解 决 冬 季 取 暖 问 题 是 首 要 任
务。传统方式的烧煤、油或开空调进
行加温，成本高且不环保，难题如何破
解？

这一难题在牛庄镇得到了很好的
解决。牛庄镇地热资源丰富，埋藏深
度 2000 米左右，出水温度达到 85℃左
右，原本主要用于镇上 24 万平方米住
宅小区供暖，现如今供暖尾水有了“新
去处”，成为双福取暖能源。

“一平方米一年比烧煤可节省 50
元左右，面积为 30000平方米的一期项
目，一年能节约 150 万元，既降低了生
产运营成本，又实现了绿色环保。”双
福福盛农业办公室主任王磊介绍。

传 统 水 肥 灌 溉 模 式 高 耗 低 效 ，
5000 平方米的传统温室大棚浇灌 100
吨水肥，需要两名工人浇灌两天，水肥
利用率也只有 40%左右。如今在双福
福盛，一个 5000 平方米智能花卉温室
里采用“潮汐灌溉+肥水回收”技术，循
环浇灌一次 100 吨水肥可实现 60%回
收，水肥利用率也提升到 95%，一天灌
溉一次即可保证土壤水肥度，保障花
卉健康成长。

“ 温 度 23℃ ，湿 度 78% ，光 照
13000Lux，二氧化碳 450PPM”微型玫瑰
温室种植区门口上方电子屏上显示棚
内各项指标数据。“这里不像农业园
区，更像智能化工厂，管理人员一部手
机就可以管控通风、施肥、浇水等事

宜。”技术员吕建港介绍。
这些便利都得益于温室气候控制

系统的运用。传统种植棚内温度湿度
一般要靠人工经验、感官或者温度湿
度计感知，无法及时发现变化，环境无
法保持恒定。双福智能温室使用物联
网技术运营，全部实现了计算机精准
控制。

漫步双福种植大棚内，高压钠灯
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智能补光系统。
双福在种植区内安装了 500 个高压钠
灯模拟太阳光，为作物量身定制光源，
让种植不再是靠天吃饭，同时也解决
了传统日光温室冬天因光照不足影响

作物补光和生长速度缓慢的问题。
在每个大棚内，都安装有一个方

形盒子——感控探头，连接着物联网
控制系统，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品种的
植物设定不同环境条件，可以实现智
能温室自动运行。“我们的微型玫瑰种
植棚内设定温度为 20℃~25℃，湿度为
70%~85%。”魏家村 50 岁的村民张晓
芹忙碌着，脸上总是洋溢着灿烂的笑
容。

现在，张晓芹已成为花卉种植的
行家里手。据她介绍，当棚内环境低
于或超过这个范围，降温系统(风机水
帘)、升温系统(内、外保温设备)自动运

行，除湿系统(循环风机)、加湿系统(喷
淋加湿器)会自动打开，对温度、湿度进
行调控。

在出货区，装满花束箱的运输车
完成消毒后缓缓驶出。“每天都有 3000
束左右的出货。这里从传统的棉花田
到如今的鲜花车间，亩产效益翻了上
百倍！”王磊对未来的发展信心满满。

“从外出打工到回乡种棚，每户种
植户年收入增收一倍没问题！”牛庄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马守良说，“我们正
在谋划利用地热资源，发展文化旅游
项目，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光明日报）

从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县城出发，车沿着柏油路在山
间穿行半个小时，转过一个弯后，一小片坝子出现在眼前
——龙头山镇到了。

2014年 8月 3日，一场 6.5级地震突袭鲁甸龙头山，让
龙头山镇成为一片废墟。而现在，一幢幢房屋早已拔地而
起，一条条街道整齐干净，一辆辆汽车在山间道路上行驶
……废墟上又崛起一座新集镇。在新家园里，龙头山人满
怀信心、充满干劲。

56岁的杨国荣原先的家在龙头山镇甘家寨村，距离镇
上有 8公里，他指着远处的山说，“在那山背面呢，地震时
我在山上干农活，房子损毁了，好在人没事”。

地震使甘家寨被大面积山体滑坡掩埋，成为“消失的
村庄”。随后，村民们被安排到救灾安置点住了一年。恢
复重建中，龙头山镇在镇上骡马口社区拿出地块，统一规
划一层半、二层半、三层半 3种类型的房屋，建起了新的甘
家寨社区。2015年 12月，全村 89户全部搬入新家。

杨国荣建房时，政府部门和红十字会还有爱心基金会
一共补助了 8.5万元，自己家出了 6万元，就住进了二层半
的楼房，“搬家那天，镇上还派车接我们。屋子都是装修好
的，买点家具就能入住，大伙心里都暖洋洋的”。

杨国荣家的客厅虽然不大但很温馨，沙发、茶几、网络
电视一应俱全，二楼是卧室和小书房，楼上还有一个大露
台。“比原先的房子好，住得也舒服。”杨国荣说。

走进甘正芬老人的家，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小菜
园里长着绿色的蔬菜。73 岁的甘正芬身体硬朗，刚做好
一盆核桃酥糖，“快来尝尝，每年过年我都要做”。

搬入甘家寨新社区后，甘正芬和老伴邹体富住上了 90
多平方米的小楼房，子女们也都住在附近。大儿子在骡马
口社区党总支当上组织委员，二儿子买了 7座商务车平时
在镇上跑乡村客运，大孙子买了工程车在外地跑运输。“我
们老两口还有养老金，子女也都孝顺，一家人不愁吃穿。”
甘正芬说。

在龙头山镇逛一逛，恢复重建后的民房和学校美丽整
洁。但是原镇政府作为地震遗址公园的一部分被保留下
来。爬上一片山坡，垮塌的楼房、开裂的墙体、歪倒的石
柱，还有几辆被砸坏的汽车都保留着当年原貌。这个遗址
成为龙头山镇的群体记忆，也提醒龙头山的干部群众铭记历史，不断前行。

近年来，通过大力发展花椒、核桃种植业和猪牛养殖业，龙头山镇的脱贫
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2020年，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 3450户 11491人已经全
部实现脱贫。如今，龙头山里处处展现着一个新城镇的活力。

走进村民甘永云在镇上开的榨油厂，香气扑鼻而来。甘永云介绍，因为龙
头山的花椒和核桃出名，自己就做起了收购农产品的生意，2019年又办起了榨
油厂，“销路好时直接卖鲜果，销路不好，村民可以拿核桃来榨油，收取每斤 1.5
元的加工费，去年收入就有七八万元”。

34岁的王啟会凭着好厨艺，在镇上的昭巧公路边开了一家餐馆，来往运输
车辆繁忙，饭店生意也好，“有时忙到夜里，虽然辛苦，但是好日子是奋斗出来
的”。

2020 年 12 月，都香高速昭金段前 40 公里建成通车，龙头山镇通了高速。
为巩固提升脱贫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龙头山镇还将打造特色旅游小镇。

（经济日报）

商标作为知识产权的一部分，其在品牌经营活动中的地位
愈发突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山寨商标碰瓷事件屡见不
鲜，除了依靠法律外，企业更应重视知识产权的开发与保护。
迈可达公司为维护企业信誉，实施了一系列商标品牌战略，夯
实了企业打造品牌的基础。

据悉，迈可达成立于 1998年，总部设在中国香港，在美国、
欧洲及中国内地均设有办事处。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现已建
立了拥有三十多个授权分销商的国际分销网络，产品热销全
球，成为消费品行业中首屈一指的抗微生物包装物料供应商。
其核心产品 Micro-Pak、迈可达防霉片、防霉纸、防霉剂、MPX2
胶袋和DRI CLAY干燥剂等获得全球各大品牌、零售商和批发
商广泛采用。每年仅迈可达防霉片、防霉纸、防霉剂有超 10亿
件商品在使用。

随着迈可达业务的不断扩张，市面上也随之出现不少外
貌、功能相似，但质量不合格的假冒品牌。对此，迈可达创始人
兼执行董事马丁·柏文深知在市场竞争中，企业树立品牌形象
的重要性，他表示：“为防止消费者受骗上当，维护消费者利益
和迈可达合法权益，迈可达早已对商标进行了全球布局，不仅
基于自身现有核心产品及服务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商标
注册，还对自身产品及技术储备申请注册了防御性商标，并在
商品及服务类别上尽可能进行全类别商标注册。目前，迈可达
申请注册了“迈可达”、“邁可達”、“MICRO-PAK”、“Micro-
Pak”、“MPX2”、及“DRI CLAY”等多个商标，同时，迈可达产品
中均加入了先进的显性和隐性防伪特征，并备有防伪验证卡。
希望广大消费者通过迈可达官网或是授权分销商购买迈可达
产品，切实保障自身利益。”

据了解，迈可达强化自身品牌的同时，也在积极响应环保
政策的号召，并获得了多项绿色环保相关认证，马丁·柏文表
示：“迈可达所有产品均荣获“摇篮到摇篮”(Cradle to Cradle)认
证制的银级级别，严格接受国际多项监管体系的联合监管，全
力保障产品的有效性和环保性。目前，迈可达产品已经在美国
环境保护局 (EPA)及美国 50 个洲成功注册，并已完成欧盟
REACH(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规的预注册。根据
欧盟生物杀灭剂法规(BPR)的注册也在进行中。”

在科技高度发达、信息快速传播的今天，商标不仅能在行
业和消费者心中形成独特的产品符号，更是守护品牌的重要武
器。迈可达的商标品牌战略之举值得更多企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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