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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克松：
“水仙大王”的一颗工匠心

文/记者 欧阳蕾昵 摄/记者 杨清悦

子一直在和花卉园艺打交道，
与水仙日夜相伴，
从未想过改行。去年，
本市评选出了 94 名
“上海工匠”
，
施克松成为唯一
一位农业领域的获奖者。说起对工匠精神的理解，
施克松用朴实的两句话来阐述：
做一行、
爱一行；
爱一行，
专一行。

说起施家与水仙的渊源，
可追溯到 100 多
年前。上世纪 50 年代，施克松出生在崇明水
仙种植世家——施家花厢，从小便闻着水仙
的香味长大。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崇明水仙曾一度被作为资产阶级的“黑货”
禁
止种植，水仙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改革开
放后，
为复兴崇明水仙，
施克松抱着
“一定要让
崇明水仙长大”
的想法，开始了对水仙种植技
术的钻研。

攻破水仙“长不大”难题
为收集种球，
施克松奔走在崇明岛，将那
些散落在沟边和垃圾堆边的原种崇明水仙种
球一个个找寻到。为学种植技术，他曾先后
七次自费到中国最著名的水仙产地——福建
漳州，
向当地花农学习水仙种植技术，将学到
的技术和崇明水仙种植的实际结合。随后，
施克松还在上海园林科研所专家的指导下，
编写了《崇明水仙栽培技术标准》一书，
总结了
种球消毒、
土壤消毒、
选种、
畦面整理、
施肥、
预
防病虫害等种植方法。现在，使用这种标准
化方式培养出来的崇明水仙，
具有花多、
花大、
花香、
花美、
花久的特点，
崇明水仙
“长不大”
也
成了历史。
谈起种好水仙的绝招，施克松说得头头
是道：
“我总结了 4 个诀窍：一是选种技术，得
选长得大的种球；二是标准化种植技术，
要严
格按规程种植；三是阉割技术；四是催花技
术。施克松表示，用这几招培养出来的水仙

商品球会长得比拳头还大，用这种球养出的
水仙花，一个球可以开出 100 多朵花，也就是
一球一盆花。
功夫不负有心人，施克松的“诀窍”还获
得了市科委的三项技术成果，分别是“崇明水
仙花期调控和促花技术集成 ”
“崇明水仙提
纯复壮及产业化关键技术的研究 ”和“崇明
水仙新栽培模式及生产关键技术的研究 ”，
这三项技术也成为崇明水仙长大的核心技
术。

崇明水仙香飘花博会
今年 62 岁的施克松正在崇明向化镇经营
着国内最大的复瓣水仙合作社，将种植水仙
作为自己的主业。2009 年，在向化镇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由施克松牵头，在向化镇北港村
成立了上海崇明百叶水仙花专业合作社，对
崇明水仙开始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市场化销
售。施克松通过注册
“施家花厢”
商标、
开发对
群众
“胃口”
的产品和拓展销售渠道等方式，
让
崇明水仙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水仙产业也越
来越大，现在合作社每年的销售额都能维持
在 200 万元左右，
这也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一
起致富。
施克松表示，自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花农。合作社成立以来，让他最自豪的一件
事，就是崇明水仙曾参加台北国际花博会。
2010 年 11 月份，
台北要举办国际花博会，
国台
办要求上海推荐最有特色的地方花卉去参

展。
“那时崇明水仙已经小有名气，
市农委点名
要求崇明水仙参加，并向崇明县农委下发了
通知。
”
施克松回忆说，
当时他得到通知已经是
8 月底了，但崇明水仙一般 10 月中旬发芽、12
月中下旬开花，
现在要提前到 11 月份开花，
行
吗？
“我对我的水仙，
对我的技术很有信心，
所
以接受了这个任务。
”
随后，
施克松开始紧锣密
鼓地准备参展的事情：首先是严格筛选水仙
商品球，
确保展示的水仙球是最好的；
为加速
水仙的生长，在市科研机构的帮助下，
施克松
使用“雕刻法”和“光照法”
促生。功夫不负有
心人，
崇明水仙最终香飘花博会，受到中外游
客的一致称赞，
为上海增了光，台北国际花博
会组委会还专程给施克松发来表扬信。

将水仙做成品牌产业
如今，已入花甲之年的施克松还是一门
心思把全部精力扑在他的花上。
“既然做了这
行，
就要有事业心、
责任心，
把事情踏踏实实做
好。还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将这行
做精做大。
”施克松告诉记者，今年，崇明水仙
的展示平台多了，宣传面广了，虽然生产总量
大，
但剩余已经不多，
90%都已售出，
销量估计
是去年的1.5倍。对于未来，
施克松信心满满，
“崇明水仙不仅经济效益明显，社会效益也很
好。我们合作社已带动周边近 50 户农户一起
致富”
。在施克松的带教下，
一批种植水仙的
“土专家”
开始能独当一面，
将继续沿着历史的
轨迹，
将崇明水仙做成品牌产业。

崇明农业招商第一批拟落地项目专家论证会举行

首批良田获投资意向
□通讯员 石思嫣
日前，崇明农业招商第一批拟
落地项目专家论证会在区会议中
心举行。首批意向农业经营主体
各凭实力争夺崇明一席之地。
今年年初，崇明区和市农委在
上海展览中心召开了 2018 崇明农

【简讯】

时代发展呼唤工匠，
社会进步需要工匠。在崇明，
“水仙大王”
施克松这辈

业招商推介会，面向国内外推出 5
万亩优质规模良田，吸引了一大批
优质农业经营主体参与。
本次论证会邀请了市社科院、
交大农学院、
市农科院、
市农技中心
等单位的专家，
对首批意向主体申报
的投资项目进行论证，
并从中筛选取
优，
促成意向投资项目尽快落地。首

批意向主体所涉及的投资项目地块
分布在城桥、中兴、竖新、新河等乡
镇，
项目包括农旅结合、
特色种植、
田
园文化和高科技农业开发等。
论证会采取意向主体项目陈
述、专家现场质询的方式进行。专
家组综合意向主体所提供的项目
资料和现场展示情况，对意向主体

的经济实力、管理能力、科技合作、
项目经验，项目意向投资方案是否
符合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和都
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方向，是否满
足“高科技、高品质、高附加值”特
点，是否具有“面向市场有竞争力、
面向农民有带动力、面向市民有吸
引力、面向未来有促进力”等特征
进行了综合论证考量。
经研究讨论，最终首批 13 个意
向主体申报的 16 个投资项目基本
符合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和都市现
代绿色农业发展方向，被专家组一
致建议予以通过。

青浦区金泽镇组织种养户
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
近日，青浦区金泽镇开展农产品质
量安全培训班，分片对全镇400 余户水产
养殖户、蔬菜种植及经济果林的合作社、
大户和个人进行为期 2 周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培训，
旨在进一步加强农药管理，
保
障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
培训由资深农技人员授课，对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规、
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进
行普及，
重点强调农药使用行为，明确规
定禁止使用的坚决不用、
限制使用的严格
按规定范围和剂量使用、
允许使用的严格
执行安全间隔期、
休药期使用方法。同时
要求食用农产品生产合作社、
大户及个人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农产品生产
过程农药使用记录；
并着重强调：
今后如
在抽样检验中发现问题，
将追查源头和流
向，
依法追究集体或个人的法律责任。
通过此次全员培训，进一步提高了
种养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意
识，大家表示：购买农药、鱼药去正规商
店，严格履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
品安全责任，坚决不使用违禁药物、三无
药物，切实从生产源头保证农产品的质
量安全，
真正让老百姓的餐桌更安全，吃
得更放心。
通讯员 林育根

崇明区农委对向化镇实施
生猪不规范养殖整治督查
近日，崇明区农委养殖业科、区财政
所、环保局等相关单位组成督察组，来到
向化镇，对辖区内生猪不规范养殖整治
工作实施专项督查。
督察组听取了 2017 年向化镇生猪
不规范养殖整治情况介绍汇报后，现场
查验相关退养档案，
然后随机抽取 2 户生
猪退养户进行现场检查核实，确认退养
工作的质量。最后，
督察组对向化镇按时
完成年度整治目标工作表示肯定，
并就下
阶段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要站在崇明生
态岛建设的高度，按照畜禽养殖“适度规
模、
规范生产、
种养结合、
生态平衡”
的要求，
全力推进向化镇生猪不规范养殖整治工
作，
确保年度工作目标保质保量完成；
二要
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
通过不规范养殖的
整治工作，
改善向化镇环境质量，
提升人居
环境，
保障地产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及人民
群众生活质量；
三要站在生猪养殖户的立
场，按照“公正、公平、公开”
的原则，
严格
执行退养要求和退养补贴标准，保障生
猪退养户的合法利益。 通讯员 邱鲁萍

闵行农技中心指导
蔬菜病虫防治工作
新春以来，为掌握在田蔬菜病虫害
发生情况，
及时开展防治指导，闵行区农
业技术服务中心对浦江镇南片的汇良果
蔬专业合作社、浦义蔬菜专业合作社等
部分蔬菜基地进行了巡回调查。
当前正处于春播蔬菜生产的繁忙时
期，
农技中心的技术人员对在田的茄果瓜
类秧苗和早茬种植的番茄、
辣椒等作物开
展了病虫害发生情况调查。结果表明，
叶
霉病、
白粉虱基本不发生。技术人员还询
问了相关的防治用药情况，
并针对今年推
进的绿色认证工作，
在蔬菜科学安全用药
方面予以详细指导，
为全区蔬菜绿色生产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讯员 闵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