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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说

她种出了“最适合辣椒炒肉”的辣椒
张家界妹子做快乐农业，用“漂浮育苗”技术培育辣椒苗，成为长沙最大椒苗供应商

曾经，父亲经营千亩柑橘，
家境殷实， 她过着令人艳羡的
生活。

曾经， 一场变故差点让全
家血本无归， 她决心“逃离农
业”。

现在， 她经营着一家农业
公司， 把从事农业看作件开心
的事。 她就是张家界妹子张兰
芳。

12月16日， 张兰芳接受三
湘都市报《创周刊》记者采访，
讲述自己的农业创业梦想。

父亲的愿望

12月15日， 张兰芳参加了
一场创业大赛，题为《一颗红辣
椒的成长史》 的演讲获得上午
场最高分。

隔天下午， 记者再次见到
张兰芳时， 她刚从位于望城的
育苗基地回来， 脚上还粘着泥
土。 她用自己亲身经历的“故
事”打动了评委。

张兰芳出生于张家界，老
家附近就是景区， 但张家人并
未从事旅游。

上世纪90年代， 张兰芳父
亲在村里承包了1000多亩土
地，种植柑橘。由于经营有道，
张家在很短时间内就殷实起
来。 张兰芳记得，“别人还在想
盖一层还是两层房子时， 我家
已盖了四层楼。”张家的四层小
楼被称为镇上第一建筑。

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加
深了张兰芳对农业的好感。父
亲也开始计划女儿的未来：读
农大，继承父业。

“再也不碰农业了”

然而好景不长，几年之后，
他们接连遭遇打击。

2008年， 中国南方发生大
范围冰灾。 张家的柑橘被困在
山里，运不出去。紧接着，号称
“热带瓜果头号杀手”的实蝇灾
害大面积爆发，一时间“柑橘生
蛆”传遍全国。“一毛钱一斤，别
人都不买。”一家人无奈看着成
熟的柑橘烂在枝头，“采摘下来

人工成本都不够”。
能不能换个品种试试？就

在这时，同行推荐说日本有一
个品种非常好。没多想，张家
把1000多亩地全部嫁接成了
日本品种。但是等到两年后开
花结果时，“根本不是想象的
那种”。

你明白这种感觉吗？讲到
这里， 张兰芳停下来问记者，
又自答：“所有的付出和努力，
在等待开花结果的一刻，全部
化为乌有。”

张家所有的积蓄都用光
了， 包括那栋4层楼房也被抵
押。

这时候正是2010年夏季，
张兰芳临近大学毕业，家里发
生了什么浑然不知。 有一天，
父亲“突然”去学校找她，“给
了一张卡，说这里面有两万块
钱，以后全靠你自己了。”

父亲没讲家里的事，但张
兰芳隐约感觉到了什么。随后
从母亲那里才得知， 那一刻
“心都是空的”。

毕业后，张兰芳径直去了
上海，“离湖南远远的，以后再
也不碰农业了”。

“城市里没有根，不踏实”

在上海，张兰芳开始从事
人力资源工作，凭借努力慢慢
站稳了脚跟。

但是，“农村长大的人，对
农业有天然的亲近感”。 张兰
芳觉得在城市里没有根，不踏
实。 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
烈，一闲下来她就自问：能不
能做点什么？该怎么走人生这
条路？

第二年春节，疑问变成了
离职申请。 张兰芳带着钱，坐
上绿皮火车，“到处转， 散散
心，顺便看看能有什么启发”。

这一转就是小半个中国：
广州、安徽、西安、贵州、广西、
山东。离开一地后，她就到火
车站搭乘最快发车的下一趟
列车，“很随意”。

其中一个地方，张兰芳在
当地菜市场看到有人卖蔬菜
苗，并且不像农村那样，而是
像工业品一样大批量地卖 。
“原来这个东西还可以这样
卖！” 她深受启发，“如果我父
亲当时引种成功了呢？简直不
可同日而语。”

张兰芳进一步设想：如果
我能做一个种业行业的良心
企业，那么，既能让个人收入
有保障，又能让农民完全不用
担心种苗问题。

回家后，她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父亲。没想到父亲两年前
就已在关注，“他自己在研究
了，只是没有成熟，没有和我
讲。”

冰灾过去三年，父女二人
的农业梦又合在一起。

专做适合辣椒炒肉的辣椒苗

在湖南农业大学黄科教
授的建议下，张兰芳和父亲在
岳阳建了一个种苗基地，买种
子，搭帐篷，做实验，忙活开
了。“他们说岳阳是湖南非常
大的蔬菜生产区，很适合做种
苗培育。”

然而，起初二人并无清晰
的头绪，“大家做什么我们就
做什么”。后来发现跟风不行，
一定要有一个主打产品来推
动。

那就回到原点， 从最基
本的需求出发。 湖南人最爱
吃什么？ 辣椒炒肉！“我们就
专门培育最适合做辣椒炒肉
的辣椒苗。”

经过一番市场调研和实

地考察，张兰芳选中了一个辣
椒品种，专门培育。

同很多创业故事一样，张
兰芳培育辣椒苗的过程也历
经曲折。但她不想把创业看成
“励志故事”，“经历过了， 自己
吸收就好了”。

云淡风轻背后， 自有风
雨。张兰芳记得，去年她找一
个大型农资店推销辣椒苗时，
对方以“已经有育苗商在送”
为由直接拒绝。第二次她又上
门推销，“没关系， 我放在这
里，你和别人的苗对比，卖不
了你退给我，不收一分钱。”

结果不到三天，对方就打
电话来，“再来20盘!”前段时间
又特意来电：“明年一定要更
早一点来送啊！”

2014年， 经过几年打拼，
张兰芳在育苗基地的基础上，
成立了农美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他们培育的辣椒苗，称为
“农美一号”，成活率可达90%

“农美一号” 和同类种苗
同时栽种时，能提早采收辣椒
5到7天。“蔬菜想要赚钱要么
比别人早一点，要么比别人晚
一点。同样的投入，能比别的
苗多赚5到7天的钱”， 实现了
公司、农户双赢。

“漂浮育苗”是未来趋势

“农美一号”为何受欢迎？
秘密藏在“漂浮育苗”四个字
里。

所谓“漂浮育苗”， 即无
土栽培及水培育幼苗技术 。
张兰芳解释，漂浮育苗此前在
很多领域已有应用。农美科技
把该技术移植到蔬菜领域，在
借鉴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研制
成功。

与传统的土壤育苗相比，
漂浮育苗不仅解决了“无菌培

养”问题，种苗生长所需的养
分全部溶解在水里，吸收更均
匀，成活率高，苗子也长得齐
刷刷的。

今年10月12日至13日，
中国蔬菜协会种苗分会联合
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
相关机构、企业和媒体，在北
京举办了“浪潮·机遇”2015中
国蔬菜育苗业高峰论坛。

作为种苗分会的副理事
单位， 张兰芳受邀参加了论
坛，并收获一条好消息：与会
人士认为，与传统小农经济作
坊式育苗和高投入、完全机械
化的育苗模式相比，“漂浮育
苗”是蔬菜育苗的合理选择和
未来趋势。

在论坛的“圆桌讨论”环
节，张兰芳受邀上台，是几位
嘉宾中最年轻的一个。

“农业在未来一定是一个
非常好的朝阳产业。 育种、育
苗、生产、销售，每个环节做好
自己该做的。农美科技把自己
擅长的育苗做精做透，成为湖
南乃至全国最好的蔬菜育苗
企业。”论坛结束后，她信心更
足了。

美好农业，美好生活

张兰芳是个典型的“辣妹
子”， 谈话间伴随着一串串爽
朗的笑声。 唯独说到父亲时，
她的眼神变得异样，说话声也
变成了叹息。

“父亲太辛苦了， 一个人
到中年遇到那么大的打击，还
能站起来。”张兰芳说，这么多
年，她从父亲那里学到最重要
的一课就是———坚持。

她感慨，在女儿眼中父亲
永远是一棵树， 撑起一片天，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你，遇
到困难后不要怕。 绕个弯，继
续前进”。

因为眼见过父亲的遭遇，
张兰芳想打破那种“农民很辛
苦，农业很辛苦”的观念。美好
农业，美好生活，也是“农美”
一词的寓意。

目前， 农美科技已在长
沙、湘潭、岳阳等地拥有四家
种苗研发培育基地， 除了辣
椒，还培育茄子、丝瓜、番茄、
西瓜等种苗， 年产各类种苗
1000万株， 是长沙最大的辣
椒苗供应商和湖南最大的“水
培”育苗公司。

今年8月， 张兰芳又在望
城流转了100亩地， 打算用三
年时间建成湖南最大的育苗
基地，“公司产量达到3000万
株，销售额争取1000万，成为
湖南乃至华中地区最大的蔬
菜苗供应商”。 她家抵押的四
层房子也早已经收回，“打算
装修一下做成农家乐，供游客
吃住”。

“把一样产品卖给所有人
的时候你一定是不赚钱的。就
像萝卜白菜一样， 永远卖不过
芦笋。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未
来的农业会是一种定制的、精
致农业。”

“做农业， 不要太趋利，如
果完全掉进钱眼里了， 你这个
公司离死就不久了。”

从“想远离农业”到“走进农业”，张兰芳的农业梦想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