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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报道

孙少起：34年凝聚“农业强国梦”
特约记者 文怀成

作为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在中国约 6 亿农民
养活着 13.6 亿人口，也就是一位农民仅能养活
1—2 名人口，中国每年仍需进口大量粮食等农产
品……

当“农村空心化”、“土地城镇化”的现实让粮食

增产不断面临挑战时，人们开始关心起粮食产量持

续增长的情况；寻找城市扩张的边界在哪里；高呼应

严控土地的城镇化；甚至引发中国如何拥有真正意

义上的“现代职业农民”等一系列关乎国家血脉产业

的广泛思考。

当“现代职业农民”还为学者所觅寻和定义时，

在天津，有这样一位农民，始终坚守在田间地头，把

全部青春献给了农业，从默默无闻的个体户发展成

为在戈壁滩上创造世界农业奇迹的“蘑菇大王”———

孙少起，从普通农民家庭成长起来的他，淳朴憨厚的

背后，却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抱负。

孙少起的名片上，赫然印着两个完

全不同的职务：凯润集团的董事长，中共

天津市援疆农业项目前方副总指挥。对

于那些不了解孙少起的人来说，似乎很

难将眼前这位皮肤黝黑的农民企业家与

第二个头衔联系起来。而对于孙少起而

言，他的确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事业会

发展到新疆的荒漠和戈壁滩上，成为天

津市援疆的一分子，而且还成为重点示

范对象。

这一切的开始还要追溯到 3年前。
2010年 3月，全国对口援疆工作会

议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了天津对口支援

新疆和田地区下属的 3 个县：策勒、于
田、民丰。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对口援疆工

作。

当时凯润集团已是天津市重点龙头

农业企业，与另外两家生产食用菌的企

业一起被政府列为援疆农业项目的候选

对象。

孙少起清楚地记得那是 2010 年 7
月 25日的下午，他接到了天津市农委打
来的电话，通知他 26日早上集合去新疆
考察农业。

第二天一大早，孙少起和另外两家

企业的老总随同有关领导和专家，经过 6
个多小时的飞行到达了新疆和田地区。

午饭过后，孙少起便随他人一起登

上了开往策勒县的中巴车，一上午的旅

途劳累很快使他在车上进入梦乡。当车

到达目的地停下之后，从梦中醒来的孙

少起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荒凉得什么

都没有，满眼尽是沙漠！”看着 713亩的
沙漠，孙少起和另外两位企业家顿时目

瞪口呆。

“那俩人沉默不语，远远的到一边抽

烟去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孙少起哈

哈笑了起来。他坦诚地说当时自己也有

点犹豫，虽然之前参加过思想动员会，但

他万万没有想到是自己原本打算大干一

番的地方，竟是一片不毛之地。

然而，孙少起心里明白，自己决不能

拍屁股走人。

“政府帮了我那么多年，我又是一名

中国共产党党员，现在党和政府信任我、

需要我，我不能‘掉链子’，多大的困难也

要克服！”其实孙少起对食用菌项目的可

行性也有过考虑，“自己当时想的也很简

单，建几个大棚种食用菌，建个奶牛场养

百头牛，当地也有秸秆，把这几个一结

合，循环农业不就有了嘛！”

觉悟过人的思想加上敢想敢干的性

格，当晚的工作会议上，孙少起当即表态

“领命”———愿意在沙漠里大干一场。

说干就干！28日晚，孙少起乘机从乌
鲁木齐返回天津，之后他经过两天的苦

战，完成了规划报告。这份报告经过专家

的考察和论证后，多次修改。与此同时，孙

少起也着手办理在策勒使用土地的手续。

2010年 8月 28日，市农委领导带队来到
凯润集团召开会议，规划方案被最后定

稿，同时希望争取半个月内启动工程。

“31 日我们就赶到了策勒，正式
开工。设计大棚、修建奶牛场、运器

材……干了 80 多天结束了工程，并
种出了香菇、平菇等食用菌。”孙少起

说，他们是天津市第一个援疆企业，市农

委是援疆农业项目的前方指挥部，他自

然也就成了副指挥。

结束工程项目后，打算歇口气的孙

少起又一次接到了上级命令。2011年 3
月 18 日，市有关方面通知他，沙漠的园
区项目缓建，在策勒县的戈壁滩选择

1500亩的土地建食用菌大棚。
“大干100 天”这是天津市委、市政

府对孙少起他们提出的项目工期要

求。要在一百天内结束工程，孙少起和

他的同事们经历了常人想象不到的困

难。

刮不完的风沙，加上持续的干旱，很

快让孙少起他们遭受了皮肉之痛。缺水

让他们每个人的嘴角变得干裂、起泡，

“谁也不敢开玩笑，一笑嘴疼得不得

了。”

环境的艰苦加上日夜的操劳，孙少

起在那段时间里，身体消瘦许多，脸也晒

得黝黑。最终他凭着“要干就干到底，不

能半途而废”的倔强个性，带领员工克服

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建成了 353个食用
菌温室大棚及其配套设施，首次在戈壁

滩上成功种植出灵芝、茶树菇、香菇、平

菇等多个品种的食用菌。

援疆农业项目的建设给策勒县带来

了良好的就业机遇，当地维吾尔族人民

在园区就业人数随着项目的进展不断增

长，这给他们增加收入的同时，也使他们

的农业技术得到了提高。

孙少起的园区在当地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反响。2011年 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带领自治区有关负责

人到园区进行视察，对天津援疆工作给

予高度评价，对园区建设水平给予高度

赞扬。孙少起决定出资 1000万元，把食
用菌项目建设成为展示“天津风采、体现

天津速度、感知天津精神”的示范工程。

同年的 11月 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和天津

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兴国带领天津市党

政代表团赴新疆和田地区考察，在“天

津-策勒食用菌科技示范园”的现场，张
高丽饶有兴致地听完孙少起对园区建设

的介绍后，他对园区的建设和食用菌生

产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称赞孙少起

在 1500亩的戈壁滩上创造出了奇迹。
2012年 8月 9日，天津市委副书记、

市长黄兴国率天津市代表团再次来到天

津策勒食用菌科技示范园区为本市专家

服务站揭牌，并亲切看望慰问了孙少起

和其他援疆干部。

“选择了农业，有人说我是神经病，

但我创造出了新品种、新成果，农民们高

兴，党和政府也高兴，那我就不认为我的

选择是错误的。我还要在这条路上继续

走下去。”这位从天津农村创业走来的农

民企业家，带着他的“农业强国梦”来到

新疆的荒漠与戈壁，最终让梦想照进现

实。

创业之难，风雨兼程。创业之艰，满

路荆棘。

市场经济瞬息万变，机遇与挑战并

存，收益与风险同在。

1998年天津市各区县的养鱼面积开
始迅速扩大，规模大的上万亩，稍小的也

有几百亩，加上养殖户引进的鱼种同质

化严重，残酷的现实令养殖户忧心忡

忡———市场上充斥着鲫鱼、鲤鱼、花白鲢

鱼等大量品种，天津市场呈现出饱和状

态。

另一方面，多年来大规模的养鱼缺

乏可持续的水质管理技术，导致不少鱼

塘的水质老化，引发鱼病成灾，造成水产

品的品质严重下降。

“在市场去卖，别人一听是西青的

鱼，就没人买了。”孙少起说。

孙少起带领的凯润集团惨遭滑铁

卢。1999年，公司损失近800万元。“前几
年挣的钱基本上都赔进去了，到了2000
年，不得不靠贷款勉强维持。”孙少起回

忆道。

身处创业以来的最低谷，或许正是

倔强不服输的性格，还有多年磨炼而出

的坚强意志，造就了个人超常的笃定与

信念，他选择迎难而上，要让凯润绝地逢

生。“不把事干成了，决不罢休！”孙少起

斩钉截铁地说。

为了改善公司水产养殖状况，他到

南方渔业基地学习先进养殖经验。几次

的南方之行让孙少起不仅学习到了先进

的水质调整技术，也看到了公司养殖的

鱼类品种结构单一的问题，于是他决定

对养殖品种进行优化。

经过两年调整，终于有了好转，开始

恢复盈利。艰难的日子虽然熬过去了，孙

少起痛定思痛，几番思索后，他认为公司

存在产品单一，缺乏创新的问题。

“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风险太

大了。”孙少起认为只有开辟新的领域，

才能增强公司的风险抵抗能力，又能拓

展公司的收益渠道。

于是，2002年他从银行贷款400多万
元，从荷兰引进奶牛，办起了奶牛场。

然而起初奶牛场的效益并不理想，

粗放的养殖方法以及单一产品销售渠道

给公司带来了新的亏损：每个月奶牛场

最少赔3万，最多达6万多元。
就在孙少起苦于奶牛场效益不佳又

无良策之时，一枚小小的鸡蛋给他带来

了意想不到的启示。

那年孙少起参加在海口市举办的水

产养殖研讨会，一早在宾馆吃早餐去餐

台取鸡蛋的时候，发现前面两个人都拿

起同一盘的鸡蛋时看了又看，不知何故

又都放下了。

“难道是鸡蛋坏了，所以他们都不吃

了？”孙少起一边在心里想，一边拿起鸡

蛋闻了起来，但他并没有发现鸡蛋有任

何异味。满腹疑问的他便拉住前面的人

问个明白，对方笑着告诉他，他们是因为

看到鸡蛋没有无公害标识，担心鸡蛋不

健康，所以不敢吃。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孙少起这才知

道南方已经开始流行无公害产品，而当

时天津市场还是一片空白。孙少起敏锐

地感觉到商机来了，公司的奶牛场有救

了。

洞察到了商机，更要把握先机。孙少

起返回天津后第一时间把自己公司的所

有产品进行了无公害认证。2003年，天津
市开始推广无公害认证，在很多农业企

业对此还不以为然的时候，孙少起已经

占领了这片市场。奶牛场的无公害认证

奶吸引了蒙牛乳业集团，双方达成合作

协议。于是，奶牛的收益可以高枕无忧

了。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就在孙少起还沉浸在奶牛场一天天壮

大的喜悦之情中时，新的麻烦来了。

“奶牛多了，牛的粪便也多了。”望着养

牛场里小山一样堆起的牛粪，孙少起

犯了难。

苦恼于牛粪处理的孙少起，不久在

厦门的一次会议上，结识了一位卖饲料

的江总，这位江总不仅卖饲料，而且还生

产食用菌。在会议期间，江总向孙少起引

荐了厦门大学的一位农学博士。于是，孙

少起向卢博士倾诉起令自己头疼的牛粪

之苦。这位博士告诉他，牛粪是食用菌种

植难得的好材料，并且还告诉他，江总种

植的食用菌就是利用牛粪作基质，而且

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博士的话令孙少起喜出望外，经过

一番努力，最终从江总那里拿到了牛粪

变食用菌培养基质技术的手抄本。之后，

他又辗转安徽和山东寿光、河南夏邑等

地考察，最终全面掌握了食用菌生产的

技术。

2004年孙少起投资50万元，建成3个
食用菌种植大棚，在公司开始试种牛粪

做培养基的食用菌。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5年食用菌种植取得了成功。从此，孙
少起带领的凯润集团走上了一条崭新的

发展道路，开始迈向了发展农业循环经

济的光辉之路。

2006年，食用菌种植盈利30万元。此
后，孙少起逐年扩大食用菌种植规模，与

此同时他带领的凯润集团一路高歌前

进。如今，凯润集团已发展到占地面积

5500亩，拥有员工660人，形成年产食用
菌4500吨、菌棒180万棒，鲜牛奶2900吨，
淡水鱼虾3000吨、鱼虾苗5.5亿尾，花卉苗
木85万株的生产规模，成为天津市最大
的食用菌生产基地，也成为实践农业循

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典范。

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的津沽大地上迎来了一
件大喜事：8月 7日至 11日，邓小平到天津视察工
作并作重要指示。对此，全市人民都沉浸在对天津未

来发展的美好憧憬中。

那年，年仅 16岁的孙少起刚刚初中毕业，对未
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身材瘦小的他回到老家王稳

庄镇小孙庄村，在家干了一个多月的农活儿，恰巧此

时村里农机站在招农机操作工，得知这个消息后他

灵机一动决定去试试。

功夫不负有心人，勤快能干的孙少起不久就尝

到了在农机局做农机手的甜头。1982年，他的年收
入就突破了一万元，成了全区首个“万元户”。到了

1984年，他的年收入已经增加到了一万六千多元。
就在村里人还对这个抱着“金饭碗”、当起“万

元户”不愁衣食的年轻小伙一脸羡慕和无不佩服

时，谁都没想到他将要干一件让全村人都大跌眼

镜的事。

1985 年，小孙庄村开始了二期工程建设，宣布
将全村所有洼地挖成鱼塘。当时 22岁的孙少起不仅
年轻气盛，更是敢想敢干，得知消息后他贷款买了一

辆推土机，决定离开农机站自己单干。

当时农村流传着一句话：“要想败家，就养鱼

虾”。

1986年，孙少起在面积 50亩水面的鱼塘里养
起了白鲢，这个养殖规模在当时是十分可观的，干劲

十足的他准备捞得“第一桶金”，但是对养鱼并不在

行的他最终还是应了那句话———赔钱了。

“不懂科学的喂养，什么都喂，麦麸、豆饼、面包

渣，以为撒上去鱼就吃了，结果大部分饲料都沉了水

底，水质也变坏了，最后鱼死了不少，活着的长得也

不好。”最后，孙少起赔了近 40万元。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孙少起决定向专

家请教养鱼的知识和方法，通过学习来弥补自己的

“短板”。

1987年的一天，他请来了天津农学院的专家，
才明白养鱼要混养才能提高鱼的成活率和经济效

益。通过专业指导，苦心经营的孙少起终于变亏为

盈，实现了大逆转，当年就赚了 100万。
此后，孙少起不断扩大规模，到 1989 年他已拥

有面积 300亩的鱼塘，养殖鲤鱼、鲫鱼、花白鲢鱼等
多个品种，然而到 20世纪 90年代，当地水产市场开
始走下坡路，产品销路成了他的愁事。

为了拓展市场，孙少起和他的亲戚将目光投向

了吉林省长春市等东北市场，因为当时得知那里有

一个规模很大的水产批发市场。“为了去看市场，我

们开着车，后备箱里还放着备用汽油，车里还抽着

烟，晚上怕抢劫都不敢睡……”回想起来，孙少起至

今仍觉得有些后怕。

成功开辟了东北市场后，孙少起的养鱼规模逐

年扩大，1995年达到 1800亩，1998年达到 3200亩。
与此同时，自 1992年农村市场开放后，商品开始自
由流通，他的养鸡规模也达到了 1万只。

养殖规模的急剧扩大，带来的是人手不足的现

实问题。1994年，与孙少起一起养鱼的家族人员达
到了 20多人，到 1995 年，由于人手紧张，孙少起不
得不开始雇请更多帮手。

养殖规模的扩大和雇佣人员的增多，加上多年

来对市场经济理解的不断加深，孙少起越来越觉得

有必要成立一家公司，走正规发展之路。经过深思熟

虑、充分准备考虑，认定时机已经成熟，1999年他成
立了天津市凯润淡水养殖有限公司。从此，孙少起从

单打独斗的个体户华丽转型为企业家，踏上了创业

新征程。

从“万元户”到“个体户”，再到农业龙头天津凯润集团董事长———

从手捧“铁饭碗”
到勇为“个体户”

从探索“屡败屡战”，到寻路“苦尽甘来”

从天降“援疆使命”，到创造“戈壁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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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了人人羡慕的农机手工作，

干起了“败家”的养鱼塘

从损失 800万、靠贷款维持，到从牛粪中寻找商机，

建成养殖奶牛、牛粪育菌的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

攻坚克难，在不毛之地的戈壁滩上 100 天建起

1500亩食用菌大棚

孙少起介绍菌类种植生产

天津市凯润集团董事长孙少起讲述创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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