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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
南口农场原场长

□本报记者 王路曼

45年“南农人”成就
一辈子“南农情”

“我15岁进农场， 直到2004年退
休， 在那里工作整整45年。” 现年75岁
的陈东， 把大半辈子的岁月都留在了
南口农场里， 他挖过坑、 种过树， 也
当过电工、 做过生产设备主管， 退休
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南口农场的场长
了。 经历过半生的成长与时代的变迁，
陈东感慨万分， “45年 ‘南农人’ 成
就了一辈子 ‘南农情 ’ 。 ” 陈东说 ，
“只要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必将成
就无悔的青春。”

1959年10月， 初中毕业的陈东秉
承着 “做第一代社会主义新农民” 的
信念， 来到了南口农场， 成为南口农
场创业初期最早的一批学生建设者 。
“当时的南口农场还是一万亩的沙石荒
滩， 我们带着要把万亩荒滩上建成万
亩果园的目标， 铆足了干劲儿。” 陈
东回忆， 刚来的时候， 整日挖坑、 换
土、 种树……一系列重体力劳动， 让
原本一身 “书生气” 的学生们很快就
转变了角色， 手脚都磨出茧， 皮肤也
晒得黝黑， 但年轻人的劳动热情丝毫
不减。 “就连身材弱小的女学生也争
着抢着干活 ， 劳动场面异常火热 。”
陈东说， 每次回想到当初的场景， 他
都特别感动， “那是党的向心力引导
下的如火如荼， 是劳动者最光芒万丈

的样子。”
陈东告诉记者， 他干了三年的体

力活， 后来因为农场建设发展的需求，
开始学习电工， 安装变压器、 立起电
线杆 、 架起高压线 ， 配合机井建设 ，
陈东的岗位， 也因此从体力劳动者变
成了技术工人。 “成为技术工人就不
能单纯的只卖力气， 要花心思， 懂钻
研。” 天生好学的陈东并不满足于仅仅
做个电工， 他在调至南口农场下属一
个乳品厂后， 在兼顾电工工作的同时，
主动了解和研究生产设备， 积极学习
制冷、 热交换等其他专业领域， 到了
上世纪80年代， 陈东就升职为主管生
产的副厂长， 再后来， 更接任了厂长
职务。

“常年的技术积累， 让我比任何
人都了解我们的生产设备， 改革开放
的步伐， 更是打开了我们快速发展与
前进的新窗口。” 陈东说， 为了适应市
场需求， 他主动调整产品结构， 积极
完善管理体系。 为了鼓励职工节能降
耗， 提高生产效率， 陈东还专门设立
了 “节约奖”， 将提高的生产效率产生
的利润分给一线岗位职工， 调动广大
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在奖励机制和生
产结构调整、 销售模式创新的多重作
用下， 陈东带领的乳品厂效益越来越

好， 职工工资越来越高。
“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正是改

革开放浪潮里的繁荣缩影。” 陈东说，
他是在1993年从乳品厂调至南口农场
总场工作的， 任场长。 “那次岗位调
整， 也是要面临农场改革的新局势。”
陈东回忆， 上世纪90年代初期， 南口
农场下属果树种植产业紧缩， 下属牛
场效益不好， 人员结构也在大幅减少，
很多困难交织在一起， 又给陈东出了
一个不小的难题。

但既然接受了任务， 陈东就从来
不含糊， 他实地了解效益不好的牛场，
深挖其产量低的原因， 最终总结出通
过改善饲养方式的方法， 提高产奶量。
“当然， 扭转一个牛场的生机， 光凭我
自己干是远远不够的 。” 陈东告诉记
者， 他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自己知人善
用。 大胆启用懂行的专业人才， 最大
限度发挥用人优势， 这样才能加快农
场现代产业转型。

“之后， 仅仅三年的蜕变， 当初
那个常年亏损的牛场， 逐渐成为南口
农场里效益最好的业态。” 陈东对此也
倍感自豪。

大半生的时间过得很快， 陈东似
乎还能感受到初入农场时， 磨破鞋底
的石头 ， 吸收着炙热的阳光 ， 很烫 。
转眼到了2004年， 60岁的陈东就要光
荣退休了。 “离开南口农场我十分舍不
得，但我知道，在新的时代中 ，将有更
优秀的人接过创业者的接力棒 ，南
口农场也该有个适合时代发展的新方
向。 ”陈东笑着说。 随着退休，45年工龄
的“南农人”陈东可以舍去职位与报酬，
却难舍那份炽热的 “南农情”。

退休后， 陈东还会常常回到南口
农场， 关心企业的发展与未来。 他希
望南口农场有个更加美好又绚丽的未
来； 当然， 他也会常常与曾经在一起
奋斗过的老同事们聚会、 聊天， 用另
外一种方式纪念曾经难忘的光辉岁月。

1981接手西郊农场下属白水洼鸡
场时， 赵万清40岁， 正当年； 而白水
洼鸡场， 只有一排房子， 两间办公室。
孵化厂离养鸡场有四五里地， 没有车。
产生种蛋后， 送到孵化厂， 全靠毛驴
拉车往返运送。

对于当年的白手起家， 赵万清记
忆犹新。 最初， 养鸡场只有不到10亩
地， 只能生产 “商品代” 的鸡蛋。

“我对养鸡专业的入门，其实就是
在香山听外国专家讲课开始。 ”赵万清
说，“鸡蛋分不同种代，咱们市面上吃的
鸡蛋，都是商品代，往上是父母代，再往
上是祖代、曾祖代。那个时候，咱们国家
的技术只能生产商品代。 ”

学习了养鸡知识， 赵万清开始着
手培育父母代的鸡蛋。 由于当时国内
没有祖代原种， 也没有培育系统， 最
初的鸡蛋都是从加拿大、 美国和荷兰
进口的。 第二年， 白水洼鸡场就培育
出了父母代的鸡蛋， 进而培育出祖代
鸡蛋、 曾祖代鸡蛋。 可以出售父母代
的鸡蛋， 鸡蛋价格上去了， 鸡场的利
润也开始逐步提高。

“那时候一套父母代的鸡蛋能卖
出十几块钱 ， 能孵化商品代的鸡蛋 ，

卖给全国各地的养鸡场。” 赵万清说。
赵万清中专学自动化控制， 后来

转电气自动化专业 。 原本可以端上
“铁饭碗” 的他， 赶上困难时期， 加上
父母需要照顾， 他中途缀学， 重新回
家务农。 但是脑瓜灵、 爱学习， 在村
大队干过副队长， 干过畜牧专员， 还
搞过施工。 一次机遇， 在香山有个学
习班， 美国专家讲课， 回来后， 他就
在整个大队搞起养殖， 给大家增加收
入， 也因此被西郊农场看中。

在他的带领下， 白水洼鸡场不到
10亩地 ， 迅速增容 ， 开始置办了3亩
地， 过了几年又置办了四五亩地。 并
且在其他地方建起了隔离场。 办公厂
房同时增建。

上世纪90年代， 鸡场招了很多兽
医和畜牧专业的大学生， 赵万清虽然
没有学历， 但是他有书本知识、 有实
践知识， 能跟大学生配合， 并发挥大
学生的特长， 将鸡场管理得更加严格
细致。 “养鸡不好干， 怕鸡瘟、 怕各
种传染病。” 养鸡场建在远离村庄的地
方， 减少人员往来。 饲养员需要洗澡、
换衣、 紫外线照射后才能进入养殖场，
各种传染病还要提前做好预防免疫 。

养鸡场的规模从1000多只只能产出商
品代的鸡， 逐渐扩大为15万只可产父
母代鸡蛋的养殖场。

农场也经历过经营困难时期， 市
场经济必然有风险。 1993年， 成本8毛
钱一个的种蛋价格大跌， 跌到1毛多钱
一个， 鸡场正常运转3万套、 后备2万
套父母代的鸡蛋销售不出去。 赵万清
跟着销售员跑了宁夏 、 东北 、 山东 、
河南、 河北……全国各地的路， 效果
依然不理想。 但到了下半年， 行情开
始好转， 赵万清果断决策： 涨价！ 价
格从1块3涨到1块5再涨到1块8， 一个
月的时间， 涨到2块8毛钱。 当时也有
人提出异议， 觉得价格上涨厉害， 但
赵万清说：“市场经济，一切以市场为杠

杆。” 那年， 他为企业挣下500万元。
为了保证公平， 他在鸡场推广定

额管理制度， 种蛋受精率、 产蛋率都
有系统的管理手册 ， 到年底算定额 ，
每个人应该多少钱都清清楚楚， 特别
公平。 能挣着钱， 大伙都奔着好的方
向去做。

他也身先士卒 ， 舍得个人利益 。
那年， 鸡场超额完成了生产经营任务，
上级单位根据经济效益， 奖励赵万清
个人10万元奖金 。 赵万清觉得太多 ，
推辞之后只要了6万元。 他又将这6万
元， 分给了书记， 并给鸡场200多名职
工每人买了一床羊毛毯。 10万元奖金，
最后真正到他手里的， 只有580块钱。
第二年又是如此。

赵万清
西郊农场原场长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从两间办公室
建起3万平方米养鸡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