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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姜 靖2020 年 1 月 7 日 星期二 KE TE PAI ZAI XING DONG 科特派在行动

大到 145 米的郑和宝船，小到 72 公分的福船

模型，还有福船文化衍生出的杯子、帽子、旅游伴

手礼等文创产品……在福建泉州大福古船模公

司的福船展厅里，这些精致的物件，曾“驶进”了

2018 世界闽南文化节、第 15 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等高大上的舞台参展。

自古以来，福船皆为福建海文化的一张名

片。而现在，作为泉州市科技特派员、群众文化

馆员的郭景滨，成了这张海文化名片的“派送

员”。在他的帮助下，大福古船模公司将福船做

成文创产业逐步向海内外推广。

位于福建省湄洲湾南岸的泉州市泉港区，

是座因港而兴的新兴城区，头顶石化新城、海盐

文化之乡等诸多光环。如今，从渔港海畔到涂

岭茶山，一支支科特派队伍正活跃在青山绿水

间。该区充分发挥科特派“机制活”的优势，全

力推进科特派服务领域，从单一农业生产领域，

拓宽到农业深加工、化工、文创等二三产业，积

极打造区域特色创新品牌。该区惠屿村、东张

村在科特派的帮扶下，还分别入选全国最美渔

村、文明村。

在很多人印象里，科特派的服务领域似乎终

究离不开农业。然而，在泉港，2010年，该区首次

向工业领域下派科技特派员，如今，又扩展到了

文化产业。“当前，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一二三

产业加速融合。这是从国情出发，用科技赋能优

势，带动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和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泉港区委书记梁炳辉说。

泉港区古福船制作技艺已流传百年。2015

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授予泉港区“中国

水密隔舱福船文化之乡”的称号。然而，改变传

统行业的单一性、突破产品新的设计定位、福船

技艺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成为新时期泉港区面临

的挑战。

“福船，以前是作为载人的载体，现在成为传

播文化的载体。传播福船文化，就是在延续以前

古代造船人吃苦耐劳，不怕困难、执着的精神。”

郭景滨说，经过深入摸底，他为大福古船模公司

精心制定了 12 条产业发展建议，他认为，挖掘船

模的设计定位、拓展营销，将福船文化打造成为

闽南文化产业特色品牌是方向。

在郭景滨的推动下，企业在福船模型制作工

艺中融入了机械雕刻、电脑雕刻等创新技术，衍

生出杯子、帽子、旅游伴手礼等文创产品。凭借

自身优势，他加强对文创基地建设的策划研究，

积极策划开展海丝非遗双创共建活动、海外华裔

少年实践活动等，除此之外，福船模文创基地还

被纳入“泉港区精品一日游”旅游线路，拓宽福船

文化传播途径。

小小伴手礼登上了大雅之堂

特有范儿

“一开始我不懂枣树修剪，果树坐果不好，收入也很低，都想

放弃了。后来认识了塔里木大学的科技特派员吴翠云教授，她

教我修剪、环剥环割、叶面喷肥等技术，让我种枣树挣上了钱，更

加坚定了种植的信心，周围的枣农看了都眼红。”

1 月 3 日，新疆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农场职工郝志明，说起科

技特派员吴翠云教授显得特别激动。从 2011 年他开始种植枣

树，就得到吴翠云的耐心指导。

塔里木大学植物科学学院园艺林学系主任吴翠云教授担任

科技特派员20年以来，足迹踏遍南疆各地。她瞄准南疆百姓的科

技需求，培训基层技术人员及职工群众9000余人次，把探索形成

的高效优质栽培理论与技术体系成果应用于枣产业，示范推广面

积达50多万亩。当地职工群众亲切地称她为“红枣公主”。

赫赫有名的果树专家

1962 年，她父母从内地来到南疆工作。吴翠云从小在洛浦

县长大，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让她对农业有着深刻的认识，对

老百姓有着特殊的情怀。

吴翠云早年就加入了由塔里木大学老教授闫春雨带领的果

树育种研究团队，从事早熟梨新品种选育工作。

“刚进团队的头 5 年，我负责调查 320 株库尔勒香梨杂交后

代的生长习性，平均每 3—5 天调查一次，逐株进行记录。工作

十分枯燥，但我坚持下来了。”吴翠云说。

选育出新品系后，她跟随团队在各示范区进行品种比较试

验和区域性试验种植。经过 10年的不懈努力，于 2000年选育出

早熟优质梨新品种“新梨 7号”。

该品种在阿克苏、库尔勒等地示范种植后，很快被推广到河

北、山东等省区大面积栽培，目前已成为全国早熟梨栽培的首选

优质品种。

作为塔里木大学果树学科带头人，吴翠云科研成果累累，是

塔里木大学赫赫有名的果树专家。

助力群众脱贫增收

近年来，兵团南疆师团红枣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红枣产业成

为兵团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项重大“动作”。

为落实科技特派员帮扶计划，助力群众增收脱贫，自 2013

年以来，吴翠云就一直在技术上帮扶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团场 47

团，将团场和种植户对技术的需求当成自己的责任。

为解决职工树形紊乱与树体早衰、枣树施肥盲目盲从、枣树

冻害及盐碱危害、枣果品质不高等问题，她制定枣栽培模式和生

产技术标准，推广枣园林下覆盖、林下生草养殖技术，集成示范

“果—草—禽/畜复合生态种养新模式”。

为促进多渠道增收，吴翠云建议种植户在枣园中实行枣—

草—禽（畜）生态栽培模式。“在果园里种草，不仅可以保持湿度，

在枣树花期调节小气候，利于坐果，还能把草作为绿肥，给土壤

提供有机质。”她说。

在南疆普遍缺水的情况下，林下人工种草很难推行，吴翠云

苦苦思索突破路径。她在基层走访时发现，个别枣园生长着一

种名叫“地锦”的草本植物。这种草呈匍匐状成长，抗旱性和耐

盐碱能力都很强，而且自然生长，不需要特殊人工管理。

经了解，她得知这是一种维吾尔医药材，立刻向 47 团领导

建议，让种植户在果园中人工种植这种草。近几年，47 团不少

种植户纷纷种植维药“地锦草”，亩增收 700多元。在同时，吴翠

云多方引导种植户发展林下养殖。目前，四十七团发展林下养

殖的种植户超过 150户，平均每只禽类利润 20多元，一些种植户

年增收上万元。

心里始终装着果树和果农

为加大关键技术研发与推广力度，主动融入向南发展战略，

这几年，吴翠云带领课题组成员在南疆开展枣树标准化直播建

园、密植枣园高效优质栽培技术示范。

“吴教授没有架子，亲切得很，我们都很喜欢她……”47 团

职工艾力·卡斯木这些年一直惦念着吴翠云。

2016年 6月，吴翠云在洛浦县、和田县乡镇向农民传授果树

夏季修剪技术。她从早忙到晚，未得到充分休息，吐泻不止，住

进当地医院。像以往一样，她不顾医生劝阻，次日一早，就来到

艾力·卡斯木的枣园，示范枣树修剪技术，解答技术难题。

有多少个周末、节假日，是在果园里度过的，吴翠云已记不

清楚了。“在基层做技术服务，体会最深的就是群众想通过应用

科学技术增收致富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每次去都想让我多讲一

些，这让我觉得自己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我的手机 24小时开机，只要农民打电话咨询技术，我尽力

马上解答；遇到电话沟通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就抽时间到地里去

解决。”吴翠云说。

有人问吴翠云教授，是什么让她如此拼命？她说：“群众对

我的认可，是我的价值所在。看到老百姓依靠科技脱贫后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让我有种说不出的喜悦。”

“红枣公主”吴翠云：

踏遍南疆各地，示范推广50多万亩

本报记者 朱 彤 通讯员 杨宝仁

科特派跨界搞文创科特派跨界搞文创
为农业发展培育新动能为农业发展培育新动能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 讯 员 庄学林 胡凤兰

走进泉港区涂岭镇的涂岭山上，延绵茶山呈

现眼前。记者了解到，这片呈微酸性的红土地，

种茶历史悠久，出产的茶叶口感清醇。然而，在

21 世纪初，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低端粗放的生产

加工，渐渐地让涂岭茶叶失去了市场，“涂岭红”

工艺几近失传。“茶叶最贵的时候一斤才 30元，随

几近失传工艺入选“非遗”项目

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许多茶农纷纷转行。”

福建省科技特派员、高级农艺师吴辉木说。

面对困境，吴辉木却选择了坚守。多年来，

他研究出一套完整的涂岭红茶加工工艺，将涂岭

红茶从粗加工向高端红茶加工转变，推动这项技

艺成为“泉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项目”，创立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红茶品牌。

“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在科研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吴辉木说，在传统与现代工艺之

间，他对制茶工艺进行了大胆创新，采用传统的

棕扫、竹筛、木楺盘和铁锅，让茶叶不受机具污

染；同时一改过去涂岭红茶手工炒制习惯，引进

液化气炒干机、电热提香机等半自动化制茶工

具，做到温湿度更可控，确保茶叶品质稳定。

随着涂岭红茶名气的提升，市场逐步“回

温”，在吴辉木的带动下，涂岭镇茶农每年增加收

入达 1500 万元。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茶叶采摘

和加工技术不够规范，吴辉木还以泉港涂岭红茶

叶专业合作社为依托，针对妇女就业人数开展

“涂岭红”技术培训，近 3 年来，共计培训 220 人

次，有效解决了困难户妇女就业问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农业转型升

级提供了强劲驱动力，不能再用传统的眼光看待三

农问题。”泉港区科技局局长吕伟成表示，农业生产

方式已由单一的传统生产，逐渐向产业化、规范化、

品牌化发展，科技特派员制度植根三农，必须准确

把握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时代特征，在产业链各环

节开展创业服务，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新业态。

打造南洋楼阅读室、修缮小花园、窗台摆上

乡土特色的文创产品，让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慕名

而来一睹风采……走进全国文明村的泉港区东

张村，33座沉寂在历史中的“南洋楼”正焕发着新

活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及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要求，激发出了农村发展的无限动能。

在泉州市科技特派员、农艺师刘耕杰的指导

下，利园农业技术（泉州）有限公司建立起全省最大

的现代化设施农业基地，建成200亩水培蔬菜基地

作为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不仅深耕现代农业，刘

耕杰还充分发挥科特派人才资源优势，与优加众创

空间联合建设起以“乡村+文创”为思路的“南洋创

客小镇”，带动东张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对于泉州人来说，一幢幢中西合璧的南洋

楼，饱含一段段漂洋过海、爱拼敢赢、白手起家的

奋斗故事，满载着南洋华侨的浓浓乡愁，却因不

断闲置而在历史中沉寂。如今，以“南洋楼”为载

体，刘耕杰联合优加众创空间，开展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实施大中专星火计划、举办了一系列乡

村青年创客季活动，闯出了一条“文创助推乡村

振兴”的发展之路。

在东张村，乡村旅游、乡村摄影、乡村文创产

品开发、农耕研学、传统的红团 DIY、花卉微景观

DIY，一系列的“农文旅”项目的开展，逐渐盘活

了全村的产品与资源。“村里的妇女也参与到南

洋楼的活化文创中来，通过传统小吃红团 DIY 活

动、栽培花卉和定期的花艺讲座为乡村旅游增添

色彩。”优加众创空间负责人柯龙俊说。

东张村的嬗变，源自该村强化改革思维，探

索发展村落文创产业的创举。科技特派员力量

的注入，用科技力量撬动文化新动能，用文化唤

醒乡愁，赋予了农村发展的“造血能力”，将日渐

“空心化”的乡村建设成为了美丽家园。

吕伟成表示，在一支支科技特派员队伍的推

动下，文创产业不仅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也

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高新

技术转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正成为泉港区经

济发展新“引擎”。

老屋“变废为宝”，古村重焕生机

吴翠云在洛浦县传授果树修剪技术 受访者供图

福船模型 受访者供图

福建泉州市泉港区充

分发挥科特派“机制活”的

优势，全力推进科特派服务

领域，从单一农业生产领

域，拓宽到农业深加工、化

工、文创等二三产业，积极

打造区域特色创新品牌。

“对，我就叫王玉静，是个大老爷们。”这位身

高一米八的壮汉一开口，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王玉静是宁夏吴忠市扁担沟镇烽火墩村的

“红人”，不光因为名字。2009年，他发展“党支部+

合作社+基地+农户+市场”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

带动周边 1.6 万亩果品产业发展，为社员户均增收

6000 元。同时，作为一名有着多年果树种植经验

的科技特派员，他还帮助 30户贫困家庭脱贫致富。

去年 5 月，宁夏第三届“最美科技人”揭晓，王

玉静榜上有名。“不管啥时候，都要靠科技。”他感

慨道。

“种出最好的苹果”

距离吴忠市利通区市区 25 公里的扁担沟镇，

曾经以条件艰苦出了名。

这里家家户户都种苹果，20世纪 90年代初期，

王玉静也有了一个占地几十亩的果园。然而由于

种植品种单一，没有品牌效应，他和乡亲们的苹果

每斤只售 0.1元。

“最后果园被挖掉了，我特别心疼，其实这个

产业还是非常好的。”王玉静无限惋惜。

痛定思痛。

王玉静意识到自己归根到底还是缺乏先进技

术。于是在1996年，他带着四处筹借的1600元只身

前往陕西省洛川县学习嫁接、栽培、灌溉等技术。

在洛川，王玉静大开眼界。“为啥人家种的苹

果虫害少、品质好？首先

就得给苹果套袋，而我之

前听都没听过。”

学 成 归 来 后 ，他 开

始率先在宁夏尝试苹果

套袋技术。起初，由于

技术掌握不全面，苹果

着色不太均匀，直接损

失达 1万元。

“这个产业别人能做

起来，我为啥不行？”不服

输的王玉静又买来各类

书籍边学边试，3 年后，

果园终于迎来大丰收。

仅 4 天时间，个大、色鲜、

可口的两万斤苹果被抢

购一空，每斤售价达到了

1.2元。

2009 年，王玉静加入科技特派员队伍，带领周

边果农一起发展科学种植。他经常说：“我们科特

派不但要种苹果，还要种出来最好的苹果，让它们

市场上有吸引力。”

在他的努力下，烽火墩村周边的果树种植面积

从300亩发展到3000亩，目前已经达到10000亩。

让果农成半个专家

加入科特派那年，王玉静决定将品牌效益推

广开来。

他联合 6户社员共同出资 55万元，创办了专门

从事果品生产技术服务、预冷销售为一体的果品

产销专业合作社，发展新型农业经营模式。

偌大的合作社，他安排了一间 100平方米的屋

子作为培训专用室。“没有科技支撑，咋能种出优

质苹果呢？果农一点果树知识都没有，所以我的

任务来了，要把大家种苹果的技术培训好。”

这些年，王玉静每年至少举办 15—20 期培训

班，累计发放宣传册 8000 余册。他的合作社现有

会员 804户，果农一个个俨然是半个专家。

“有了科技做支撑，不愁果子卖不上好价钱。”

王玉静自信满满。他说自己种的苹果还有一个

“秘笈”，那就是硒。

2014 年，他经吴忠市科协牵线，带着苹果、取

了土壤，来到宁夏农林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中心

做检测，结果显示硒元素含量非常高。

巧的是，吴忠市基于丰富的硒土壤资源，第二

年决定成立硒产业办公室。王玉静借着这个“东

风”，积极带领果农推广富硒果品种植。他还注册

了“塞硒士”商标，扁担沟的苹果一时名声大噪。

经过多年奋斗，王玉静建设优质经果林生产

基地 8400亩，实现年产优质富硒果品 4700吨、销售

额达到 940 多万元。合作社被评为全国优秀专业

合作社，个人也先后获得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

带头人、自治区十佳果品生产技术能手等荣誉。

荣获宁夏“最美科技人”

王玉静常说，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只有不断

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发展绿色营养农产品，

路子才能越走越宽。

为了打好“富硒”这一金字招牌并形成合力，

2016年，吴忠市又成立了富硒农产品协会，王玉静被

推选为秘书长。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这几年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但我一个人富了

没啥值得说道的，通过科技带领身边的群众共同

致富，这才算干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他说。

在他的张罗下，富硒农产品协会成员单位已

达 72家，涉及水果、小杂粮、大米、枸杞、面粉、牛羊

肉等多个产业。吴忠市的“富硒”招牌，名气越来

越响。

王玉静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让利于民。在他的

合作社，苹果收购价每斤一律高于市场价 0.3 元。

亩产量按照 4000 斤计算，农户每亩苹果可以多挣

1200元。

在科学种植的同时，他还热心扶贫济困。在

他的指导下，贫困户马秀权也种起了苹果树，年收

入达 1.9 万元。“我还在合作社的果园打工，一年能

挣个七八千。”马秀权说，是王玉静帮他摘掉了“穷

帽子”。

2019 年 5 月 23 日，46 岁的王玉静荣获宁夏

“最美科技人”称号，是 11 位获奖者中唯一的“土

专家”。

“是‘科特派’身份让我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誉，

我感到很荣幸。我要继续深造自己，把个人所学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果农，带领更多人发家致富。”

王玉静说。

王玉静：“糙汉子”的“苹果经”

王迎霞 通讯员 张纫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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