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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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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搞农业科研的人，就要重心下沉，不仅要下得去，还得

要沉得住；下乡入村后进行创新创业，从基层发现问题，找出解

决方法，让农民受益。把论文写在大地，把成果留在农家，这是

我多年切实的体会。也只有这样，专业人员的技术才能用得上，

选择的课题、获得的成果才更具有价值。”说这些话的人，就是刚

刚获得科技部通报表扬的陈申宽。

陈申宽，内蒙古扎兰屯市人，科技部优秀科技特派员。40

多年来，他一直站在学校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前沿，围绕当

地农牧业生产实际，开展科学研究。从三尺讲台到广阔田野，他

将农科教、产学研用有机结合，在内蒙古大地上播撒下一粒粒智

慧种子。

扎根一线，破解农业生产难题

1983 年，时任内蒙古扎兰屯农牧学校教师的陈申宽，在一

次带领学生进行生产实习时，发现根潜蝇会对大豆生长造成严

重影响，这一发现，也开启了他的农业技术研发之路。

“在那个时代的中专学校，开展课题研究有许多难题，最突出

的问题就是课题经费没有保障。每一个试验，每一个数据，每一

步管理，都是和学生利用业余时间一起动手完成的。”陈申宽说。

那时，陈申宽每年都带领学生在学校农场种植试验田，到周

边旗市做调查，挑选当地主栽的大豆品种进行抗虫性试验，选用

近 20种药剂进行拌种试验，最终选出较好的品种和药剂。

通过推广和应用这些药剂，大豆产量每亩增收15公斤左右，

按呼伦贝尔市每年大豆播种面积至少在600万亩以上计算，每年

可增收9000万公斤以上，让大豆种植户实实在在得到了实惠。

1984 年，扎兰屯又遭遇了大面积向日葵菌核病，为了尽快

掌握病害的发生规律，摸清菌核萌发的条件，陈申宽把试验搬到

了家里，用了不计其数的温箱，陈申宽终于研究出了病害萌发的

生态条件，为田间预测打下良好基础。

为了保护呼伦贝尔市广阔天然草地和人工草场，陈申宽历

经 10 余年，利用假期和课外休息时间完成了“呼伦贝尔市草地

病害发生与防治的研究”课题，该课题成果编著入《呼伦贝尔市

草地有害生物防治》一书，并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集聚力量，将服务重心落在基层

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气候反常，降雨时多时少，农作物减产时

有发生。当地农民杨富东种了 50 多亩玉米，陈申宽的帮助，使

他的收入由人均 1000元提高到人均 5000元。“多亏有了陈老师，

给我送来了免费的玉米种子和玉米专业肥，还亲自指导我种植，

让我在反常之年喜获丰收，真是太感谢他了。”杨福东说。

这样的感谢收到了多少，陈申宽已经记不清了。常年服务基

层的陈申宽深刻地认识到，农村科技力量严重不足是制约农村生

产力发展的最突出矛盾。他经常说：“农业科研成果远离农民，难

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只有加强农村基层的科技力量，把科技触

角直接延伸到农村农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

2014 年 3 月，陈申宽牵头成立了呼伦贝尔申宽生物技术研

究所，2019 年又联合呼伦贝尔市科技情报研究所，组织成立了

呼伦贝尔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协会。从此，陈申宽带领研究所

和协会的科研人员们上课堂、下基层、进田间、踏草原，针对农

区、牧区、农牧结合区产业特点，选派不同专业类型的科技特派

员入村开展有针对性的团队化服务。

“我们筛选出熟化的，能够落地的农业科技成果，通过调整

产业结构，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领着农民赚。2019 年，我

们特派员工作组从苗木产业、大球盖菇生产两个产业做了尝试，

收效很好。”陈申宽介绍。

目前，陈申宽所带领的研究所和协会有 14名科技特派员服

务于扎兰屯市的17个村，有17名参加三区科技工作，服务于扎兰

屯市、阿荣旗和鄂温克旗，推广新技术8项，培养技术骨干近百人。

紧扣需求，让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只有心里装着农民，才有明确的科研方向。”自 2010 年以

来，陈申宽先后承担了扎兰屯市南木乡大兴村、卧牛河镇富裕

村、大河湾镇东升村、成吉思汗镇新站村、大河湾镇东升村等科

技特派员工作，他带领团队成员深入到田间地头，开展科研攻

关、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

同时，陈申宽开始编写调查日记，在实践中分析探索农牧业

发展状况，了解认识农牧民生产实际，积累掌握教学科研生产实

践经验，并通过课题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2018—2019 年，陈申宽团队先后承担了呼伦贝尔市“现代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山野菜资源驯化栽培技术研究”

“牧草种质资源调查筛选研究”“黑木耳废弃物再利用技术研究”

等课题，让科研成果在生产中得到转化。

陈申宽的研究所还与涉农企业进行广泛合作，并根据企业

的需要开展合作立项研究，为企业解决生产难题。研究所与满

洲里市先峰生物科技公司合作，为该公司生产菌剂产品并在种

植养殖上应用推广；与鑫城公司合作成立呼伦贝尔小东河现代

农业研发中心，建成了扎兰屯现代农业研发基地；与杨旗山公司

合作成立了内蒙古蒙东渔业产业研究院，共同承担了呼伦贝尔

市土著鱼繁殖与推广项目。

陈申宽：

文章写在大地，成果送到农家

在不适合庄稼生长的盐碱地上种蔬菜具有先

天劣势，但来自山东农业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的两

位“教授科特派”却施展绝技，实现了盐碱地上“种”

大棚，种葡萄、产食用菌的“奇迹”。

从象牙塔到盐碱地，战场的转换考验着大学教

授们。但科技特派员的身份，是沉甸甸的责任，也

意味着即使面临巨大挑战，他们也必须攻坚克难，

干出一番事业来。“教授科特派”如何巧干？骆洪义

和王健林两位教授的故事可带来一些启发。

盐碱地里红彤彤
这里西红柿年产4万斤

盐碱地里红彤彤，是对大棚西红柿的形容。盐

碱地上种蔬菜有先天劣势。然而，地处黄河三角洲

入海口的东营区景屋合作社的大棚西红柿，却能年

产 4万斤。这让人很是吃惊。

东营市地处黄三角地区，土壤中盐碱重，蔬菜

产量低，即使管理好的大棚，年产西红柿也很少超

过 2 万斤。当地种大棚需要用黄河水一遍遍“洗”

土壤中的碱，耗水量惊人。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

境学院教授骆洪义主要研究方向为无土栽培及水

溶肥理论与实践，农业有机废弃物综合利用。作为

科技特派员，他来到东营市东营区景屋村指导生

产，看着白花花的盐碱地，想出了硬招。

当下，土壤板结、盐化、病害多，越来越成为种

植蔬菜的障碍。舍弃土壤用基质，能很好地避开这

些难题。骆洪义采用农村比较多的秸秆、牛粪、蘑

菇渣等材料，经过腐熟、发酵，降低碳氮比，同时消

毒杀菌。这样做出来的基质性状稳定，成本低廉。

蔬菜种在基质里，一星期浇一次营养液。营养液根

据不同作物，同种作物不同生长时期对营养元素的

吸收特性，以及当地的灌溉水特点来配置。简单

说，就是植物需要什么营养，就在微喷的水里添加

什么营养元素。这就是骆洪义的水肥一体化栽培

研究。

但是初来乍到，即使骆洪义的教授身份，也并不

能让农民兄弟完全信服，他需要找一个“试验田”。

与东营市相邻的地级市滨州，其北部濒临渤

海，也面临着盐碱地改造问题。将水肥一体化栽培

技术落地，骆洪义选择了自己的亲戚“小试牛刀”，

大获成功。明眼人知道，这才是“硬技术”。

在当年 12 月，景屋村民种下了西红柿苗。苗

子一直绿油油的，茎秆粗壮；坐果的时候，从最下面

的第一穗到最上面的第五穗甚至第六穗，果实基本

上一样大。要知道以前，三穗的就要当次果卖，四

穗五穗的柿子根本长不起来。记者了解到，如今，

仅景屋合作社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种植的西红柿

大棚就发展到 100多个。

盐碱地里绿油油
“碱窝窝”长出现代农业庄园

“毛坨村，太偏远，出进交通不方便。远离水源

年年旱，土地宽阔光盐碱。人种天收无保障，要想

致富难上难。”在很长时间里，这段顺口溜是人们对

东营市贫困村——毛坨村的印象。这个仅有 120

户、480 多口人的小村庄，地碱、水咸、干旱，尽管拥

有 6000 多亩地，但却基本上都是“啥也种不了”的

盐碱地。

然而，当科技日报记者拜访这里时，“不毛之

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集研发、生产、休闲

观光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庄园，里面绿意诱人的蔬

菜、生机勃勃的食用菌、葡萄为参观者打开了眼界。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几年前，青岛农业大学

选派王健林教授带领的 30余名师生组成的科研队

伍，进驻毛坨村，与当地农民同吃住、面对面、零距

离交流，破解重盐碱地利用难题。

针对蔬菜栽培业，经过反复实验，专家们在重

盐碱地上利用塑料隔绝下层土壤，上层采用有机基

质，在日光温室内进行蔬菜栽培，较好地解决了重

盐碱地栽培蔬菜的技术难题；当地传统种植的棉

花，效益很差，农民经常是“连年赔钱连年种”。通

过专家们的引种、试种，筛选出了小麦、花生、甘薯、

马铃薯等作物的耐盐种质资源，建立了一整套滨海

重盐碱地粮油作物高产栽培技术体系……

如今，“不毛之地”变了样：盐碱地改良、上农下

渔、无土栽培、稻鸭共生、耐盐林果、粮油栽培等盐碱

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被人们称为“毛坨模式”。全

村人均纯收入由原来的不足千元上升到两万元以

上，毛坨村也由原来的贫困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高校把专家教授直接送到田间地头，面对面

零距离的指导农民生产，从技术上给予全方位的支

持，转变了农民的种地意识。”王健林说。让创新成

果直接转化为农民脱贫致富的现实生产力，教授与

农民实现了双赢。

盐碱地里“种”大棚，“不毛之地”变成现代农庄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马文哲

路 霞 本报记者 张景阳

以“鬼城”之城闻名的重庆丰都，现在却因

牛出了名。十几年前重庆丰都根本没有人养殖

肉牛，现在却已经成为国家级出口牛肉质量安

全示范区，当地恒都肉牛养殖规模已居亚洲第

一，所产牛肉入选全国五大牛肉品牌，并助力全

县 2017 年脱贫摘帽，全县正全力打造中国“肉牛

之都”。这一变化都源于西南大学科技特派员

的推动。

西南大学发挥学校农科特色和综合优势，组

织科技特派员 1463 人次，全方位为地方乡村振

兴、脱贫攻坚提供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持，助推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助力农民脱贫致富。

丰都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地，是三峡工程重点

移民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存在山高人

多地少、土地瘠薄、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1998

年西南地区肉牛养殖尚未起步，也没有适合当地

地理气候条件的肉牛品种，重庆市科技特派员、

西南大学教授左福元带领的肉牛科研团队决定

先从改良本地黄牛开始发展肉牛养殖产业。

“当地农户养的是耕地的黄牛，个体小、肉

少、不好吃，一头只卖几百元，当时我们说养肉牛

能卖到 3000元一头，当地农民都说我是吹牛。”左

福元笑着说，为此他还在当地得了个“吹牛教授”

的外号。

包鸾镇飞仙洞村 2002 年被选为南方肉牛改

良科研项目试点村，引入了红安格斯牛、西门塔

尔牛等 8 个世界优良品种，与本地黄牛实行杂

交。“左教授不是吹牛，是真牛！”现年 48岁的张升

鱼说，他从贷款养 3头牛开始，现在已经建起了存

栏近 200头的肉牛养殖场，一年收益达几十万元。

“吹牛教授”不吹牛，还把牛儿变成了“金

牛”。2009 年，丰都县引进了肉牛养殖和牛肉加

工大型企业恒都公司，完善养殖产业链，带领全

县发展肉牛产业。目前，肉牛科技团队主要成

员有 30 余人，涵盖产业相关的各个领域，入驻了

重庆市肉牛科技专家大院，围绕肉牛产业的各

个方面进行科研攻关，提供科技服务，攻克了品

种培育、养殖、牧草种植、饲料配制、粪污处理、

疾病防控等系列科技难题。历经十余年，该团

队筛选出适宜重庆及西南农区养殖的优良肉牛

杂交组合，杂交肉牛平均胴体重达 300 公斤以

上，比本地黄牛提高了 3 倍以上，通过屠宰、加

工等技术将每头肉牛产值提升到三万元左右，

相当于本地黄牛收入的 4—5 倍。该团队还为恒

都公司设计规划了当时亚洲单体最大的万头肉

牛育肥养殖场，研发了一系列对标国际的先进

技术并进行了应用推广。

在科技带动下，丰都肉牛产业从无到有、从

弱到强地发展了起来。2018 年丰都肉牛产值超

20 亿元，全县从事肉牛产业企业 34 家，有肉牛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 31 家。全县 2018 年共 2.1 万农

户通过养牛实现脱贫致富目标。

“吹牛教授”把牛变成“金牛”

石柱县是我国黄连的原始产地，黄连人工栽

培历史已有 700年，全国黄连产量石柱占了一半，

不过黄连产业却一直处于低端提供原料上，如何

产业升级？2003 年，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学刚作为科技特派员来到了石柱。当时黄连

花一直作为废弃物被农户弃置，李学刚决定从它

入手。

李学刚经过实验分析，发现黄连除了具有之

前人们发现的清热解毒药效之外，还具有降血

糖、降血脂、降血压等功效，黄连花同时也具有这

些功效。为了让黄连花变废为宝，李学刚经过 3

年多的努力完成了黄连花营养、功能成分、药效

学和安全性等评价的研究，将黄连花开发为“黄

连花茶”，获得技术发明专利，并无偿提供给广大

连农使用。目前，石柱连农以特色产品的形式，

每年销售黄连花茶增收几百万元。

“黄连全身都是宝，如果不能通过科技提升它

的价值，只是种植卖原料，只能处于产业的低端，

而我想做的就是通过科技对黄连进行综合开发利

用，提升深加工水平，做成黄连产业链。”李学刚

说，自己从 38 岁开始对口帮扶石柱，16 年来他往

返于重庆主城与石柱700多次，已经与黄连结下了

不解之缘，北京大学化学专业博士毕业的他利用

自己所长，将全部的心血凝聚在了黄连上。

在他的帮助下，黄连须等废弃资源成功开发

为黄连须中兽医，黄连降糖的功效被开发为新

药，通过研究寻找困扰连农多年的黄连根腐病防

治难题，开发了新工艺在种植区得到了推广应

用，提升了石柱黄连种植区的产地加工水平。

2017 年，黄连成为我国重点开发的 10 个中药材

大品种之一；2019 年，西南大学黄连研发团队协

助石柱成功申报了以黄连开发为主的重庆市市

级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

如今，石柱县每年黄连在地面积稳定在 5 万

亩左右，年产干黄连在 3000 吨左右，每年产值约

3.6亿元。2019年，李学刚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

特派员”荣誉称号。李学刚说，他的目标是能在

退休之前让石柱黄连产业做到 10个亿。

苦黄连让百姓过上甜生活

巫山脆李、忠县柑橘、巫溪土豆、石柱莼菜、

魔芋、三峡生态鱼、云阳生猪、北碚杨梅……在重

庆各地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背后都有西南大学

科技特派员的科技支撑。西南大学副校长王进

军深情地说：“可以说，重庆每一个贫困地区的山

山水水，都留下了西南大学科技人员的足迹；每

一个农业产业的发展，都凝结着西南大学专家的

心血和汗水。”

据了解，西南大学自然学科教师有 1000 多

人，注册公益性特派员 360余人，近一半涉农专业

教师都是科技特派员。累计选派科技特派员

1463 人次，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实用技术共计

120余项，建立科技专家大院 30余个，培训人员 4

万余人，在重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行动中勇

担起了科技先锋军的重任。

在科教扶贫、服务社会、为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持上，西南大学还走出

了自己的独有模式。王进军介绍，除了积极精准

地选派人员，学校还非常重视科研成果的转移转

化。同时实施基地示范工程，深化“高校+政府”

“专家+农村”“技术+产业”等多元化多层次合作

模式，建立了魔芋、黄连、柑橘、冷水鱼等 10 多个

科技示范基地，达到了示范带动作用。而且整合

了学校农业、教育、文化、管理等各专业的优势资

源，成立了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精准扶贫和区

域发展评估研究中心等 10个研究平台，为科技服

务、示范基地建设等方面提供规划、决策，为地方

提供支持。

“重庆贫困地区都处于偏远山区，特派员们

要进行科技服务每次一个来回都将行驶 1000 公

里，还要面临诸多危险和困难，为了鼓励和支持

教师们安心服务，学校计划在工作考核、职称职

级评定上制定了政策。”王进军说，学校在分类评

价中专门设立了应用推广性职称评审，不再唯论

文评定，而是从社会服务、社会效应来看，今年有

教师因此而评上了教授。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

支持特派员们立足岗位风险，投身脱贫攻坚，助

力乡村振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靠应用推广也能评教授

肉牛养殖规模亚洲第一肉牛养殖规模亚洲第一
科特派让丰都科特派让丰都““鬼城鬼城””多了一张名片多了一张名片

本报记者 雍 黎

陈申宽在田间地头 受访者供图

西南大学教授
左福元带领的肉牛
科研团队

受访者供图

“不毛之地”变了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