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特派在行动 KE TE PAI ZAI XING DONG
6

新闻热线：010—58884102
E-mail：jiangjing@stdaily.com

■责编 姜 靖 2020 年 4 月 14 日 星期二

典型派

“这个培土会不会太厚了，高老师帮忙给点

意见。”

“从图片上看，培土不均匀，要人工修复。用

稻草盖住畦面，看不见表土即可。”

福建省南平市科技特派员高允旺是远近闻

名的“竹荪大王”，眼下正是竹荪田间立柱搭棚管

理的繁忙季节，高允旺通过“慧农信”在线解答南

平市光泽县农民雷江平的提问。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福建科特派们积极借助

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服务云平台，依托平台手机端

服务系统“慧农信”，架起了与广大农户的信息沟

通“云桥梁”：农户远程“下单”生产技术难题，全

省 5000多位科特派在线协同“接单”解答，推动春

耕复产；咨询专家、视频学习等功能，在“慧农信”

上实现“一站式”服务。

“福建把运用信息技术提升科特派服务水

平，特别是把加强科特派服务云平台建设，列为

强化科技支撑，服务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一个重要措施。”福建省科技厅副厅长林岿然说，

通过科特派服务云平台及“慧农信”的建设和应

用，丰富了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供给方式，有效提

升了科特派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为科特

派工作提供精准服务、远程服务等运行支撑。

“感谢高老师告诉了市场收购价，让我的竹

荪卖了个好价钱。”“今天竹荪还没有烤干，就被

人 130 元到 135 元定了，感谢高老师帮我们增产

又增收。”这是南平市浦城县永兴镇江水玉等菇

农在“慧农信”上给高允旺的留言。

通过“慧农信”，高允旺在其专家工作室，不

仅向菇农们强调做好疫情防控措施，还远程指导

菇农们如何掌握好竹荪种植进度，耐心解答菇农

们关于竹荪种植遇到的种种问题，帮助菇农们把

脉市场销售信息。目前，他已解答菇农有关竹荪

产业种植、防病 289个问题，围绕农时农事发出技

术提醒 129项，推送参考照片 387幅。

其实，高允旺有个竹荪种植技术微信交流

群，群员 329人，其中不乏浙江、江西等地菇农，江

水玉也在群里。但是，相比微信群，江水玉表示

用“慧农信”更便捷。“高老师的群里每日都很热

闹，重要的消息容易被‘覆盖’，而且信息碎片化、

杂乱。通过‘慧农信’提出的技术问题，可以一对

一辅导，专家回复快，同时也可以比较系统地学

习高老师发布的技术要点内容。”江水玉说。

此前，国家推行“星火科技 12396”热线服

务。在此过程中，农户反映一个问题，即该热线

只有语音对话，没有图片等辅助形式，作物病虫

害的某些特征，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为此，

“慧农信”建立起“专家工作室”，农民可以在“专

家工作室”，通过语音、留言、图片等方式对专家

进行提问，或对专家的回答进行评论、点赞；同

时，专家还可以通过发“农时农事”和“工作日

志”，来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农户进行在线

图文互动交流。

据平台开发与维护单位、福建省农科院数字

所所长赵健介绍，抗击疫情期间，“慧农信”专门

开辟春耕专题，上传粮食、蔬菜等一批春耕生产

农技远程技术培训视频，截至目前，已有 142个专

题数据库和专题视频课件库，技术内容包括品

种、栽培、植保、土肥到采收加工的各个环节，还

有需求发布、成果对接、资讯推送等功能，形成比

较系统的、完整的农业科技服务。

远程解难题，实现全产业链系统服务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 讯 员 黄献光 林 扬

日前，通过“慧农信”，一份从福州传来的技

术指导“攻略”，送到 350 公里之外的光泽县城西

30公里的李坊乡石城村。

针对该村没有施用复合肥作为马铃薯基肥

的生产问题，中国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委员、福建

省农科院薯类中心副研究员罗文彬，远程连线福

建省科特派、光泽县发改和科技局副局长黄惠

珍，给出有关建议，还通过“慧农信”发送了两种

肥料的参考照片。

“多亏了科特派团队的帮助，我还以为 5亩马

铃薯用 2000 斤有机肥作基肥就够了。现在才知

道基肥下少了，将按专家意见，及时追肥，加强田

间管理，实现增产增收。”石城村力成种植合作社

负责人曾立福说。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才作为第一资

源，它可带动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为农业现

代化垫石铺路。”福建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处长

李坚义说，“慧农信”正是将人才集合在一个平

台中，让广大农户在平台上直接找到不同领域、

不同专长的专家、科特派，有效补齐“三农”发展

短板。

“打开微信右下角的‘发现’，点击‘小程序’

栏目，搜索进入‘慧农信’微信公众号，在‘问专

家’模块，输入农业各领域或者输入熟悉的专家

姓名，还可以通过筛选、比对找到您所需要的专

家，点击‘关注’这位专家，即可连线专家，获得远

程技术指导。”赵健说。此外，平台通过大数据可

视化技术，展示分析全省科特派选任分布、成效

评估等情况，也为科特派选任工作高效运行、智

能决策等提供信息化工具。

“平台经过多年的持续打造，推动全省广大

科特派入驻、服务，农户遇到的产业技术难题，都

可能在‘慧农信’上‘淘’到对口的专家。”李坚义

说。目前，科特派服务云平台及“慧农信”专家服

务领域涵盖果树、茶叶、粮油作物、瓜菜、畜牧等

地方特色产业，如“竹荪大王”高允旺、种植业专

家叶新、葡萄专家詹小敏、淡水养殖专家薛凌展、

林竹专家林振清……

对症“淘”专家，补齐三农发展短板

“肖老师好，七叶一枝花叶片上有发现失绿，

可能是什么病呢？”

“有可能是冻害或者除草剂残留的影响，后

期注意观察植株的生长与变化。”

在福建省科特派、福建省农科院资源所肖

荣凤的“专家工作室”里，记者看到福建省科特

派、福建省农科院资源所苏海兰农艺师的“忙碌

身影”。

原来，这个七叶一枝花叶片失绿的问题，来

自于一名贫困户。作为中药材专家的苏海兰请

教了植保专家肖荣凤，将综合意见回复了该农

户。不久前，苏海兰还针对难以解决的七叶一枝

花根系生长与土壤容重关系，请教了福建省科特

派、水土保持专家罗旭辉。

“‘慧农信’有效扩大了专家服务的覆盖面，

不仅让全省的农民都可以对症找专家，还克服了

单个科特派‘势单力薄’的不足，让各路科特派在

平台上‘集团作战’，协同破解各类产业技术难

题。”福建省农科院副院长余文权说。

据余文权介绍，初步统计，抗击疫情以来，全

省科特派通过科特派服务云平台及“慧农信”解答

农民提出技术问题 4144个，推送农时农事注意事

项、发表科技服务日志 5882篇。该院还在全省农

村实用技术远程培训现场直播中，向农民朋友介

绍“慧农信”有关春耕生产技术远程培训系列课

程，推广“慧农信”服务农业的操作要领，让农民不

出户即可获得专家团队及时迅速的远程支持。

林岿然表示，下一步，福建省科技厅将组织

科技特派员运用互联网+技术，强化全产业链科

技服务，通过精准对接，为三农发展补短板，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重点任务，实

现新时代新福建的奋斗目标作出新贡献。

告别“势单力薄”，各路科特派协同“接单”

特有范儿

一道题一道题50005000位专家协同解答位专家协同解答
福建科特派云端服务有福建科特派云端服务有““神器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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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拿秧、右手抛秧，甩动手臂，一棵棵翠绿的秧苗被均匀

播撒在水田里。在海南，农户们辛勤劳作，春耕有条不紊。和农

民一起忙碌在田间地头的，还有众多科技特派员们的身影，他们

悉心指导农户播种春耕，确保农业生产有序开展。

科技专家线上线下忙“传经”

“种植前，要在田地里施一些‘送嫁肥’”“你一亩施磷肥 50

公斤多了，一亩 40 公斤左右就可以了”……海口市秀英区农业

技术服务中心农艺师陈照在田地里给农户讲解如何做好水稻苗

期的田间管理时，手中的手机不断发出铃声信号，提醒微信群里

有农户在线咨询问题。

受疫情影响，春节后海南辣椒价格低迷，雪上加霜的是，到

了 2 月下旬，辣椒进入生产中后期，各类病虫害发生严重，影响

辣椒价值。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钟祥涛迅速组织

专家、科技特派员分别到三亚市天涯区、育才生态区、吉阳区的

贫困村，指导农户田间用药、水肥管理等，利用无人机为辣椒示

范基地免费防治蚜虫、红蜘蛛、白粉病等病虫害。

进入 3 月，儋州市农林科学院党总书记孙建华率领学院技

术骨干、海南省农业科技 110 中西部服务中心农技专家来到农

科所示范基地，组织玉米春耕作业，挥锄培土、开挖排水沟，第一

阶段玉米秧苗基本移栽完成。

“海南农民云”是面向海南农民、农村干部、农技人员、三农

服务人员的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平台。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则组

织应对疫情农业技术专家服务团队加入了“海南农民云”平台，

以更加有效、快速地解决农户遇到的农业生产技术难题。

为做好农业科技领域“一抗三保”（抗疫情、保畅销、保生产、

保增收）工作，海南省科技厅动员各级科技特派员通过多种方式

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指导。据统计，自疫情发生以来，全省各市

县科技特派员服务指导农民超过 8600多人次、通过网络和实地

开展培训达到了 63期 2053人次。

转变服务方式为春耕备足“粮草”

为解决疫情期间农民出入不方便、购买农资不方便的问题，

海南省各个农业科技 110 服务站普遍改变供货方式，采取主动

送货上门的方式配送农资。

海南省农业科技 110 南部服务中心组织三亚、乐东、陵水、

保亭、五指山等 5个市县服务站点，为农民开启农资上门配送绿

色通道。农民可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下单，农资服务站提供快

捷送货上门服务。

“琼中县服务站主动配送化肥 32 吨和一批农药，保亭县服

务站配送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物资 59.2吨，乐东县服务站配送

价值 580万元的农资。”海南省农业科技 110负责人说，在疫情防

控期间，客户通过微信、电话等咨询数量不断增加，订单量持续

增加，每天最高销售额达 3万元以上。

除了主动送货上门，农资采购也被“搬”到线上。海口市秀

英区推广线上订购，引导农户与有经营资质、信誉好的经营商

户，进行线上采购农业生产物资，为春耕备耕备足“粮草”。

“在疫情防控期间，农户最担心的是买不到农资，但是政府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做好农资筹备工作，为农户春

耕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海口市东山镇雅德村委会支部委员

覃贞波说，“我们村委会共有 1000亩水稻，目前已种植 700亩，疫

情时期春耕工作不耽误。”

打开思路扩宽农产品销路

2 月以来，市场需求低迷，运销梗阻，海南省各市县出现冬

季瓜菜、水果价低卖难现象。为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

科技特派员主动协调电商服务站将滞销农产品信息发布到爱心

扶贫网、淘宝等电商平台帮助销售农产品，并协调各机关事业单

位的干部职工在线订购。

科技特派员、儋州农林科学院农艺师邓祥平亲自挂帅，通过

线上义乌商务“农品聚”平台进行实地宣传，为儋州农产品市场

打开了销路；东方市科技特派员通过爱心扶贫网帮助销售鸡、鸭

等禽类 35 万只，价值 100 万元；五指山市科技特派员利用淘宝、

京东、苏宁易购等第三方网购平台销售等方式，累计帮助销售农

产品、农副产品超过 15000斤，销售总金额超过 10万元……

澄迈县金江镇海仔村科技特派员和村委会还联系多家企

业出资收购农民种植的辣椒、茄子等蔬菜支援武汉，不仅确保了

农民的收入，也让来自海南的新鲜蔬菜被源源不断运到了雷神

山、火神山医院，送到了一线医务人员的饭桌。

据粗略统计，海南各市县科技特派员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

累计超过 210万元，有效解决了农民的燃眉之急。

“截至目前，海南省 52 个农业科技 110 服务站、3 个农业科

技 110区域服务中心共 55个单位都已全部进入工作状态。”海南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抓好“一抗三保”，确保农业稳固生

产，海南科技特派员贡献了一份力量。

疫情中保春耕

这个110来“传经送宝”

王祝华 实习生 叶作林

黄河三角洲的春天来得稍微晚些。进入四月

份，山东省农科院黄河三角洲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旁

的千亩耐盐油菜花才进入怒放期，但张晓冬却没时

间“打卡”。

作为山东省科技厅选派到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下称黄三角农高区）的唯一一名农

业科技特派员，他的当务之急是抓紧选育、推广抗旱

耐盐的绿肥作物，以提高其在盐碱地的覆盖度，降低

土壤含盐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科特派心目中

“当地土地绿了”“农民腰包鼓了”的双重目标。

关键招式，一举多得

由于淡水资源匮乏和土地盐渍化，黄三角地区

的种植模式以一年一熟为主，种植结构单一。张晓

冬还记得，刚来时，这里缺少灌溉用水，冬闲田到了

春天土壤返盐严重，造成成片盐碱地无法利用。由

此，如何改良“种啥啥不行”的盐碱地是当地农民的

“心头之痛”。

将田菁、二月兰、苕子等作物翻压到土壤中成为

肥料，这些植物便是绿肥作物。三年前，农业农村部

启动“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自然生草+绿

肥”模式是果园四种替代技术之一；之后，该部又将

“绿肥作物生产与利用技术”等列入耕地质量提升与

保育、化肥农药减施增效重点集成示范技术之一。

身为国家绿肥产业技术体系综合利用岗位科

学家，张晓冬和同事们已经在绿肥种质资源创新与

新品选育、绿肥轻简化制种技术与综合利用等方面

迈出了一大步。现在，他需要做的就是将成果改

良、落地，让盐渍化的土地变绿。

“果园绿肥和盐碱地改良绿肥”，成为张晓冬破

解难题的突破口。

“通俗理解，‘果园绿肥和盐碱地改良绿肥’就

是通过在果园和农田种植绿肥作物，实现果园生草

覆草、抑制返盐、含蓄水源，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

果品质量。”他告诉记者，“此举还可实现绿肥与粮

食作物的周年轮作，降低土壤含盐量，增加土壤养

分，减少化肥投入。”

对 黄 三 角 农 高 区 而 言 ，这 是 一 举 多 得 的 一

招。一方面，它解决了冬闲田土地浪费的问题，

另一方面，它也改善了生态环境。此外，绿肥作

物还可以用作饲草和蜜源植物，带动草食畜牧业

和蜂产业发展。

“先示范，后推广”的策略，虽然略显老套，但

是行之有效。去年，张晓冬和同事们在黄三角示

范区内建设了 160 亩的核心试验基地和 300 亩的

示范基地，就耐盐绿肥品种、种子扩繁以及绿肥

蜂蜜采集、绿肥种养结合等综合利用技术，一边

研发一边示范。

此举效果出乎意料。站在位于黄三角农高区

核心位置的试验示范基地上，张晓冬指向远方：这

里已经成为山东省面积最大的绿肥种子扩繁基地，

可满足本省一半绿肥种子的生产需求。在此过程

中，他们选育出两个耐盐绿肥作物新品种、三个新

品系，拿下了 6项发明专利和 4项省级、行业和院级

科技奖励。

一笔账单，多方共赢

东营田客农科公司、东营康益农科公司是黄三

角地区比较有实力的绿色果品与特色种植企业，乐

于接受新技术。张晓冬明白，抓主要矛盾，先做龙

头企业的典型案例，再推而广之，是科特派做好工

作的诀窍和关键。

在这些农科企业里，他建立了示范基地，利用

绿肥生草覆草、培肥地力。记者了解到，2019 年，

他们已经完成 80 亩苹果、桃、梨、葡萄等核心示范

基地的建设，果园绿肥提质增效技术可减少化肥投

入 10%—20%，并带动种养结合、绿肥蜂蜜、乡村旅

游等配套产业发展，2020年 2个基地的绿肥播种面

积接近 500亩。

按照张晓冬的推算，翻压绿肥后，这些果园的

土壤有机质由 0.6%—0.8%提升至 1.1%—1.2%，耕

层土壤含盐量则由 0.2%—0.3%下降至 0.2%以下，

果品品质明显提升；同时，每年可减少人工除草费

用 100—250元/亩，实现了除草剂“零使用”。

自此，绿肥果园里的产品打入了高端市场。

黄河三角洲，是黄河入海口携带泥沙在渤海凹

陷处沉积形成的冲积平原。由此，其中心城市东营

市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土地不断增长的地级市，年轻

而有魄力。

通过多次调研，张晓冬提出利用流转的冬闲

地，发展绿肥繁种基地，并免费提供用于扩繁的毛

叶苕子种子和田菁种子约 500 公斤，重点建设 300

亩的鲁苕 1 号、3 号与鲁菁 6 号种子扩繁基地，带动

周边绿肥种业和种植业的发展。

他给科技日报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当地委托

驻村“第一书记”流转的 10个贫困户撂荒耕地约 40

亩，利用上述方式改造，平均每亩增收 500—600

元。与此同时，他还推进绿肥蜂蜜和乡村旅游业的

发展，从而拓展了绿肥的综合利用途径，推动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彩。

从济南到东营，从东营到济南，来回 450 公里

的路程，张晓冬却乐此不疲。作为科技特派员，他

现在有压力，也有更多打算：“我们将突破盐碱地绿

肥高效生产与综合利用技术瓶颈，尽快实现综合利

用技术的落地转化，积极探索黄三角‘绿肥+’产业

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思路。”张晓冬说。

张晓冬：在盐碱地上“种绿生金”

本报记者 王延斌

抗击疫情以来，

福建省科特派通过科

特派服务云平台及

“慧农信”解答农民提

出技术问题4144个，

推送农时农事注意事

项、发表科技服务日

志5882篇。

海南科技特派员点对点跟踪服务助力春耕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