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陆小军是不折不

扣的名人。年少时因一次离家出走而“一举成名”，

现如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则是其作为一名科技特

派员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陆小军先后成立了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彭堡

村晓鸣养鸡合作社和原州区新星土地股份专业合

作社。2019年，该土地合作社种植张杂谷 3400亩、

富硒谷 500亩，先后引进 40个新品种。在他的带动

下，固原山区小杂粮种植面积超过 10万亩，六盘儿

女在脱贫路上信心更足。

“这个人有志气、有胆识”

陆小军 16 岁生日这天，大哥相亲的对象来家

里，嫌弃家太穷，跟大哥“吹”了。这深深刺痛了陆小

军的心。他留下一张纸条，独自一个人到城里打拼。

“这个人有志气、有胆识，从小就能看出来。”亲

朋如是说。

卖果蔬、跑出租、加盟串串香，凭借勤奋，陆小

军终于摘掉了穷帽子。

2013 年，生意已做得风生水起的陆小军，毅然

决定将火锅店出让，回到老家成立晓鸣养鸡合作

社。他对前来劝自己的人说：“我是吃过苦的人，现

在日子过好了，不能忘记其他乡亲。”

陆小军带动周边 150 户农民养殖肉鸡、蛋鸡。

他的合作社走的是规模化发展道路，为农户提供产

供销一条龙服务，年均产值超过 120 万元，带动养

殖户年均收入超过 3万元。

随后，他担起了彭堡村七组组长一职。他心里

清楚，不增加农民收入，无法调动他们种地的积极

性，这个组长形同虚设。

为解决部分农民进城务工后土地落荒问题，陆

小军又成立了新星合作社，并出任理事长。60 户

240 人成为该合作社主要社员，入股土地 1032 亩，

合作社实行保底并二次分红的分配方式，极大促进

了农民的积极性。

而土地整合之后，更有利于现代化大型机械耕

作，为将来长效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名副其实的农村实用人才

陆小军的“野心”并不止于此。身为科技特派

员的他，要利用科技力量带老乡走得更远。

2016 年，新星合作社决定打造新型样板种植

基地，以彭堡村七组为中心种植小杂粮谷子 700

亩，并配套滴灌带、喷灌，铺设地膜，试行节灌农业

与现代种植技术密切配合。

在六盘山区，制约农民致富梦的不光是贫瘠的

土地，更是被大山禁锢多年的思想。在外闯荡多年

的陆小军，就是要做一个“解锁人”。

新星合作社与宁夏山豆子小杂粮公司签订了

购销合同，推行订单种植模式；打造 42个农作物品

种试验示范展示园，托管 32 亩特色农业吸引市民

观光休闲。以托管的 8亩甜豌豆为例，前来采摘的

市民非常多，农民每亩收入达到 7000元，亩均纯收

入 6000元。

另外，该合作社延长销售时间，拓展销售渠道，

大大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目前，这里已建成

200 吨的甜玉米棒冷藏库房，投用 500 平方米的小

杂粮贮藏晾晒车间，注册“兴彭聚”“玉女豆”农产品

商标，申请鸡蛋外包装专利一项……一个个产品从

田间地头走向餐桌，从低端走向高端。

如今，新星合作社已经被打造成为宁南山区小

杂粮样板基地，同时成为土地股份制改革成功的先

进典型。2017 年，陆小军被彭堡镇人民政府评为

年度脱贫攻坚工作先进个人，2019 年又被评为固

原市“优秀农村实用人才”。

“不想他们再有我的遭遇”

“小军哥这几年帮了我大忙，没有他就没有我

现在这样踏实富足的日子。”彭堡村七组杨永刚说。

原来，杨永刚养鸡的第一年，陆小军手把手传

授经验，从鸡苗、养殖设施、饲料、药品的采购到饲

料配方、鸡瘟防治，陆小军全程垫资，跟踪服务。在

疾病防治的关键时期，他和杨永刚一起在鸡舍留守

观察好几个日夜。正是有了这样贴心的帮助，杨永

刚养的 2000只蛋鸡当年就获利 15万元。

合作社社员贫困户李正民年逾 60岁，家有 5口

人，只有老李一个男丁。加入合作社后，他种植了

6 亩谷子，年收入 13000 元，2.6 亩采摘园收入 2 万

元。李正民常说：“在合作社，犁地不要钱；种子、化

肥、薄膜都统购，比市场便宜；收割、销售不用愁，社

里全部包了；保底加二次分红，闲暇时还能在合作

社的农田里打工赚钱，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019年，陆小军作为科技特派员和“三区”科技

人才，被派到原州区张易镇贺套村对口科技扶贫。

贺套村海拔 2200 米以上，是个深度贫困村。

他先后组织种植大户 50多人次观摩学习小杂粮种

植技术，引进种植新品种并免费提供种子、地膜、肥

料及种植费用。

“就是不想让他们再经历我的遭遇。”一直在笑

的陆小军，突然严肃起来。

为农户提供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动小杂粮种植面积超 10万亩

陆小军：曾经的出走少年如今的致富头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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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将科技特派

员制度延伸到对口帮扶

地区，探索东西部扶贫科

技协作发展新路径，通过

‘带土移植’厦门优质的

创新资源，聚焦甘肃省临

夏州脱贫攻坚特色产业

发展的技术瓶颈，让科技

之花在临夏大地上绽放。

“我终于还清了债务，脱贫了！”甘肃省临夏

回族自治州临夏市枹罕镇王坪村中庄社村民李

尕雄日前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兴奋地说。

原来，在厦门市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她种

植的紫斑牡丹吸引了大量游客，她还办起了农

家院，年收入增加到 3 万元。几年前，她公公因

病去世，留下了十多万元债务，压得她一家人喘

不过气来。

像李尕雄一样，腰包渐渐鼓起来的贫困户

在甘肃省临夏州还有很多，这离不开对口扶贫

城市——厦门市的产业扶贫。

“在全国脱贫攻坚战的决战决胜时刻，厦门

市将科技特派员制度延伸到对口帮扶地区，探索

东西部扶贫科技协作发展新路径，通过‘带土移

植’厦门优质的创新资源，聚焦临夏州脱贫攻坚

特色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将当地紫斑牡丹、食

用菌等特色农业培育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富

民产业，实现皮胎果、鲜百合、牡丹等产业新增产

值近亿元，让科技之花在临夏大地上绽放。”厦门

市科技局局长孔曙光欣慰地说。

在厦门岛北部的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

（以下简称省亚植所）塑料大棚中，空地上密密麻

麻摆放着300盆紫斑牡丹灌木盆栽，现场养护工作

人员正小心翼翼地修剪着残叶。这些产自临夏州

的紫斑牡丹，近期缘何来到东南沿海地区“做客”？

“这批紫斑牡丹由我们负责帮助临夏企业维

护、提供场地，下一步将在东南沿海销售。”该所

副所长、厦门市科技特派员管齐扬解释说。

“全国脱贫看甘肃，甘肃脱贫看临夏”，临夏

州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曾是丝绸

之路南道要冲，但目前没有机场、铁路，下辖的 8

个县市中仅有一半通了高速公路，是国家重点扶

持的“三区三州”之一。2010年，国务院确定了厦

门市与临夏州东西部扶贫协作关系。

虽然临夏州欠发达，但自然条件优越，其盛

产的紫斑牡丹更是享誉世界，素有“中原牡丹为

国色，紫斑牡丹为天香”之称。同时，紫斑牡丹浑

身是宝，根皮能入药，花蕊、花瓣、叶芽都可以做

茶，还是很好的木本油料作物。此外，紫斑牡丹

还被誉为“铁杆庄稼”，能在北方半干旱高海拔的

贫瘠山岭、荒地上生长，其在生长过程中不换茬，

可有效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具有种植效益高、

脱贫致富短平快等特点。

“临夏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能为临夏做什

么”，这是厦门科技系统一直在思考以及推动扶

贫工作的落脚点，“如果能通过技术研发，提高紫

斑牡丹附加值，将特色农业产业化，就能有效地

带动种植农户的积极性，开创脱贫致富的幸福事

业。”孔曙光说。

从 2017 年起，厦门市科技局先后选派 60 多

人次科技特派员前往临夏，精准遴选 25个科技计

划项目，拨付专项资金 250 万元，由省亚植所的

21名科特派分别作为项目负责人，每个项目由临

夏州农科院安排 2—3名技术人员，共同参与研究

攻关农产品深加工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打造

科技扶贫新模式。

“铁杆庄稼”开创脱贫“芳香”产业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讯员 方舒玫

在临夏州、厦门市的商店中，一系列由紫斑

牡丹开发而成的润肤油、面膜、防晒霜等护肤品

吸引着顾客的目光，这些商品都来自临夏市河州

紫斑牡丹综合开发产业集团公司与厦临公司合

高颜值产品让钱袋子鼓起来

脱贫后，靠什么巩固脱贫成果？在临夏州，

缺乏知识和技术，是很多贫困户致贫的主要原

因。同时，这里还面临着科技创新能力弱、先进

仪器设备短缺等问题，延缓了脱贫的步伐。为

此，2019年，厦门市科技局联合临夏州科技局、临

夏州农科院，建成国内首创的两地三方共建的

“厦门—临夏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填补了该州科

技创新主体试验平台的空白，并从省亚植所新选

派 20名具有专业技术特长的科技特派员入驻。

有了科技创新的阵地，厦门市科技局还采取

“借用”和发动“捐赠”的形式，为研发中心输送了

价值 400万元的设备。其中，气相色谱联用、液相

质谱联用等，均为检测紫斑牡丹花精油、牡丹花

瓣茶、牡丹籽油成分的必需设备。同时，通过科

技特派员手把手现场操作、远程视频，请临夏专

技人员来厦培训等多种形式，对当地农技人员进

行了精心细致的培训。

“通过‘双向选派’的方式进行技术指导和培

训，帮助当地农技人员转变理念、提升实操技能，

实现了从输血到持续造血的转变。”厦门市科技

局社会科技处处长许长水表示，目前，厦门—临

夏农业科技研发中心技术人员将先进仪器设备

应用于全州的牡丹、马铃薯、牛羊肉等产业，加速

了农牧产业链产品的研制与开发，提升了服务全

州扶贫脱贫的能力。

同时，该局将推动建设厦门生物医药港临夏

原材料产业基地、厦门特色农业人才临夏实训基

地等，持续培育临夏科技扶贫的造血能力。

当前，临夏特色脱贫产业已初具雏形。除了

紫斑牡丹，食用菌、藜麦、花椒、艾草、淫羊藿、皮胎

果、食用百合等独特农业资源，也都成了农民脱贫

致富的钱袋子，仅单皮胎果深加工一项，便新增产

值 1680 万元。2019 年全州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7512.4元，比2016年增加1832元，增长32%。

持续培育对口帮扶地区造血能力

特有范儿

厦门科特派厦门科特派““带土移植带土移植””
让东部创新资源在西部让东部创新资源在西部““绽放绽放””

王迎霞

作成立的厦临佳美紫斑牡丹有限公司。

紫斑牡丹虽然在我国西北有着悠久的种植

史，但由于缺乏规范化种植，导致开花少、籽产量

低。同时，产业链单一，仅以观赏花卉为主要商

品形式，无法发挥应有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多年前，河州紫斑牡丹公司也面临着这样的

困境，由于单一生产紫斑牡丹籽油，导致市场开

拓受到一定的限制。2017年，管齐扬带着科特派

团队来到这里，开始了紫斑牡丹深加工产品的研

发，为该企业带来了转机。

“经过 3 年的努力，团队解决了配方难题，先

后成功研制了牡丹籽油防晒乳、牡丹籽润肤护肤

油、牡丹靓肌面膜等系列化妆品，目前这些产品

已走向了市场。”省亚植所、厦门市科技特派员常

强博士说。

不仅如此，该科特派团队还以河州紫斑牡丹

公司为科研基地，将牡丹花的香气成功窨制在白

茶上，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紫斑牡丹茶，将其打

造成西部地区的高端茶叶；按照系列、综合、深度

开发的思路，研制出牡丹花精油纯露、牡丹永生

花、牡丹花酒、牡丹花粉等。

紫斑牡丹的附加值提升后，农民种植的积极

性也提高了。在厦门市科技特派员团队推动下，

河州紫斑牡丹公司形成了“公司+基地+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吸

纳贫困劳动力务工等方式，动员引导贫困户参与

牡丹产业发展。

2017 年，因病致贫的临夏市枹罕镇王坪村

尕 庄 社 村 民 张 居 儿 ，成 为 河 州 紫 斑 牡 丹 公 司

招 收 的 首 个 牡 丹 管 护 员 。 在 这 里 ，他 和 老 伴

学 到 了 技 术 ，赚 到 了 工 资 ，儿 子 安 心 在 外 打

工，一家四口都找到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实现

了脱贫摘帽。

据管齐扬介绍，3 年来，该团队还不断通过

开展规范化栽培、制定牡丹籽油生产质量控制

技术标准等，推进牡丹全产业链的发展，实现新

增 产 值 1520 万 元 ，帮 助 紫 斑 牡 丹 种 植 户 增 收

20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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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姜 靖2020 年 5 月 21 日 星期四 KE TE PAI ZAI XING DONG 科特派在行动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前不久，广东省科技厅、省委农办等 7 部门联合发布《广

东省乡村振兴科技计划》（以下简称《科技计划》），从 5 个方面

敲定了广东助力决胜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科技“施工图”。

该文件提出“农业强芯”“科技暖村”“农村科技特派员+电商”

等行动计划和发展模式。

“作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广东省首批

农村科技特派员，这个文件的出台让我备受激励、备受鼓舞！”广

东省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安玉兴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

全面推进人才资源下沉

开展“科技暖村”行动，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打造

“农村科技特派员+电商”“农村科技特派员+合作社”“农村科

技特派员+星创天地”等新模式，实现对接省定贫困村全覆

盖；各地级市要建立市级农村科技特派员队伍，有条件的县

（市）要建立县级农村科技特派员队伍……

科技日报记者发现，《科技计划》共 5 部分，其中有 4 部分涉

及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农村科技特派员”在《科技计划》中出

现了 15次。

“近几年活跃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农村科技特派员群体越来

越大、粉丝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很多扶贫工作队成员、驻村

第一书记自身就是农村科技特派员。”安玉兴说。

他举例说，广东省科学院大埔县西河镇上黄砂村驻村工作

队充分发挥广东省科学院的科技优势，通过数字果园、智慧养

蜂、生态治污等科技示范项目，建成了集科研试验、生产示范、科

学普及、农旅体验等多功能一体化的基地，帮助农民提升科技素

养，转变生产模式，提高乡村治理能力。

《科技计划》中强调开展“科技暖村”行动，推动科技人才不

断向基层汇聚，带动农业科技不断创新进步，统筹协调一批科技

人才走村入户、上山下乡，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

对此，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科研管理部主任陈琴苓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近年来，该院累计选派 1000 名科技特派员专家服务

省内农业企业和新型农业组织，科特派工作得到各方面的高度

赞誉。

“接下来，我们要全面推进人才资源的下沉，从而更好更直

接地服务地方。”陈琴苓说。

汇聚科技力量决战脱贫攻坚

“作为广东省民营科技事业板块中星创天地的较早探索者，

当看到星创天地纳入到乡村振兴这一大战略中进行统一部署

时，更增强了搞好星创天地的信心和决心。”广东光彩众创孵化

器（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典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星创天地是众创空间在农村基层的一种表现形式。《科技计

划》提出，实施星创天地树标提质行动，打造双创科技驿站，备案

引导农业科技园区、大学科技园、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等各类

主体参与广东省星创天地建设。

李典军说，星创天地将利用自身的优势和经验，向粤西北地

区拓展星创天地。同时，实现推广项目与科技专家相结合，将茄

子树、高钙菜和蔬菜无土栽培等 3个方面的农业科技技术，组织

好专家进行指导推广。

“地方科技部门更了解当地情况，更知道当地的贫困地区需

要什么。”广东省科技厅农业农村处负责人说，《科技计划》通过

采取“大专项+任务清单”的方式，支持各地市科技部门自行组

织实施项目计划，引导地方政府调整投入方向和资金规模向科

技扶贫等重点工作倾斜。

为了全面掌握贫困地区对科技的需求，广东省科技厅今年

还将开展全省贫困村科技需求调研，精准摸底收集贫困村科技

需求，按需选派科技人员及团队精准帮扶、精准对接。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引领农业产业发展，是《科技计划》一项

重要内容，也是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仇荣亮关注的话题。“学校

将围绕大湾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以岭南现代农业科学

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建设为抓手，整合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的

相关资源，打造现代农业、智慧农业的核心引擎，提升原始性创

新能力。”仇荣亮说。

“要着力解决一批农村建设实际问题，突破一批农业发展

关键技术，促进一批先进适用成果转化，培养一批助农服农科

技人才，试点一批绿色发展县乡样板。”广东省科技厅相关负

责人说。

广东开展“科技暖村”行动

科特派覆盖所有省定贫困村

福建省亚植所副所长福建省亚植所副所长、、厦门市科技特派员管齐扬在厦门市科技特派员管齐扬在
临夏州紫斑牡丹生产基地开展科技服务临夏州紫斑牡丹生产基地开展科技服务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安玉兴经常活跃在基层一线，
把农业技术带到农村。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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