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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先锋

黝黑的面庞，戴着草帽，骑着摩托车，熟练地穿越在海拔

1200 米的高山村庄中。如果不说，你肯定猜不出来，重庆市万

州区罗田镇枫香村第一书记明兴加还有另外两个身份——重庆

市科技特派员和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副研究员。利用自己的专业

所长，明兴加突破石斛种植的技术瓶颈，让石斛成了帮助当地农

户脱贫致富的“金苗苗”。

为产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罗田镇枫香村位于渝鄂交界地的万州区东南部，全村辖区

面积 3.8平方公里，海拔 1000—1400米。虽然通了公路，基础设

施建设也不错，但是在产业发展上却存在着农业产业特色不明

显，旅游优势吸引力不足等短板。虽然全村 345户 1269人，建档

立卡贫困户 42户 150人，已脱贫 39户 143人，未脱贫 3户 7人，但

是如何能让全村人更好的发展，还缺少特色产业。

明兴加作为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副研究员，一直从事石斛的

研究工作，2010 年开始在重庆进行石斛产业化应用推广工作，

已经帮助 10 余个区县建立了规模不等的石斛基地，2 个企业成

长为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2015年 6月开始，明兴加被选派为科特派，到万州区开展科

技服务工作，2019年 3月，他来到枫香村任第一书记。他对枫香

村的资源情况进行了调查，发掘枫香潜在资源优势，为产业发展

的品种选择、发展模式提供科学依据。

“我太惊喜了！罗田镇枫香村具有上百年的石斛采集加工

和销售历史，系石斛原产地，而且我们还找到了 80 多岁的老药

工。”明兴加说，他组织课题组成员对罗田镇及周边区域的石斛

资源情况进行调查，不但论证了罗田镇为历史上有名的“老河口

石斛”的原产地之一，系石斛道地产区，而且正在申报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

这一调查为当地发展石斛产业提供了理论支撑，不过产业

如何发展？明兴加因地制宜地为当地制定了岩壁贴石和林下贴

树栽培的种植模式。

明兴加说，目前，石斛的栽培模式以大棚床式栽培为主，盆

栽、贴树栽培、贴石栽培等模式为辅。不过，随着种植规模的扩

大，大棚栽培病虫害容易发生，存在农药化肥过量施用的问题。

枫香村海拔高、耕地少，并不适合发展大棚种植，对此，他结合当

地资源优势，与科研机构、当地政府和企业多次论证，采取了林

下贴树栽培的种植模式。通过 4 年多的生产实践，证明了铁皮

石斛岩壁贴石和林下贴树栽培模式的可行性。通过遮阳、浇水

等栽培管理和生产实践，建立了铁皮石斛岩壁贴石栽培技术体

系，并达到了稳产。

空闲地“变废为宝”种植石斛

枫香村 52岁的村民程启英家是因学致贫，2个娃要读书，全

靠她和老公种地收入。她家屋后有 9 棵高大的枫香树，以前村

里人觉得枫香树没用，砍伐的所剩不多，而现在她家屋后的枫香

树成了宝贝。

“这上面就是我们种的石斛。”程启英笑着说，开始明兴加来

教他们种植，说就用草绳将石斛苗捆在树上，洒水就行，平时都

不用管它，他们都觉得这是在“扯把子”（当地话，骗人的意思）

吧，没想到真的种活了。去年种了 1000丛，赚了 2755元，这可比

种地收入高多了。

明兴加说，石斛岩壁贴石和林下贴树栽培是彷野生栽培模

式，这样栽培铁皮石斛口感较好，经冬季低温胁迫后，味微甜，品

质较好，这使从农户回收的价格也高，达到了 1200 元/公斤，直

接增加了农户的收入，而且还不占用耕地，让闲置资源变废为

宝，并且容易对农户特别是贫困户推广应用。2019年 4月，他们

采取“技术培训+种苗发放+实地指导”的方式，向 23 户农户发

放优质铁皮石斛种苗 10000 丛，其中贫困户 14 户。种苗采取农

户低价购买的形式进行发放，农户只需 1 元就可购买 1 丛种苗。

今年 3 月份已完成 12 户的采收工作，户均增收 2017 元，其中种

植较好的种植 1000丛收入 4042元。

为了当地的中药产业发展，明兴加促成重庆市中药研究院

石斛研究团队与自然人王刚成立了创业企业，通过科技创业企

业入驻的形式来促进产业发展。目前，已由创业企业建立石斛

岩壁贴石栽培示范基地 1 个，带动当地种植大户 6 户，带动其他

100余种植户利用岩石和林木资源开展了石斛仿生栽培。基地

长期有技术人员驻扎，就近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企业负责技术

指导和产品回收，降低了农户投资中药材种植的风险。

王刚说，现在他们出产的石斛已经供不应求，下一步还打算

充分发挥留守妇女和中老年人的积极性，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打

造当地的石斛品牌，以促农增收，助力脱贫攻坚。

确定百年石斛原产地

“第一书记”带村民科学种石斛

本报记者 雍 黎

时下正值南方梅雨季节，对浙南沿海地带的海

水贝类养殖户而言，往年此时担惊受怕的状态已成

为过去式。因为，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选派

的科技特派员们为他们提供了全套解决方案。

“温州的渔村渔业以前零敲碎打，靠天吃饭，

资源有限……传统渔业的粗放低效成为温州海洋

渔业发展的瓶颈。从捕捞到养殖再到深加工，当

地养殖和育苗产业要发展壮大，就需要我们把科

研工作做到渔村农家。”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

究所高级工程师、贝类技术服务队副队长方军介

绍说。

自 2005 年以来，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发挥专业所长，先后选派科研人员 58 人次到温州

乐清、泰顺、洞头、苍南等地担任科特派，2018 年该

研究所被评为“浙江省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集

体”。科技人员在各派驻地均构建了产业技术体

系、完善了配套服务队伍、建立了新型产业链，引领

地方产业发展，促进了渔（农）民增收致富。

在渔村扎根,科技富农惠渔家

“走农户、蹲苗场、下海区、查筏架……寒来暑

往十多年，这是我作为科特派的日常。”浙江省海洋

水产养殖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林少珍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从 2003 年被委派到洞头区

筹建科研基地，自己就扎根于此，很喜欢这份助推

渔（农）民增收、守着蔚蓝大海的状态。

温州洞头区是浙江省经济海藻的主产区，羊

栖菜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95℅以上，洞头区霓屿

乡被称为“浙江省紫菜之乡”，但以往海岛渔村科

技力量薄弱、产业发展瓶颈困扰渔（农）民，收成

常常是“大年”“小年”不定，甚至出现“丰产不丰

收”现象。

林少珍带领团队一边建设科研基地一边开展

科研和技术服务工作，常年坚持工作在海岛一线，

已与养殖户、合作社建立长期科技咨询服务机制，

对当地海洋藻类产业及其他海洋渔业项目开展技

术服务。

近年来，洞头区渔（农）民被紫菜优质苗种短

缺、产品单一的问题所困扰。考虑到养殖户整体年

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林少珍他们在新品种采用

上颇为谨慎，带领团队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手段，积

极引进培育耐高温、生长快、抗胁迫条件强的坛紫

菜新品种，并制定坛紫菜良种繁育技术规范等。据

介绍，该品种累计辐射推广养殖 4 余万亩，促使当

地紫菜养殖产量提高 15%以上，解决了坛紫菜种质

严重退化的产业瓶颈。

此外，科特派团队和羊栖菜加工企业重点实施

的羊栖菜良种选育与养殖技术开发大获成功，新品

系羊栖菜平均亩产达 5250kg，比本地品种提高了

21.7%，原 料 出 口 价 格 已 从 5000 美 元/吨 上 升 至

6500美元/吨，大大提升了产业的经济效益。

林少珍说，眼看渔村一天天变美，渔（农）民

一天天富裕，这是我们作为科特派开展工作的动

力之源。

打好“绿色牌”，构建养殖生态链

“以科特派身份驻扎乡镇，我刚上手不久，接前

辈的班，很多事经常要向所里的前辈们请教。”浙江

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派驻洞头区鹿西乡科特派

於俊琦在接受采访时说。

去年 10 月，於俊琦刚到鹿西乡接手科特派工

作，通过与当地乡镇干部交流了解到，鹿西乡原先

产业比较单一，渔（农）民主要养殖羊栖菜，当地已

开展大黄鱼养殖，还想增加养殖品种，进一步带动

旅游产业。

得知这一情况后，於俊琦经过走访调研，当即

开展指导对接工作，帮助当地黄鱼岛海洋渔业有限

公司引进厚壳贻贝苗种养殖项目，于 3月中下旬投

放了首批 30 万尾黄鱼苗与 26 万颗厚壳贻贝苗种，

开展大黄鱼养殖与厚壳贻贝苗种养殖相结合的养

殖模式。

“厚壳贻贝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作

为滤食性贝类，在养殖大黄鱼的深水网箱周边吊

养，既可减少支撑成本，又能吸收大黄鱼养殖过

程中产生的多余营养物质。”於俊琦表示，本次投

放的首批贻贝苗种处于试养殖阶段，如果顺利，1

年左右壳长就可生长到 10cm 以上，预计可收获成

贝 13 吨。

“在鹿西乡驻扎了大半年，除了丰富生态养殖

链之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自己要求每月和养殖

户保持密切互动，每解决一个问题，都有成就感。”

於俊琦说。

据介绍，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为推动科

特派工作，持续丰富科特派项目申报的形式，根据

地方特色和实际情况，鼓励科特派联合组团申报项

目，推动形成地区特色产业。

方军认为，随着现代网络信息化、实际应用技

术广泛发展，科特派科技助农工作也从以前单纯引

进 1—2个新品种解决产业问题到要育种、繁育、养

殖新技术示范等全产业链纵深发展。现如今，温州

渔村以发展现代渔业带动新农村建设，渔（农）民接

受新技术需求和能力在不断增强，积极与科研院所

合作以求作业结构和经营范围的转型升级，在这一

氛围下，科特派工作也越来越有干劲。

提供全套解决方案 带领浙南渔村增收

“授人以渔”是这支科特派队伍的日常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6月 21日，尽管是周末，广西农业科学院蔬菜

研究所研究员黎炎博士仍然“有约”——南宁市武

鸣区种植大户梁伟约上她，一起去看节瓜新品种。

“一个节瓜新品种好不好，我们说了不算，农

户说了才算。”黎炎笑着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这些年，作为科技特派员，黎炎几乎跑遍了广西

所有的县（市、区）。“剩下的就是几个不太适合种植蔬

菜的山区县了。”她笑着说。长年累月奔走在田间地

头，给她曾经白晳的肤色增加了黝黑的印记。

作为广西蔬菜瓜果创新团队育种与栽培功

能专家、广西脱贫攻坚贫困村科技特派员蔬菜产

业科技服务团团长，她坚持与农民面对面，开展

产业咨询和手把手的技术指导，把科技服务送到

田间地头，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让大家都吃上放心的新鲜蔬菜，让农民致

富，是我最想做的事。”黎炎说。2019 年 10 月，在

全国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周年总结会议上，黎

炎等 92名科技特派员获科技部通报表扬。

前段时间，看着地里种的 18亩豆角的叶子一

片一片地褪绿发黄，有些严重的甚至枯萎脱落，

广西昭平县富罗镇镇南村村民合作社负责人徐

国仁很是头疼。

镇南村曾是贫困村，2019 年实现脱贫摘帽。

“村里有 20 多位村民在合作社里务工，村集体经

济也指望着它增收呢。”徐国仁说。

“这是病虫害，发病率 30%—40%，要早防、早

治，否则对收成影响很大。”6 月 13 日，接到村里

求助电话的黎炎赶到镇南村，给村干部和种植户

进行了栽培技术培训。

“ 黎 博 士 完 全 没 有 架 子 ，很 随 和 ，关 键 是

很快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徐国仁深有感触

地说。

近年来，黎炎走遍了广西 100 多个县（市、

区），根据当地产业，围绕品种更新换代、栽培技

术、病虫害防治、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农产品质量

安全与品牌建设等内容，对县区农业局、乡镇农

技站、企业、种植大户等开展不同层次的科技培

训，并到田间现场指导、实地操作，解答培训班学

员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有什么好的品种给我们种？”“什么时候种植

培训基层干部超五千人次、农民超两万人次

这几天，在贺州市八步区铺门镇兴华村蔬菜

种植大户候新柱的种植基地里，务工的农户正忙

着将毛节瓜、苋菜等瓜菜采摘、称重、上车，准备

发往粤港澳大湾区。

“这些苋菜专供香港，每斤能卖到 4块多。黎

老师经常到我们村进行指导，前几天还到村里进

行培训。”候新柱说，光是种植蔬菜，家里的年收

入就达到 30万元以上。

在黎炎的推动下，候新柱搭起了大棚，用上

了病虫绿色防控等技术，种起了毛节瓜、丝瓜、豆

角、叶菜等粤港澳热销蔬菜品种。如今，候新柱

种植的蔬菜面积已达 100 多亩，带动了当地一批

农户增收致富。

“学农搞农，必须吃得苦中苦，踏踏实实向下

扎根，才能有收获。”2014年以来，作为科特派，黎

炎负责对接贺州市八步区的蔬菜产业科技扶贫

工作。

八步区铺门镇是八步区新兴蔬菜产区，拥有

与广东交界、交通便利、适销粤港澳等优势。初

到铺门镇，黎炎发现这里无论是种植技术、蔬菜

品种都很落后。

“符合粤港澳地区消费习惯的节瓜一般是瓜

长15到17厘米，单瓜重6两到8两就上市，非常鲜

嫩，铺门镇种出的菜适销不对路。”黎炎还专程赴

广东东莞润丰国际蔬菜交易中心开展产业调研，

为当地定下了蔬菜发展方向——不改变铺门镇打

造蔬菜基地的大方向，但应主打粤港澳热销蔬菜

品种，种植品种、种植技术必须与市场销售接轨。

为了提高蔬菜市场竞争优势，黎炎结合当地

实际，瞄准粤港澳市场，针对当地蔬菜育苗及栽

培密度的现状，积极引进筛选出毛节瓜、食苗豌

豆、大棚苋菜等蔬菜新品种 16 个、蔬菜集约化育

苗等新技术 5项，大力示范推广专门销往广州、香

港、澳门的蔬菜品种及其高效栽培技术，生产出

精品蔬菜投放市场，帮助农户增收。

目前，黎炎对接的八步区共有蔬菜种植大户

110户，合作社13个，种植企业6家，营销主体4个。

短短几年，铺门镇蔬菜种植规模、产量迅猛

发展，蔬菜种植面积由 2014 年的 3000 多亩形成

现在有名的万亩供港蔬菜基地，给当地 600 多名

贫困群众提供了稳定的蔬菜种植岗位和经济来

源，大大推动了当地蔬菜产业发展。

供港蔬菜基地让600多名贫困群众有稳定收入

“黎老师，我想种一批节瓜，现在哪个节瓜品

种比较好？”

“黎老师，我想学一点辣椒种植技术，什么时

候上课呢？”

……

这几天，陆续收到贺州市八步区贺街镇双瑞

村种植户林天助等农户的技术咨询，黎炎一一给

予了详细的解答。

黎炎还有一个身份——科技特派员蔬菜产

业科技服务团团长。

近年来，在蔬菜种植面积较大、种植户较多

的贺州八步区、资源县、上林等多个县区，作为团

长的黎炎建立了蔬菜种植技术微信群、QQ 群，

通过网络随时解答农民遇到的技术问题 20000条

（次）以上，为贫困村送技术、解难题。

不仅如此，黎炎近年来组织广西区直12个单位

50名科特派，对广西32个贫困县区蔬菜产业发展情

况和产业科技服务需求进行调研，与有蔬菜产业科

技服务需求的48个贫困村签订科技帮扶协议。

在武宣县桐岭镇和律村，科特派周建辉等引进

推广高品质甜瓜品种桂密12号，亩产值提高60%，

为当地贫困村脱贫致富找到了一条合适的路子。

在天峨县六排镇令当村，科特派吴永升等指

导村里建立起了 200 亩的蔬菜基地，配置了标准

大棚、小拱棚、地膜覆盖、滴管灌溉，稳步推进当

地脱贫致富的进度。

……

“黎炎博士担任蔬菜产业科技服务团团长名

副其实。特别是在贺州市八步区一带，很多种植

户都知道广西农业科学院有一个教大家种菜的

黎博士。”自 2012 年以来与黎炎一起多次参与科

技服务的广西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副研究员

柳唐镜感慨道。

一路走来，黎炎把辛勤汗水挥洒在田间地头

上，把科研创新书写在大地上，把成果“转化”在农

民笑脸上。教农民种菜，带领大家致富。在八步

区，她不仅是黎博士，还是“科团长”。“只要是产业

需要，我们都会去做，并且把它做好。”黎炎说。

名副其实的蔬菜产业科技服务团团长

她是教大家种菜的黎博士她是教大家种菜的黎博士，，
也是带大家致富的也是带大家致富的““科团长科团长””

本报记者 刘 昊 通讯员 关妮纳

黎炎在田间开展节瓜品种选育工作黎炎在田间开展节瓜品种选育工作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明兴加爬上树查看铁皮石斛生长情况明兴加爬上树查看铁皮石斛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雍黎雍黎摄摄

作为广西蔬菜瓜果创新团队育种与栽培功能专家、广西脱

贫攻坚贫困村科技特派员蔬菜产业科技服务团团长，她坚持与

农民面对面，开展产业咨询和手把手的技术指导，把科技服务送

到田间地头，仅是在贺州市八步区一带，就帮助当地建立了万亩

供港蔬菜基地，为600多名贫困群众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价钱最好？”“这是什么病？怎么防治？”……黎炎

每次出现，总会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每年夏季，是上林县大丰镇冬瓜种植户最开

心的季节。一个个又圆又大的黑皮冬瓜被停在

田间路上的农用车拉到大型汽车上，运往全国各

地。在当地瓜农的眼里，冬瓜的持续丰收离不开

黎炎的努力。

“到基层，我们经常被群众学习农业技术的

热情所感染，更有动力把科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了。”黎炎说，近年来，她培训基层干部超 5000 人

次，农民超过 20000人次。

不少受益的农民群众脱贫致富，他们都亲切

地称她为黎老师，并要求把她的电话号码或微信

号留下，方便询问蔬菜种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