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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讯员 檀祝平 邱 程

端午节过后，吉林农业大学菌物生态学专业

毕业的李晓博出现在山东省科创食用菌产业技

术研究院的实验室里。几个珍稀食用菌新品种

正处研发关键期，她不敢怠慢。作为科技特派

员，该研究院院长李晓博用多年的努力补齐了当

地食用菌全产业链条中的研发短板。

长期以来，地处山东省西南部的县级市邹城

拥有两张名片：一张是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孟子的

故乡；另一张是全国 GDP 百强县“前 50 强”。近

几年，这里的小蘑菇成长为百亿大产业，并拿下

了“全国食用菌生产示范市”“中国食用菌工厂化

生产第一县”等金字招牌。

6月底，科技日报记者在此采访时发现，之所

以这里能成为“示范”，是因为来自全国各地近 50

名科特派在该市食用菌全产业链的各个关键点

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有院士，有专家，也有工程

师、“土专家”，他们各负其职，协同作战，撑起了

“中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第一县”的招牌。在推

动小蘑菇成长为大产业过程中，贫困户脱了贫，

新型职业农民得以成长起来。

“这样的自动化、标准化水平完全超出想

象！”这是李玉院士在参观邹城友硕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线后给出的评价。

在这家专业生产金针菇的科技企业里，从菌

包配料、灭菌接种到出菇采收完全实现了全自

动、智能化，每天对外输出 130 吨瓶栽金针菇，一

年下来可实现产值 3.5 亿元，是目前全国单产最

大的工厂化食用菌生产基地。

友硕成长为“全国最大”，有一位科特派不得

不提——山东省农科院资环所所长宫志远研究

瞄准智能化，“小巨头”崛起有了智囊团

外表形似银耳的玉木耳受到市场推崇是有

理由的。它有“卖相”，外观晶莹剔透；有“内涵”，

富含人体所需的蛋白质和 17种氨基酸。

中国工程院李玉院士团队与山东省科创食

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历经多年驯化、繁育，将玉

木耳推向市场。至今玉木耳销售收入已达数千

万元。科技日报记者走进该研究院发现，这里储

备的、正在小试阶段的优良品种还有 20多个。

邹城市科技部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李晓

博先后为本地引进了来福蘑、榆黄蘑、玉木耳等

十几个珍优食用菌品种；更将自己的导师、李玉

院士引进邹城，成立省级院士工作站；她引进的

李长田教授被评为济宁市 511 人才，引进的王琦

教授被评为泰山产业领军人才，这是山东首位食

用菌专业的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菌种直接关系到食用菌产品的质量和效

益。可喜的是在邹城，利用科技创新手段丰富食

用菌品种结构已成共识，诸如金针菇长生 BJ-1、

金针菇 SD-2、丰 5、姬菇 1011 等新品种被培育出

来，来福蘑、榆黄蘑、榆耳、山茶茸和褐菇等菌种

也被引入。

在菌种培育方面，科特派一直扮演着“幕后

英雄”的角色。

将企业做到“中国制造业 500 强”之后，司相

芳将目光投向了食用菌领域——集食用菌研

发、生产、加工为一体的恒信生物科技公司应运

而生。手握资金，目标远大的恒信生物引入了

重量级科特派助其一臂之力。山东食用菌创新

团队首席专家、科特派万鲁长在食用菌育种、栽

培等方面具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与恒信生物联

合开展食用菌菌种选育研究，引进、优选菌种 10

个，开展工厂化金针菇菌种的复壮与繁育技术

研发。

记者了解到，仅仅在菌种培育方面，邹城发

展科技特派员 12 名，其中本土培养 9 名，引进科

研院所科技人才 3名。

繁育新品，为邹城蘑菇增添“源动力”

如果放在以前，“80 后”创业者孔令宝在介

绍自家企业时会向你强调菌包、鲜菇优势，但现

在他会推荐最新拳头产品——高品质金针菇新

产品。

改变发生在科特派介入之后。深怀绝技的山

东省农科院农产品研究所主任、科特派王文亮，在

摸透了孔令宝的需求之后，引入了 13项精深加工

新技术，拿出了四个高品质金针菇休闲新产品。

“加快食用菌产业的转型升级，不能只靠‘卖

蘑菇’”。这句话已成为邹城食用菌产业链上所

有企业的共识。在食用菌产业里深耕，这里正打

破传统单一模式，形成食用菌“良种繁育—工厂

化栽培—精深加工—菌渣综合利用—农作物种

植—废弃物利用”的生态循环经济产业链条。

在鲁青生物科技公司，他们用科技手段将菌

渣“吃干榨尽”——开发生物有机肥，把绿色肥料

重新“反哺”到当地玉米、小麦、林果等农田中；在

常生源菌业，技术人员正进行巴西菇多糖（抗癌

药物成分）提取实验……

山东省农科院资源所微生物与生物技术研

究室副主任、科特派韩建东，从事食用菌、微生物

与生物技术等方面的技术研究，在菌渣综合利用

方面成果不少。眼下，将成果落地邹城成为当务

之急，而联合当地企业开展高效循环利用菌渣栽

培秀珍菇、鸡腿菇技术研究及示范已经摆上韩建

东的日程。

记者了解到，无论是精深加工还是菌渣利

用，邹城将引入的科特派与培养本地科特派“合

二为一”，同步进行。

食用菌全产业链的落地，促进了人才回流，

更使得贫困户致了富。“之前一直在家务农，现

在，不仅上班有工资，还不耽搁照看孩子和干农

活。”现在，蒋庆洪从邹城农民摇身一变成为了产

业工人，一年可以拿到五六万元工资。山东农业

大学硕士毕业的程艳青看中了家乡食用菌产业

的发展前景，放弃了在上海的工作机会，成为当

地企业的技术骨干。

科特派深度介入山东邹城食用菌产业链，实

现了企业发展、产业兴旺、农民致富的利益联结

机制，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深耕链条，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要效益

山东邹城将小蘑菇做成百亿大产业山东邹城将小蘑菇做成百亿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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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斌

员。3 年前，他与友硕的母公司友和生物共同承

担了山东省重大创新工程项目——金针菇精准

化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攻克了金针菇

菌种选育、栽培配方优化及菌渣综合利用等一批

关键技术难题,一批技术成果得以转化应用。

在邹城，类似的“小巨头”还有不少。人口只

有 8.2 万的大束镇，是以“凿壁偷光”刻苦学习而

青史留名的西汉丞相匡衡的故乡。但现在，这里

的另一名片是“中国蘑菇工厂化栽培第一镇”。

在这个总面积只有 136 平方公里的小镇上，

聚集着友泓、友硕、恒信“食用菌三巨头”，日产

160 吨、130 吨、150 吨让三者在国内的食用菌行

业有了话语权。而智能化成为参观者对“三巨

头”最直观的印象。

不论是“全国最大”还是“第一镇”，科特派立

下了汗马功劳。

山东省农科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主任、科特

派任鹏飞持续向邹城引入 16项新技术，在当地开

展了工厂化真姬菇基质精准化配置系统研发

等。来自科创食用菌研究院的科特派赵敬聪帮

助西纸坊村发展玉木耳种植，通过建设玉木耳种

植大棚带动 100余户村民、贫困户增收。

“把我一生所学，全部放到家乡。”记者对张

金香的这句话印象深刻。已过耳顺之年的张金

香曾经担任邹城市食用菌研究所所长，而他现在

的身份是名科特派，致力于为当地食用菌工厂化

栽培传经送宝。

邹城市科技部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工

厂化栽培方面，我们发展了15名科技特派员，其中

本土培养了13名，引进科研院所科技人才2名。”

6月底，记者在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的江苏武南

现代农业产业园看到，这里种植的杨梅、水蜜桃、葡萄等果品，都

已进入成熟阶段。往年，这个时候，销售是件令人头痛的事儿。

“今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由于区里派出的科

技镇长团团员帮我们建起了农业电商平台，从 5月底开始，通过

开设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推介，吸引了周边经销商

前来预订。”江苏嬉乐湾生态农业示范园有限公司运营三部部长

龚凯说。

龚凯所说的这位科技镇长团团员，就是常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信息工程（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石元敏。目前，她

在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挂职副镇长，是江苏省第 12批科技镇长

团团员。

选派科技镇长团，是科技特派员制度在江苏省的创新实

践。成为科技镇长团团员 1年多来，石元敏深入田间地头，摸清

农业生产现状，突出问题导向，对接多方资源，组成专家团队，精

准实施帮扶，培育农业电商人才，创新农业经营模式，以实实在

在的工作赢得了群众的信赖。

找准农产品经营难点精准发力

“科技镇长团作为连接高校、地方和企业的桥梁纽带，发

挥着重要作用。”石元敏说，在常州市武进团，她是较早到乡镇

报到的团员，来到礼嘉镇，“开始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不知道从

何下手”。

当时，武进区委组织部给团员布置的任务，主要是做企业科

技和人才需求的调研。因此，石元敏也是和其他团员一样到处

“跑”。但她总觉得只有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优势，才能尽快进

入角色。

礼嘉镇是苏南地区重要的果品生产基地，仅葡萄种植面积

就有 1万多亩，但是，由于缺乏品牌和知名度，一到销售季节，大

多数种植户都是靠在家门口的集市上提篮摆摊叫卖，价格也卖

不上去。“农副产品卖不掉的原因，并不是农产品过剩，而是农民

一家一户的零星生产与销售。”石元敏说。

连续一个夏天，她马不停蹄地深入基地、走进大棚、听取农

业生产企业需求。“礼嘉的农业园区规划是比较科学的，产业链

也比较完整。尤其是镇里几个园区的农户之间，种植的品种也

是各有特色，产品基本上不存在同质竞争，反而是互相补充和促

进的。但是，通过调研也发现了诸如经营模式单一、经营成本居

高不下、专业经营人才缺乏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石元敏说。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急需转变生产经营方式，要扩大特色

果品种植业，引进高附加值的新品种，加快发展农业电商平台。

把礼嘉打造成江苏有影响力的‘葡萄小镇’和生态休闲旅游地。”

石元敏的想法与镇党委书记丁亚英、镇长朱慧峰一拍即合。

石元敏是第一批国家认证的电子商务师。很快，她凭借多

年积累的经验，拿出了一份令礼嘉镇领导信服的农业电商平台

建设方案。然而，电商平台建设，涉及电子信息、设计创意、制作

等多方面学科和技术，必须要有一个团队来完成和运营。

缺乏人手，怎么办？“我回到学校，争得学校领导的支持，由

学校承建礼嘉农业电商平台，提供全面技术服务，重点推动礼嘉

镇农产品模式化运营，打造特色鲜明的礼嘉农业品牌形象，促进

礼嘉镇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石元敏说。

培养“带不走”的电商人才

“电商的推广是要多渠道的。去年以来，我们挑选了 10 多

位镇里有一定技术和基础的年轻人，与学校相关学科专家组成

联合项目团队，推进从平台架构到网站设计与开发，再到微信公

众号设计与建设等工作。”石元敏说，一方面，把平台建好，另一

方面为当地培养一批“带不走”的电商人才。

为了尽快让电商平台投运，石元敏常常工作到深夜，与团队

人员反复修改架构和网站设计方案。今年 5 月初，礼嘉农业电

商平台正式上线运营。

此时，正是蓝莓上市季节。辉宇蓝莓生产的蓝莓品质好，过去

主要是采取会员制销售。石元敏了解后，主动跑去，建议他们在抖

音上推广销售。现在，辉宇蓝莓不仅出现在礼嘉农业电商平台立体

矩阵上，自己还用上了抖音，经营模式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今年尽

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他们的蓝莓每斤也卖到80元以上。

“现在，我们团队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指导农户做好电商

平台。”石元敏说，目前，他们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免费开展电商培

训，指导农户学会自己做。

在石元敏眼里，农业电商平台不光要承担推广农业特色产

业、农产品的任务，还应该同时宣传推广好当地的美食、文化、生

态环境，促使农业休闲旅游业的发展，拓展农业增收、农民致富

的路径。

自当上科技镇长团团员，到礼嘉镇挂职以来，尽管非常辛

苦，但“只要一想到，自己专业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能为农业发

展、农民增收，干点实事，心中就有着说不出的快乐。”石元敏说。

石元敏：建电商平台，让果

品销售不再“提篮叫卖”

石元敏（右）在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生态农业示范园
调研 本报记者 过国忠摄

“王教授，我们这的枣树，叶子掉了一地，不知道得

了什么病，你能来帮我看看吗？”6月29日，接到新疆建

设兵团十四师224团一个农户的电话，塔里木大学植物

科学学院教授王新建就开始打包行李，准备下乡。

30 多年来，特别是成为科技特派员以来，王新

建俯下身子、耐住性子、走进农工群众，发挥专业优

势，带领团队与 224 团建立了“院校+团场+职工”

的科技服务模式。

在他的帮助下，224 团建立了节水灌溉密植红

枣示范园 4150亩，红枣亩产量从 100多公斤提高到

了 300公斤，优质红枣密植示范园实现年产值 2100

万元，获得利润 1400万元，年新增产值 500万元，使

果农人均增收 7.8万元。

去年，科技部通报表扬了一批优秀科技特派

员，王新建位列其中。

在校园和果园中实现人生价值

1986 年 7 月，王新建毕业于塔里木农垦大学

（现为塔里木大学）果树专业。留校任教后，他就经

常带着学生到新和县、阿克苏实验林场、红旗坡农

场等地实习锻炼和科技服务。

学生与当地的专业户进行果树修剪技能比赛，

这些专业户大多是初中或高中毕业，来自山西、陕

西、山东等地，被称为“土专家”。

学生修剪的苹果树“大枝亮堂堂，小枝闹嚷

嚷”，树形不起眼，但第二年就开花了，第三年则果

子挂满枝头，而“土专家”修剪的果树中看不中用。

此外，学生修剪果树的成本低，每棵树仅需要

2 块钱，比“土专家”少 3 元钱。“还是大学生的水平

高，修剪的好，效益也好！”不少“土专家”说。

“搞科研，需要接地气，基层看重的是操作和动

手能力，而不仅仅是课堂上的理论。”王新建说：“在

校园和果园里，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

让先进农业技术听得懂、用得上

“作为科特派，要守初心，在科技助力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中贡献力量。”王新建说。

王新建刚去 224团搞种植的时候，当地人都说

这里种树不活，种草不生，种地不长。他到地里示

范修剪技术，在枣树整形中将枣头短剪，很多农户

也都反对。

有个农户站了出来，“王教授，来我家果园剪

吧。”王新建按照科学方法修剪，这位农户家的红枣

产量比别人都高。

后来，看到剪掉枣头的红枣产量比别的高，农

户们就开始信了，抢着请王新建去指导，经常给他

打电话。枣树怎么修剪，病虫怎么防治，怎么施肥、

打药……农户们从原来的不愿意接受新技术，转变

为现在的主动学习新技术。

王新建还根据不同层次需求，提供农业技术指

导。他注重从转变果农种植观念入手，通过建立科

技示范户逐步推广，让果农尝到了科学种植的甜头。

“科技，是脱贫的金钥匙。我们的任务就是把

听得懂、用得上的技术传授给农户。”王新建说，农

民最讲究眼见为实，要让农民把技术学到手，必须

先做给他们看，再带着他们干。

如今，224 团红枣收益越来越好，一亩地的产

量从 100公斤提高到了 300公斤。优质红枣密植示

范园的推广和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的应用，还使该团

的红枣种植水平和果品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也为

该团培养了一批业务精湛的科技带头人和科技示

范户。

“搞技术服务是我的强项”

时隔多年，有一件事让王新建记忆犹新。那

天，王新建带着学生来到一师 13团搞科技推广。

“王教授，帮帮忙吧，红枣再不丰产，我就要喝

西北风了。”职工何锐波气喘吁吁地跑来说。

王新建来到枣园一看，心里就有了底，他说：

“你这枣树，得搞‘1+3’修剪模式，就是每棵树留 3

个主枝、1个中心干，通风透光，枣长得就好。”

何锐波言听计从，到了年底，打来电话：“王教

授，你真神，往年我这些枣数量品质都不行，卖不上

价钱，今年鲜枣亩产 2吨多，净赚几十万元！”

一传十、十传百，王新建推广的这种“小开心”

型枣树修剪方法，如今已在一师和阿克苏地区全面

推开。“速度超出想象。”王新建说。

如今，王新建已经成为何锐波家的常客，经常

会被请到枣园里进行技术指导。

在科技服务的过程中，很多地方都想让王新建

去挂职，都被他婉言谢绝了。“我是搞技术服务的，

农业技术是我的强项。多搞一些科研，多出一些成

果，教老百姓多学一些技术，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他说。

红枣亩产从 100公斤提高到 300公斤，一年人均增收 7.8万元

他的“小开心”枣树修剪法让果农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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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特派，山
东省科创食用菌产
业技术研究院院长
李晓博为邹城食用
菌产业做出了突出
贡献。图为李晓博
在实验室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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