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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范儿

扶贫先锋

在贵州遵义，“小辣椒”已成为脱贫攻坚的

“大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由余常水研发的“遵

辣系列”新品种，从试验示范到群众自发应用，截

至目前种植面积已超 480万亩，群众增收超 48亿

元。在业界看来，遵义这一传统产业取得跨越式

发展的背后，与余常水的坚守密不可分。

身为遵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辣椒工程技术

研究所所长，他二十多年度如一日扑在辣椒科

研上，并以科技特派员的身份，长年深入田间地

头推广优质辣椒品种，没有他，或许就没有如今

遵义辣椒在全国的“江湖地位”。在 2020 遵义网

上辣博会即将举行之际，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

余常水，听他讲述一个科技特派员的“火辣”人

生故事。

从 2002年开始，余常水的辣椒培育工作陆续

取得了区、市、省各级科技部门的支持。截至目

前，余常水在同为科研人员的妻子令狐昌英的配

合下，已研发出“遵辣 1—10 号”系列品种。每研

发出一个品种，都会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优化。

尤其是“遵辣 9 号”，曾在遵义市举办的辣博会上

获得大奖。

通过示范种植，2017 年，“遵辣 9 号”亩产干

辣椒 312.4 公斤。2018 年，达到 327.3 公斤。2019

年，提高到了 369.8公斤。从试验效果看，比大面

积种植的其他常规品种最高亩产增长了 70%以

上。“遵辣 9 号”不但品质好、产量高，而且抗性得

到了显著提高，这在遵义的辣椒种植史上，绝对

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为遵义朝天椒杂交化填补

了空白。

“简单说来，如果我们把常规品种比喻为‘近

亲结婚’，杂交品种就是结合父本和母本各自的

优势，在保证口味、品质、抗性的前提下，其干椒

亩产很容易就达到 300 公斤。产量上去了，遵义

朝天椒的市场价格就会相应下降，更具市场竞争

力。但这并不会影响椒农利益，因为椒农单位生

产成本降低了。”余常水说。

为了针对贫困村实施辣椒新品种重点示范

推广，作为遵义市第一批科技特派员的余常水，

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他利用农闲时间，深入乡

村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毫无保留传授辣椒种植

4年在基层服务600多天

余常水原本是一位水稻专家，由他领衔的科

研团队，曾经攻克了寡日照低辐射山区水稻低产

的难关，使贵州水稻超高产从偶然走向必然。研

究辣椒，于他而言纯属偶然。

早年，余常水常常到外地出差，但每到一处，

无辣不欢的他，总是格外怀念家乡的辣椒。那些

外地辣椒，要么辣而不香，要么没有味道，远不如

遵义辣椒吃得过瘾。

那时，余常水想，要是能把遵义辣椒推广到

全国该多好。然而，当时遵义在辣椒科研方面

仍是一片空白。有一次下乡，看到一块辣椒地

三分之一的辣椒都病死了，这让余常水感到很

惋惜：“种了几百年的辣椒怎么变这样了？”职业

本能告诉余常水，长此以往，遵义辣椒迟早会被

市场淘汰。

1993 年，余常水说服妻子和好友，以“三人

兴趣小组”的形式，自费利用业余时间开展辣椒

研究。从“征用”父亲的两亩田地开始，选育、栽

种……每个环节，余常水都亲力亲为。周末，为

了搜集辣椒品种，他常常搭乘运煤车或拖拉机奔

走于田间地头，在简陋的乡村旅馆和衣而睡。

由于没有经费支持，余常水经常捉襟见肘。

转机出现在 1998年，余常水选取一些优质的辣椒

种子赠送给周围的村民试种，没想到好评如潮，

村民们自愿掏钱购买余常水的辣椒种子。

说起这事，余常水语气变得轻柔缓和：“当时

卖辣椒种子挣了好几千块钱，这给我后续的科研

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在我最想放弃的时候，是村民

们给予了我继续前行的力量。”而当时余常水卖的

种子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遵辣1号”的雏形。

“征用”父亲的两亩地研究辣椒

遵义市播州区龙丰村是深度贫困村，受地理

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多年来，村民以种烤烟为

主。“长期种植烤烟容易滋生病虫害，导致烤烟的

品质下降、经济效益不高。”余常水说，2017年，政

府发动全村种植“遵辣 9 号”，辣椒种子、地膜、肥

料都由政府提供。

一开始不少村民持怀疑观望的态度，但当看

到已种辣椒的村民有实实在在的收益后，都纷纷

加入种植辣椒的队伍中来。

2019 年，仅黄家湾一个村民组就种植辣椒

600 多亩，其中“遵辣 9 号”就有 500 多亩，种植辣

椒的 130多户精准扶贫户全部实现脱贫。

种植辣椒之前，贫困户杜启学一家靠做农活

勉强糊口，家里还有个上学的孩子，日子过得很

艰难。凭借种植的 38 亩辣椒，杜启学当年有了

12万元的收入，成功脱贫。杜启学说，没想到，现

在辣椒成了他家的“摇钱树”，这在以前都是想都

不敢想的事情，多亏了余常水。

烂坝子坝区是遵义市汇川区重点打造的千

亩辣椒换种工程示范基地。2019年，坝区种植辣

椒 968 亩，遵辣 1 号是其中的主要种植品种。当

年实现亩产值 7000 元，带动 220 户农户实现户均

年增收 1万元以上。

“以前，村民都叫这块地烂坝子，现在，可都

成了群众口中的好坝子了!”余常水表示，现在村

民的积极性很高，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农民通过种植辣椒，以及从事辣椒相关的

产业实现脱贫致富，这是开展脱贫攻坚行之有

效的做法。”毛里塔尼亚驻华大使阿卜杜拉希·
维拉利，通过参观遵义市辣椒产业，了解到了遵

义在脱贫方面取得的成效。去年，由 13 个阿拉

伯国家驻华大使及国际组织驻华使节组成的大

使团一行走进遵义市，纷纷为当地的辣椒产业

点赞。

这背后，凝聚了余常水等科技工作者的心

血 和 汗 水 。 如 今 ，遵 义 常 年 辣 椒 种 植 面 积 在

200 万亩以上，正在加快建设世界辣椒加工贸

易基地。

130多户精准扶贫户全部脱贫

实习生 张 楠 本报记者 何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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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老师的帮助下，我学会了林下养鸡技术，我现在可以

带领其他脱贫户，教他们养鸡技术，从而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

7 月 17 日上午，在新疆建设兵团第三师五十一团八连的林下家

禽养殖示范点，精准帮扶对象努尔江·肉孜高兴地说。

努尔江所说的赵老师，就是石河子大学科技特派员、动物科

技学院教授赵洁。

自从去年 2 月在当地开展科特派项目以来，为了将自己掌

握的科技知识和脱贫攻坚相结合，赵洁经常奔走在团场连队和

条田林带，走家串户，推广林下家禽养殖技术。

今年 5 月以来，每周她都要来到五十一团八连的林下家禽

养殖示范点，顺便去看看她的精准帮扶对象努尔江现在鸡养得

如何。

“体重大，毛也长得特别漂亮，掌握了养鸡技术就是不一样，

端午节的时候，卖 25到 30块钱一公斤呢！”努尔江说。

为了让脱贫户努尔江增加收入，赵洁与石河子大学驻五

十一团八连“访惠聚”工作队在 5 月份免费为他赠送了鸡苗，教

他林下养鸡技术。看着努尔江·肉孜的鸡养得这么好，赵洁很

是欣慰。

找准助力脱贫攻坚切入点

初到四十四团，赵洁在对四十四团家禽养殖习惯、现状和林

果种植种类、面积、分布进行整体调查时发现，随着农业结构调

整，团场林果业得到快速发展，但是林果种植效益单一、农林牧

经济结构不合理、畜牧业占比过低的局面并没有改变。

作为科技特派员和畜禽养殖专家，职业敏感让她很快找

到了助力脱贫攻坚的切入点，那就是林下家禽养殖示范和推

广研究。

赵洁立即确定将四十四团原种连、五十三团四连、五十一

团四连和八连的 20 户脱贫户作为精准帮扶对象和示范试点，

申请了第三师四十四团林下家禽养殖技术示范与推广的科特

派项目。

刚开始，项目经费还没到位，赵洁就自己先垫资，指导合作

社建示范基地，因陋就简，改造闲置温室大棚作为育雏舍和脱温

鸡舍。项目实施以来，她已经指导林下放养 2.7 万只优质肉鸡，

鸡群成活率在 95%以上。

赵洁说：“我们这个项目是由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林下

养鸡的科技特派服务团队申请立项的兵团民生实事‘提升农业

科技水平’项目（第三师小海子垦区林下养鸡技术示范与推广），

以石河子大学 2019年科技特派项目为基础，在四十四团原种连

建立集孵化、育雏、脱温为一体的基地。”

原种连生态家园养殖合作社没有专门聘请专业技术人员，

在养殖过程中存在较大的生产安全隐患。

赵洁就经常到四十四团原种连开展技术服务，因为养殖条

件简陋，她同合作社的养殖人员一起干，经常半夜 2点才返回。

针对天气突变时的鸡苗饲养管理、疫病防治等方面的问题，

她面对面讲解技术、发放饲养管理技术宣传单、技术服务明白

卡，对养殖户进行手把手养鸡技术指导。

“我以前是植保无人机飞手，但是看到赵老师的养鸡技术

后，我被深深吸引了。养鸡这块我以前是一窍不通的，后来赵老

师不但给我提供鸡苗，还手把手教我技术，比如如何判断鸡得了

什么病。现在我的鸡如果出现一些小的疾病，我自己都能搞

定。”四十四团原种连养殖户夏忠翠说。

四十四团原种连党支部书记靳义科说：“科特派赵洁老师团

队给我们连队脱贫攻坚指明了方向，为我们建立了一条集繁育、

孵化、育雏、养殖于一体的产业链。”

让脱贫户能够早点增收致富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赵洁在原种连建立了 1 个林下养殖核

心示范基地，扶持 2个养殖大户，建起第三师首个规范化孵化及

脱温鸡养殖示范园，年可提供 30 日龄优质脱温鸡苗 20 万只，不

但解决了小海子垦区农户优质鸡苗无保障的难题，大大降低了

养殖疫病风险，而且总结和完善了一整套南疆林下养鸡的技术

规程，包括孵化及育雏基地的各项制度及岗位责任制，辐射带动

了小海子垦区连队农户林下养鸡的积极性。

“把我的技术传授给养殖能手，由他们来带动脱贫户，即使

我们的项目结束之后，他们掌握技术了，也能够继续发展林下养

鸡产业。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做到‘孵化多元化’，不仅要孵

化肉鸡，还要孵一些优质的蛋鸡、山鸡、乌鸡等等，使我们的商品

能够多元化，做到市场差异化，让脱贫户能够早一点增收致富。”

赵洁说。

送鸡苗，教技术

指导林下养鸡她是“大拿”

本报记者 朱 彤 通讯员 张笑宁

七月初，在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

治县（以下简称紫云县）猫营镇普卡桥村食用菌种

植大棚里，几位村民正在采收和选装香菇，管理员

胡昌秀拿起几朵香菇高兴地说：“瞧，这朵香菇采

摘及时，颜色好，大小适中，算得上是标准的1级香

菇了。普卡桥村 40 个食用菌大棚，60%的香菇是

一级香菇，一级香菇的价格每斤4.5元。”

今年上半年，紫云县完成大棚香菇生产 2000

万棒，实现销售收入 1亿元。村民因香菇而致富，

这得益于远在两千公里之外的青岛农业大学田

雪梅博士团队。

作为山东省青年“蘑菇专家”，山东省科技特

派员，田雪梅去年主动申请主持了青岛市对口支

援安顺的脱贫攻坚项目。一年来，由她主持的

“大棚栽培食用菌标准化生产技术示范与应用”

项目在安顺市紫云县顺利实施，应用大棚栽培食

用菌技术 500 亩以上，培育致富带头人 100 余人，

还指导当地建设成了 100亩的核心示范区。她被

紫云县苗族人民亲切的称为“蘑菇科特派”。

“借助青岛和安顺东西部扶贫协作这条‘红

线’，能够带领这支蘑菇科特派队伍走进安顺，

克服疫情不利影响，加强科技指导，开展蘑菇扶

贫，服务脱贫攻坚，我感到无比自豪。”田雪梅欣

慰地说。

为当地“量身定制”产业发展方案

“作为国家级深度贫困县，紫云县贫困程度

和产业基础都比我原来预想的困难得多，脱贫攻

坚的任务十分艰巨。”第一次走进位于贵州省西

南部的紫云县，让一直在大海边工作生活的田雪

梅感触颇深。

田雪梅介绍，当地长期以水稻、玉米等粮食

生产为主，食用菌生产基础几乎为零。近两年开

始在政府推动、扶贫资金带动下，紫云县有些乡

村开始探索发展食用菌产业，但由于基础太薄

弱，加之脱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产业发展的困

难确实不小。

“虽然有困难，但决不退缩。”在田雪梅看来，

产业扶贫是基础。

田雪梅发现，紫云县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空

气湿度大，气候条件十分适宜食用菌生产。而

且，如果充分发挥当地气候优势，在自然棚中开

展夏季食用菌生产的话，收益会更加客观。同

时，紫云县森林覆盖率达 68%以上，发展林下经

济的条件非常好。

为此，田雪梅和项目组为紫云县“量身定制”

了一个“大棚栽培以香菇为主、林下栽培以大球

盖菇为主”的方案，因地制宜确定了主栽品种。

让种植户尽快成为食用菌专家

和紫云县农民深入交流之后，田雪梅发现制

约产业发展的最大因素就是农民知识水平整体

不高，普遍缺乏农业生产专业技术。为此，田雪

梅带领“蘑菇特派员”团队在当地连续开展 3期食

用菌栽培管理技术培训，累计培训技术从业人员

346人次、培育致富带头人 100人，辐射带动 11个

贫困村、5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让种植户尽快成为“食用菌专家”，田雪梅

还对紫云县里已建成基地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技

术指导，并积极联系在当地龙头企业建立示范园

区和示范大棚的事儿。

工作过程中，田雪梅见到了紫云县最穷最苦

的农民。她主动联系紫云县政府，确定了重点帮

扶 50 个贫困户。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先后投入

25万元帮助贫困户建设大棚、采购菌棒。新规划

的扶贫大棚建设基地选定在紫云县猫营镇普卡

桥村，已开始菌棒上架。

“帮扶的是科技，付出的是真情。百姓对食

用菌培育技术一点点熟悉，对依靠种食用菌脱贫

致富的信心越来越足。”田雪梅说。

努力让小蘑菇变成大产业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跟进项目进展、

提供关键技术指导，她和团队建立了多个服务当

地生产的微信群、QQ 群，通过网络和电话等形

式，一边回答各种技术问题，一边继续对当地农

户和技术推广人员开展培训。

疫情防控与科技扶贫两不误，田雪梅带领团

队结合紫云县当地生产实际，编写了《紫云县大

棚栽培香菇标准化生产技术指南》，成了当地人

手一份的“香菇生产一本通”。

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后，5月初，田雪梅第一

时间带着团队再次踏上紫云县这片山地，进行蘑

菇扶贫科技指导。目前，基地管理人员的专业技

术大幅提升，基本掌握了香菇不同出菇阶段和养

菌阶段技术要点，目前正在运用自己掌握的出菇

技术，独立管理 808菌棒的第三茬出菇。

田雪梅介绍，做好紫云县大棚栽培香菇技

术指导和科技扶贫仍是他们团队工作的重点。

同时，林下大球盖菇品种筛选、配方试验及栽培

技术示范，以及长根菇适应性栽培等工作均已

陆续开展，这些技术相继推广应用，能够带动周

边 6 个乡镇超过 300 名农民致富，有力助推当地

脱贫致富。

“我现在的小目标，就是尽最大努力帮助当

地形成规模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食用菌特色产

业，让‘小蘑菇’变成‘大产业’，把绿水青山变成

老百姓的金山银山！”田雪梅说。

“蘑菇科特派”：把青岛蘑菇种到贵州
上半年完成大棚香菇生产 2000万棒，实现销售收入 1亿元

本报记者 王健高 通讯员 曲天泽

据不完全统计，由他研发的“遵辣系列”新品种，

从试验示范到群众自发应用，截至目前种植面积已

超480万亩，群众增收超48亿元。

没有他没有他，，或许就没有如今遵义辣椒在全国的或许就没有如今遵义辣椒在全国的““江湖地位江湖地位””

一个科技特派员的一个科技特派员的““火辣火辣””人生人生

余常水和他研发的余常水和他研发的““遵辣遵辣””
系列辣椒系列辣椒。。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安顺市紫云县猫营镇普卡桥村食用菌种植大棚 受访者供图

技术；他积极指导辣椒种植大户，全天候提供技

术问诊，指导他们科学种植辣椒。粗略统计，在

过去的短短 4 年间，余常水在基层服务的时间超

过了 616天。

2019 年，在为村民的辣椒种植“把脉问诊”

的时候，因阴天路滑，余常水摔断了手，医生让

他休息 3 个月，可手上了钢板之后，仅仅在家里

歇了 3 天，又有村民打电话来了：“辣椒遭病哦，

赶紧来。”

于 是 ，余 常 水 二 话 不 说 ，又 出 门 了 。 他

说：“村民需要我，反正手吊着动不了，脚还可

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