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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范儿

今年是贵州省遵义师范学院副教授熊佰

炼当科技特派员的第五个年头。至今，他已

经累计基层服务1600多天。虽然遵义市已经

实现了整体脱贫，但他依然奋战在田间地头。

科技人员脚上有泥巴，乡村振兴就有希

望。正是在熊佰炼的帮助下，陷入困境的企

业“起死回生”，乡村的产业发展蹄疾步稳。

熊佰炼说，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科技需求旺盛

但科技人员匮乏，科技特派员的到来，起到了

“及时雨”的作用。

遵义绿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熊佰炼作

为科技特派员的起点站。

这是遵义一家核桃生产的龙头企业，核

桃种植面积达 1700 亩，但核桃果园建成 7 年

后，仍未迎来丰果期。2015 年 11 月，熊佰炼

第一次和公司负责人王银中联系时，企业正

面临一场“大考”。由于核桃种植前期只有投

入，没有产出，企业资金链出现困难。

为了给企业“输血”，熊佰炼想到了林下

种养殖。

2016 年，熊佰炼和企业技术人员通过研

究，提出“林—草—禽立体复合”的种养模式和

“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的立体种养思路，在核桃

园选择合适的区域，种植了10亩牧草，饲养了

50只山羊。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山羊的市场

竞争激烈，经济效益不高。而且，在林下放牧的

过程中，还会出现山羊啃食核桃树皮的现象。

必须更换林下饲养品种。熊佰炼将目标

瞄准了藏香猪。然而，王银中犯了难：“公司

发工资都已经很困难了，哪里还有钱去引进

藏香猪？”

熊佰炼不甘心，藏香猪是野猪驯化来的，

肉质好、营养价值高。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没准能让企业逆风翻盘。思来想去，熊

佰炼自掏腰包，和王银中一行驾车前往四川

宜宾引进了两头母猪、两头公猪和一头仔猪。

熊佰炼说，自己的专业是农业资源与环

境，首次接触到养殖领域，这对他来说是个不

小的挑战。藏香猪具有野性，生活和繁衍大

部分在野外进行，且有穴居的生活习性。可

在核桃林，打洞不可能任由藏香猪“自由发

挥”。为此，熊佰炼多次向专业人士请教，最

后决定在核桃林坡度大的地区人工挖松土

壤，引导藏香猪打洞穴居。

2017 年 6 月，引进的第一批种猪共产崽

13 头，全部存活。如今，该公司每年出栏的

藏香猪在 150 头左右，每头成年藏香猪售价

大约 7000元，仅此一项，年销售额超百万元。

是熊佰炼，帮助企业渡过了最艰难的时

候。让熊佰炼高兴的是，随着核桃挂果，该企

业焕发出了活力，常年解决 100 多个农民的

就业问题。

出技术出资金，帮助企业逆风翻盘

2018 年，遵义市脱贫攻坚调整产业结构

的力度加大，各式各样的产业在乡镇村寨落

地生根。务川县石朝乡便成了熊佰炼服务的

第二个站点。

与熊佰炼同行的，还有遵义市农科院现

代农业研究所所长王晓殿和市农委的肖礼华

博士。王晓殿精通蔬菜种植、肖礼华了解畜

禽养殖，三人组成了专业服务团。

石朝乡山高谷深、自然环境恶劣，素有务

川“小西藏”之称。第一天去村里报到，乡里的

交通就给了熊佰炼一个下马威。狭窄的山路，

一边是山体，另一面是万丈悬崖，靠近悬崖的地

方竖着石墩不让车辆行驶，那是塌方的位置。

加上当天雾大，担心对向来车，熊佰炼开得胆战

心惊：“我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山路。”

在指导村民的过程中，一遇到难题，服务团

队共同商讨解决方案，若超出服务团的专业领

域，三人再从自己的“朋友圈”着手，寻找后援。

石朝乡的金竹村种植了大面积的猕猴桃

和桃树，可鲜有人精通这两个产业的种殖技

术，三人便发动自己的人脉资源，请了专门的

猕猴桃专家和果树专家到村里来集中会诊。

而熊佰炼根据桃树的产业特点，指导村民们

在桃林下种植蔬菜，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

生产效率，取得了 1+1>2的效果。

由于从遵义市到石朝乡的距离较远，往

返需要近 15 个小时。为了提高服务的及时

性，熊佰炼加入了务川县万名农业专家精准

服务脱贫攻坚微信群，同时与产业大户建立

微信联系，利用微信平台，通过视频等方式及

时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

熊佰炼说，到了基层才发现，遇到的问题是

多种多样的，一个人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科

技特派员下沉，不仅是自己下去，还带动了科特

派周边的资源下去。其他专家解决疑难杂症的

过程，也是科特派自我学习提升的过程。

专业服务团下沉脱贫攻坚第一线

2019年，熊佰炼干了件“大事”。

石朝乡大漆村以种植香榧为主。但是，香

榧生长周期长，为了增加村民们的收益，熊佰炼

指导他们在香榧林下种植了近千亩黄花菜。

谁知等到黄花菜喜获丰收时，大漆村党

总支书记申修军却告诉熊佰炼，县里的检测

机构判定他们的黄花菜的重金属镉超标，不

能进入市场销售。这意味着，近千亩的黄花

菜将被挖掉，已经收获的也要全部丢弃。

熊佰炼搞农业资源与环境出身，对重金

属超标非常敏感，如果超标属实，全村将承受

428 万元的损失。他问申修军：“报告上重金

属镉的浓度是多少？适用的是哪一个标准？”

申修军说不上来。

“要判定是否超标，首先要找到其对应的

适用标准，比如黄花菜，有干花的适用标准，

也有鲜花的适用标准。只有找对了参照标

准，判断才会准确。”熊百炼安慰申修军：“你

先别急，我再检测一遍，确保无误。”

为此，熊佰炼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对黄花

菜进行了重新检测。结果显示，黄花菜并不

存在重金属镉超标的问题。为了保险起见，

他找到了在重庆海关化验中心的师弟，说明

原委请他帮忙重新检测。同时，还委托了西

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的老师同步检测。最终

检测结果一致，确定是务川县相关机构的适

用标准错误，大漆村的黄花菜不存在重金属

镉超标的问题。

听到消息，村民们欢欣鼓舞。

为了防止以后类似情况的发生，熊佰炼

根据石朝乡土壤的 pH 值以及黄花菜种植特

点，给出每亩用 60 斤石灰分两次施入土壤，

固化土壤中镉的方法，以减少重金属向作物

迁移。在熊佰炼的帮助下，目前石朝乡香榧

林下套种黄花产业已良性发展。

“农村一线的服务人员很稀缺，我将尽自

己的努力继续行走在科特派的道路上，以科

技的力量帮助更多的村民。”熊佰炼说。

为村民们挽回428万损失

实习生 张 楠 本报记者 何星辉

“高温持续，养鱼最怕这个，鱼塘增

氧及时到位马虎不得。”8月 6日，湖北局

部地区气温达 40 摄氏度，科技日报记者

拨通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教授马徐发

的电话，他正在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的

多个鱼池“赶场子”。

一件事，干了 17 年。自马徐发被任

命为湖北省红安县科技特派员以来，平

均每周 2 天都在渔民家、鱼池边忙乎。

从提供技术指导到引导养殖创业，再到

全县水产业发展规划，马徐发从未缺位。

“只要对渔民有好处，从来不把自己

当外人。”马徐发如是说。

回报乡梓当好技术员

经历过贫困，更相信科技能致富。

马徐发是红安人，从小生活在水库旁，坚

信养鱼能摆脱贫穷，高考填志愿时，毅然

放弃名校工科专业，第一、第二志愿全选

择水产专业。

马徐发回忆说，高中时期，看到华中

农业大学红安扶贫帮扶工作队无私付

出，用农业科技帮助不少乡邻解决了温

饱问题。自此，立志要学农、助农，回报

乡梓。

从华中农大读硕士开始，马徐发就回

家乡参加水产养殖实践，毕业留校后每年

带着本科生到红安开展鱼类人工繁殖实

践，任科技特派员后，更是白天看鱼塘、晚

上做培训。马徐发的手机号码、微信号，

红安渔民全知晓，有疑问随时联系。

“刚开始，都以为他是县水产局职

工。”渔民李庆说，马徐发经常自己开着

车到鱼池，发鱼虾苗种、聊养殖方法，“好

些人只知道他是技术员，不知道他是教

授呢！”

马徐发在红安大力推广三级放养技

术、饮用水源水库鱼类合理放养保证优

良水质技术、稻虾综合种养及小龙虾健

康养殖等实用新技术，使鲌类、鲂、鳙、小

龙虾等优质商品鱼虾及其大规格鱼种产

量增长 10%以上，增加产值超 1.56亿元，

直接带动 126 户贫困户依靠渔业脱贫奔

小康，每户年均增收 9200多元。

返乡能人的创业导师

“老乡赚钱了，老板亏钱了。”水产投

资现状如此，马徐发“看不下去了”。

“投资农业的人多半有一份情怀，不

能让他们失望。”马徐发说，自己也有农

村情怀，十几年来，看过太多返乡能人乘

兴而来、扫兴而归，“该说就得说啊，失败

的教训是惨痛的。”

前几年，从事变压器营销的倪勇在

红安流转 200 亩稻田，投资养殖高品质

淡水小龙虾，收益尚且能维持基地运

转。今年受疫情影响，龙虾销量锐减，加

之主业资金压力大，倪勇准备放弃。马徐发得知消息，随即来到养殖基地，分析

技术优势、市场行情，劝他继续在水产行业坚持，又叫来农业、水产职能部门帮忙

制定产业结构调整计划并实施，一起共渡难关。

“培养一个成功的养殖主体不容易，背后还有几十户农民靠这增收呢。”马徐

发从不把自己当局外人，养殖户遇上难事，就是他的心头事。

眼下，农村发展势头好，返乡能人增多。汪元松外出广东等地务工多年，有

些积蓄后，准备回来建一个生态养殖文化旅游田园综合体。

马徐发登门拜访，得知汪元松此前并无水产养殖经验，劝说他先到其他养殖

基地学习，亲身参与日常工作，再考虑如何投资。“返乡能人有激情、有资金，但缺

乏规划和技术指导。”马徐发说。

地方水产业的总策划

水好，鱼自然好。马徐发坚信，红安高品质水产品大有可为。

“水产量不大，水面以中小水库和山塘为主，水质没得挑。”马徐发说，红安适

合推行精养鱼池、小型水库、大中型水库和湖泊分级养殖，实践效果不错。

2003 年以来，马徐发持续跟踪服务红安水产业发展，参与制定水产养殖规

划、指导企业和农民养殖、监测和保护水环境，促使红安形成年产 20亿鱼类苗种

的育种能力，建成省级和国家级三角鲂原种场、农业部健康养殖示范场。

17 年科技服务，见证红安水产业跨越式发展，全县精养鱼池养殖面积增长

36000 多亩、产值增加 4300 万元，稻渔综合种养面积增加 19000 多亩、产值增加

2700万元，水产品养殖总量超过 13000吨，100亩以上养殖大户达 57个。水产养

殖对红安从国家级贫困县中出列发挥重要作用。

为不辱使命，马徐发打趣地说，要向研究和养殖的三种水产动物“学习”。向

鲫鱼学习，不计较生活条件，即使在恶劣环境下也能充满活力；向乌龟学习，具有

韧性和耐力，在漫长征程中始终不放弃；向大马哈鱼学习，哪怕前进道路充满千辛

万苦，也要竭尽全力到达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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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 6 点不到，吕孝东就钻进了瓜棚。

正值上市季，满棚的西瓜长势喜人，让这位老

瓜农合不拢嘴。趁着凉快，他与伙伴们一起

弓下身子，摘瓜、搬运、装车……

“今年疫情对产量几乎没有影响，预计平

均亩产能到 9000 斤，一亩地纯收入一万块

钱，又是一个丰收年！”吕孝东很激动，面对记

者，他首先想感谢的是科技科派员、山东农业

大学教授史庆华。

扶贫扶到点子上

吕孝东的西瓜创下亩产12500斤的最高纪

录！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在泗水瓜农们之间

传开了，一时间，怀疑者、取经者纷至沓来。

想当初，西瓜是吕孝东眼中的“烫手山芋”。

作为种了20多年西瓜的“老把式”，他全家5亩瓜

地一年比一年投入多，收益却一年不如一年。和

他有相似遭遇的不在少数。无论是从气候上，还

是土质上，泗水都适合种瓜，素有“中国优质西瓜

之乡”美誉。种瓜也撑起了当地农民的“钱袋

子”。可近几年，受品种老化、土壤连作、病虫害

等因素影响，泗水西瓜陷入低谷。

从“烫手山芋”到收入创纪录，转折点出

现在史庆华教授“良种+良法+良技”的介入。

史庆华与吕孝东的二弟是研究生同学，

史庆华放假到家里做客，听说种瓜效益不行，

直接钻进了大棚。吕孝东清晰地记得：“史教

授说咱这瓜品种老化了，病虫害防治技术也

不到位，临走时还把土壤、水肥、发病的叶蔓

都取样带回学校了。”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史庆华给出

的解决方案是：更换“京欣”“甜王”优良品种、

调整种植模式、采前适当控水、采用有机肥替

代化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多管齐下！

有好品种，还得有好技术，实现良种良法

配套。史庆华教给吕孝东“双断根嫁接法”，

育出的苗种根系粗壮、生长整齐一致，定植后

幼苗耐低温性和生长势较强，吸水肥能力与

抗旱性明显强于传统嫁接苗，二茬瓜产量和

品质提升，每亩增产 1000 多斤。两三年后，

吕孝东的瓜地一再升级，由爬地栽培变为吊

蔓栽培，小型瓜代替了大型瓜。

改变发生了。这 5 亩地一下子成了宝

地，同村瓜农看着他的瓜每年都以高价被抢

空，羡慕不已。史庆华也上心。西瓜种植生

长的关键期，一有时间他就开车去村里。从

嫁接育苗、整蔓、定植等高效丰产栽植技术，

到肥料、水分、温度等调控管理技术，他手把

手地教给瓜农，枯萎病、炭疽病、蔓枯病等病

害如何预防、如何根治，史庆华讲得头头是

道，瓜农听得明明白白。由于管理得当，基地

的棚里基本没有病虫害。

史庆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科技扶贫就

要扶到点子上，选择适宜当地种植的优良品

种，配以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一定会实现西

瓜新一轮的更新换代。

不搞一把抓、满盘撒

在西曲泗村一处设施大棚内，每个西瓜

上都贴有一张二维码，史庆华告诉记者，这相

当于西瓜的身份证，消费者扫描二维码就能

查询到西瓜的相关信息。“每个西瓜来源可追

溯，吃得放心不放心，查查二维码就知道了。”

如今，史教授推荐的“京颖”成为吕孝东

的主打品种，西瓜吊藤生长不与地面接触，享

受 360度采光，结合栽培技术的改善，含糖量

可以达到 16度，地头批发价就达 6元钱，属于

西瓜中的贵族。

“精准扶贫，不是一把抓、满盘撒，而是在

重点区域、重点方向、重点产业有计划推进，

真正为农民找到适合当地发展的致富项目。”

为此，史庆华推动当地成立了合作社。

西瓜是季节性水果，夏季集中成熟，各地

西瓜同时上市，农民很难卖出好价钱。史庆

华的建议是：不能打价格战！

科研成果只有转化为农民可以掌握的实

用技术，转变为让农民脱贫致富的法宝，才能

体现出价值。史庆华决定，2020 年要引入自

己的两个晚熟西瓜新品种，让合作社瓜农分

阶段、分批次栽培，中秋节前后上市，防止后

期西瓜集中上市造成积压，打“时机战”拉长

采摘期、错开上市高峰。

“在史教授的指导下，我们思路不断更

新，发展订单式农业，现在不仅种得好，销路

更不愁了。”吕孝东说，“过去我们只想着提高

产量来增收，现在史教授带我们走高端路线，

根据市场找准定位。”

目前该合作社已与北京、上海、河北、山

东等地搭建起网络电商、农超对接等销售平

台，也成了抖音、快手直播间的“网红西瓜”。

在泗水县，种瓜已成为当地的特色优势

产业，通过合作社带动村民投身发展瓜果产

业，带动大批农户稳定发展、增收致富。不仅

如此，合作社还在汶上、金乡、微山分别成立

了分社，复制泗水模式，带动产业发展。

“下一步还要加大科研投入，让农民掌握

更多的新品种和新技术，做大做强瓜果品

牌。给泗水西瓜插上科技的翅膀，飞得更高

更远；给更多农民朋友铺就富裕之路，走得更

远更宽。”史庆华信心满满。

不仅品种好、收成好，销路也不愁

他让泗水西瓜从“烫手山芋”变高端“网红”

史庆华教授史庆华教授（（中中））在山东泗水富华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做技在山东泗水富华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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