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蔬菜产业现已被列入贵州 12个重点特色产

业之一。仅 2019 年，贵州蔬菜产业就带动农户

1449 万人，其中带动贫困人口 62 万人人均增收

4830 元，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土地破碎的贵州高原，曾是蔬菜生产的“洼

地”，如何科学种菜是一个大问题，从蔬菜生产的

“洼地”到“新高地”，这背后离不开贵州省农科院

园艺研究所一批科技特派员的不懈努力和辛勤

付出。

创新模式带来脱贫奇迹

孟平红是贵州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所长、省

蔬菜专班副班长。在帮助农民脱贫增收、科技扶

贫的道路上，她一干就是 32年。

“如何提高蔬菜产量和效益，切实增加农民

收入？”是孟平红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著名蔬

菜专家李桂莲的指导下，孟平红带领团队以科技

破局，率先在贵州提出并开展蔬菜“321”高效种

植技术研究与示范，促进种植制度变革和农民增

收。

作为科特派，孟平红曾带领团队在贵州黔南

州罗甸县试验示范“辣椒套种春大白菜—水稻—

秋冬果菜”一年 3季 4收高效模式。

在她和团队的指导下，省级一类贫困村罗甸

县罗化村村民杨胜发通过种 7 亩春大白菜收入

近 10 万元，贫困户刘祖义种植一季春大白菜就

实现了脱贫。

以贵州 19 个县为试点，孟平红研究总结出

适宜贵州不同区域的蔬菜一年多茬高效种植模

式 100余套，实现了蔬菜种植年亩产值在不同区

域分别达 3万元、2万元、1万元。

2017 年，蔬菜“321”高效种植技术被列入省

政府《贵州省发展蔬菜产业助推脱贫攻坚三年行

动方案》，作为贵州蔬菜产业扶贫主推技术向全

省推广。

据不完全统计，8 年来，孟平红带领团队在

全省累计示范推广蔬菜“321”高效种植 242 万亩

次，总产值达 341亿元，惠及农民 19万户，带动贫

困户 17685户增收。

在月亮山腹地种菜

东朗镇地处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西北部

的月亮山腹地。这里群山连绵起伏，山林茂密，

看似风景如画，却是制约当地农业发展的“罪魁

祸首”。

2020 年，贵州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杨巍作

为省级科特派被选派到东朗镇，他实地到村里进

行产业摸底调查，走访贫苦户了解致贫原因。

村民郑老友告诉他，这里的人都很能吃苦，

只是当地自然条件恶劣，大家都是采用传统的耕

种模式，每年生产的粮食仅能勉强糊口。

针对这一情况，杨巍赶紧联系乡政府领导与驻

村干部，希望对农民进行培训，回到单位后，他整理

好相关技术资料并购买了优质的种子，又赶到东朗

镇各村进行现场培训，受到农户的热烈欢迎。

东朗镇极为闭塞，农民难以接触外界先进的

技术，常年自留种子导致种子退化，产量低下，蔬

菜仅以辣椒、白菜、萝卜为主，餐桌结构单一。杨

巍主动从单位和网络平台购买了豇豆、生菜、香

菜、大白菜、佛手瓜等多个蔬菜品种，通过引种、

试种取得成功后，免费将这些种子送给农户，又

亲自传授蔬菜育苗、蔬菜套种和一年三季高效种

植模式等，给农民带来切切实实的收益。

如今，东朗镇已完成钩藤种植 245.7亩、辣椒

种植 2000 亩、板蓝根种植 2783.2 亩，农业产业初

具规模，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杨巍表示，他

会将更多先进的种植技术与品种引入到当地，希

望为当地的脱贫攻坚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女博士的“蔬菜经”

2018 年 1 月，孩子刚 1 岁，贵州省农科院园

艺所博士邓英就主动加入脱贫攻坚工作，作为省

级科特派，被派往赫章县结构乡进行蔬菜产业技

术服务。

结构乡离赫章县城虽然只有 50 千米，但山

路崎岖，邓英在下乡路上，沿途看到一些零星的

白菜、青菜等农户自留地种植外，大面积种植很

少。她觉得这里海拔较高，适合发展夏秋叶菜类

蔬菜，于是带上贵州省农科院园艺所自己培育的

优良青菜品种黔青 1号、黔青 4号。

刚开始到农户家送种子时，有的农户不相

信：“这种子有你说得这么好，为什么会送我们

呢？”但有心人试种后发现：“邓老师说得没错

呢！这个青菜长得好得很。”这下，没种的农户急

了，开始找邓英要种子。

只要老百姓喜欢种、挣到钱，邓英就会有一

种成就感。

贵州省农科院园艺所在威宁进行蔬菜种质

技术的研究已有 18 年，总结了威宁夏秋反季节

蔬菜栽培的一系列技术模式。然而，邓英在工作

中发现，由于威宁海拔高、温度低，6 月份播种都

会发生大面积抽薹现象，邓英经过多年摸索研

究，选育出解决春季栽培耐抽薹青菜新品种黔青

6 号，解决了高海拔区域青菜越夏易抽薹开花的

问题。

在海拔 2000 米左右的牛棚镇种养殖合作

社，300 个大棚种着大白菜、萝卜、香葱等。邓英

说这么好的条件应该种植价值更高的蔬菜，于是

她指导合作社试种自己选育的黄瓜新品种黔黄

瓜 1、2、3号。结果，黄瓜每亩大棚采收 8吨左右，

产值一季近 2万元。

邓英说，科特派指导农民种菜，要引导他们

种出最高的经济效益。

科技破局，他们把贵州高原变成种菜“新高地”

典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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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夫妻俩在百洋海味食品公司（以下简

称百洋公司）上班，年收入可达 10 多万元。如

今，老家的新房子盖好了，心里很踏实。”11月25

日，来自福州对口帮扶对象甘肃省定西市的贫

困户张录全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夹心鱼豆腐、Q 弹的鱼丸、菌菇口味的虾

滑……得益于福建省科技特派员、福建省农科

院赖谱富副研究员团队的技术支撑，百洋公司

系列海产品迅速在网上走红，进入全国 29个城

市 400 多家卖场、超市，出口至 13 个国家和地

区，从一家小企业蜕变成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接纳了近 40名和张录全夫妻一样的

定西籍贫困户务工人员。

早在 1994 年，福州市委市政府就出台了

《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在全国沿海城

市中率先吹响“向海进军”的号角。据福州市

科技局党组成员林亚平介绍，近年来，福州市

充分发挥科特派“机制活”的优势，大力发展海

洋产业，推进科特派服务领域从单一渔业生产

领域，拓宽到海产品精深加工、海洋设备制造、

鱼类观赏等二三产业，打造区域特色创新品

牌，推动当地渔民增收致富，为海洋经济发展

和乡村产业振兴走出了一条新路。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 讯 员 郭文涛 宋佳馨 刘明聪

珊瑚礁下，海星躺在细沙里伸懒腰；碧蓝

“海水”里，小丑鱼和水晶虾成双结对游玩……

位于福州市闽侯县孔元村的福建珊瑚海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珊瑚海公司）的生态

鱼缸，把原本要潜到马尔代夫海里 30多米深才

能见到的海洋生物，“搬”进老百姓的家里，让

人工调配“海水”，把海景“搬”回家

在福州市马尾区琅岐镇建光村，对虾养殖

户林燕峰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他向记者亮

出最新的“成绩单”：对虾养殖塘已全部出塘，

今年养殖产量较往年提高 10%以上。

“早前，养殖池塘的水质越来越差，对虾

养殖病害时常暴发，又不敢使用化学药物，

束 手 无 策 ！”林 燕 峰 说 ，如 今 在 福 建 省 科 特

派、闽江学院海洋研究院副教授袁宗胜指导

下，不仅提高了养殖水质，还探索引入传感

器设备、智能控制等物联网技术，实现在线

实时监测溶解氧、水温、pH 等数据，让养殖

智慧可控。

福州市对虾养殖面积、年产量和年加工量

均居福建省首位，具有优势养殖资源的“琅岐

对虾”声名远播。但随着对虾高密度养殖，大

量的残余饵料和水产动物排泄物沉积于池底，

导致养殖水体低氧，污染加重。因此，养殖水

体的水环境调控迫在眉睫。

针对这一难题，袁宗胜带着水质监测设备

及其研发新成果——新型高效复合微生态制

剂来到了林燕峰的养殖塘。“对虾养殖的关键

是调控水质。”袁宗胜说，通过对养殖水体每天

6 次取样，连续 7 天检测分析后，他制订出了新

型高效复合微生态制剂产品，并采用活化喷洒

及拌料相结合的调水、稳水技术方案。随着该

方案的实施，养殖水体的透明度提高了，水质

也变好了。周边对虾养殖户林信发等人纷纷

表示来年要扩大养殖面积。

在连江县浦口镇中麻村，紫菜采苗是生产

的关键环节，受气象因素的影响较大。福州市

科特派杨先和、苏荣瑞携手连江县气象局每年

制作专题预报，为紫菜壳孢子采苗、收晒提供

准确的气象信息，确保紫菜养殖丰产丰收。他

们为福州海耀水产品公司提供直通式气象服

务，该公司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探

索出以紫菜种养加工为主的系列产品，助力渔

民增收。2017 年中麻村成功摘掉市级贫困村

“帽子”。

“目前，福州市共有 1000多名科特派，他们

走到了田间地头，帮助农民脱贫解困，指导农

村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拓展，生动诠释了科

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内涵。”福州市科技局局长

任义文表示，未来将继续深化科特派制度，积

极探索科特派服务新模式，加大力度扶持一批

科特派项目，推动科特派制度在全市乡村振兴

和脱贫攻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智慧养殖，掀起塘边“绿色革命”

大家在家中便可一饱眼福。

全球观赏鱼年贸易额高达 50亿美元，而我

国观赏鱼年出口创汇仅约 2 亿美元。为此，国

内观赏鱼产业也被看成“新蓝海”。珊瑚海公

司负责人马儿告诉记者，该公司致力于国内家

庭水族箱研发技术的变革，还计划把马尔代夫

的海景“搬”到中西部地区，用特色产业助力当

地脱贫致富。

然而，在远离大海的地方规模化养殖珊瑚

等海洋生物，在国内没有先例。为此，珊瑚海

公司与福建省科特派、闽江学院海洋研究院副

教授林镇跃团队进行了合作。

“养殖珊瑚是门科技含量很高的技术活，

首先要模拟珊瑚生存的生态环境。”马儿说，在

专家们的指导下，企业采用全球领先的海洋微

生态模拟技术，人工调配出“海水”，通过智能

化系统自动控制海水缸的多种参数，经过数月

稳定、培养、驯化、繁育，使每一个独立的生态

海景接近于热带海洋珊瑚礁生态景观。

近几年，小丑鱼深受水族玩家们的喜爱，

国内的小丑鱼大多是依靠捕捞天然成熟的个

体进行养殖。为此，林镇跃团队协助企业实现

了小丑鱼的规模化人工扩繁，解决了目前市场

上小丑鱼品种供应不稳定，运输销售环节损失

大等问题。

如今，在科特派团队的推动下，该企业已

经掌握了 20 多种活体珊瑚和小丑鱼的繁育技

术，形成了国内首条行业繁育技术的产业化生

产链，预计其产业链上下游将提供约 5000个就

业岗位。

赖谱富是福建省农科院食用菌精深加工

与功能食品研发创新团队首席专家。13年前，

位于福州市连江县的百洋公司，还是一家水产

品粗加工企业，遇到了深加工技术缺乏、产品

结构单一等发展瓶颈。在赖谱富团队多年技

术支持下，该公司“解锁”了鱼、虾、贝类 26种新

吃法，9项技术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其中不乏

福州鱼丸、夹心鱼豆腐等“爆款”产品。

“虽是小小的鱼丸，其中却应用了多项行

业先进技术。”百洋公司副总经理滕丽容说。

原来，普通鱼丸鱼糜的凝胶强度低，入口软烂，

煮久了更影响口感。为此，赖谱富开始了“头

脑风暴”。他从制作鱼丸的鱼糜入手，融入复

合酶解嫩化、挤压微细化等技术，大幅度提高

鱼糜的凝胶强度，让鱼丸口感 Q 弹，且“久煮不

烂”。

13 年来，赖谱富团队研发的鱼糜虾糜、虾

皮等多项技术及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带动百洋

公司解决了 800 多人就业，并帮助当地渔民脱

贫致富。特别是，百洋公司与定西凯龙淀粉公

司合作，帮助定西解决土豆销路问题，带动凯

龙淀粉公司对接当地贫困户 797户将扶贫资金

入股企业，每户每年保底可分红 4000元。

在连江，亿达食品与朱蓓薇院士科特派团

队合作，一根小小的海带运用了多项精深加工

技术后，变成了海带酥、海带脆片等“网红”产

品，建立了更长、更有附加值的产业链。

“近年来，福州市大力开展科技特派员工

作，支持特色农业、智慧农业等潜力产业，有力

促进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福州市科技局

社农处处长郭文涛说，该局还组织科特派通过

“直播带货”等方式，通过探索舌尖上的美味背

后的科技文化元素，引起观众和消费者的浓厚

兴趣，取得了良好的推广效果。

提升附加值，打造海产品“爆款”

“大枝亮堂堂，小枝闹嚷嚷。修剪成的树形要大枝少、小枝多，这样才

能丰产。”在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东联村的梨园里，农户们正跟着科技特

派员学习果树整形修剪的诀窍。

产业发展到庄户宅院

“从 2017 年开始探索‘三变’改革，村上先后成立了瑞泽养殖、金土

地、东联苗木、东联农机 4 个专业合作社，入社农户占到全村 90%以上。”

谈起致富经，东联村党总支第一书记胡宗仁很是自豪，2019 年仅靠养殖

合作社的分红，户均就有 1.8万元的收入。

4 年前的高台县东联村，人均耕地不足 10 亩，地块零碎难以管理，农

户的大量时间困在地里，收益不高。如今土地资源活起来了，产业也发展

起来了。

在果树的生产期和管理期，每天最多的时候有五六十人在梨园里干

活，村民都住在距离合作社 10多分钟电动车程的楼房里。“以前种着 10多

亩地，农闲的时候就没什么收入，现在土地流转了有分红，家里人出来打

工又是一份收入”，刚刚翻完地的村民闫秀玲说，在这一天一百块钱，还能

顾得上家务事，比以前轻松了，日子也好多了。

技术课堂开到田间地头

工具随身带，剪刀不离手，这是初见邵军辉的第一印象。刚刚在林间

辅导果树整形修剪课的他，是高台县林业技术推广站的高级工程师，也是

张掖市科特派。“这个合作社从选种、栽培就定期来技术指导，每次带几个

技术员。不在县里的时候，现场视频也能解决问题。”邵军辉一边剪枝一

边说。

“现在农民对果实的大小、品质都有了辨别能力，所以对技术的要求、

发展的渴望也就更多了，每年省里市里有相关的培训，县林业局都会把几

个名额让给农户接受免费培训。”为了方便农民解决技术问题，高台县通

过“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培养了许多“走不掉的农民专家”，再由农民专家

推广到农户。

“从 2013 年以来，我每年都能参加两三次培训，去过县里市里，也到

省上学习过，合作社的蔬菜种植和梨树栽培技术由我负责”，农民专家贺

会琴自信地说，“看天气预报有霜冻的话，白天提前浇水施肥，夜间熏烟升

温，减少对林果的影响”。现在，贺会琴已经是远近小有名气的“网红”。

一边学习新技术，一边装满钱袋子。今年是东联村合作社梨园的首

次挂果，果子上市销售后，预计能发放折股量化分红 137 万元，每户村民

又能有 5000元的收入。庄户们致富账越算越乐呵，日子越发红火了。

甘肃张掖：

农民变专家，富了乡亲红了自己

通讯员 裴晓红 本报记者 何星辉

技术驱动技术驱动
福州科特派福州科特派““赶海赶海””有新招有新招

福建省科特派林镇跃福建省科特派林镇跃（（右右））指导学生指导学生
监测水缸里海水水质监测水缸里海水水质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张文丽 杜 英

眼下正是内蒙古包头市设施农业产品换季的时节，夏秋产品生产

销售已经结束，冬季果蔬长势正旺。在包头市就园区的农业大棚中，

一种名为“黑柳子”的甜瓜坐果率提升到 60%，产量翻番，每亩地增产 1

万元。这种瓜农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变为现实。

“黑柳子”甜瓜是内蒙古的传统特色农产品，远近闻名，在九原区

哈业胡同镇种植历史也很悠久。包头广恒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

旺荣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多年来，有一个技术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甜

瓜夏季产量较高，但售价偏低。等到冬季，虽然售价高了，但产量很

低，往往赶不上春节档期，甜瓜就拉秧了。”

农业有难题，科特派来帮忙。今年，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

心孵化企业——中科瑞丰科技有限公司拥有的甜瓜补光技术有了用

武之地。

两年来，包头市科特派、中科瑞丰总经理秦新苗多次到广恒合作

社实地考察。他发现，合作社温室大棚保温较好，农户种植水平也较

高，但北半球冬季光照较弱，阴雪天气较多，而且棚膜使用年限过长，

透光率差。他由此得出结论：大棚内部严重缺光，是冬季甜瓜坐果率

低和产量减少的直接原因。

去年在确定试点之后，秦新苗为哈业胡同的大棚甜瓜种植量身订

做了一套冬季甜瓜补光技术规程，并现场实地指导补光灯安装，设定

好自动控制参数，补光灯可根据大棚内光照变化实现自动补光，真正

做到了精准补光、补足光。

进入冬季后，试点实验数据显示，与未补光的甜瓜相比，补光的甜

瓜长势茂盛，开花提前 15 天左右，坐果率提高 60%左右，甜瓜产量实

现了翻番。春节档期，甜瓜每斤可以轻松卖到 35 元每斤。

补光的秘密究竟在哪里？秦新苗介绍：“我们将灯芯中加入了稀

土发光材料，既能为不同的植物定制不同的光谱，还大大提高了光电

转化率。这些灯之所以这样神奇，就是因为稀土元素在其中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

李旺荣深深体会到，补光技术延长了甜瓜收获季节，对品牌发展

和瓜农增收意义巨大。去年 10 月，李旺荣早早与中科瑞丰取得联系，

增加 5 个大棚进行甜瓜补光。2020 年春节，果蔬市场受到疫情冲击，

但合作社的甜瓜依旧炙手可热，5 棚甜瓜一周售空，合作社由此增收

十几万元。

如今，尝到甜头的九原区瓜农决定乘势而上，纷纷继续增加甜瓜

大棚补光数量。与此同时，秦新苗也在准备相关补光设备和更新技

术参数，为了让更多农户掌握甜瓜补光技术，他还安排了 5 场甜瓜种

植补光技术的公益讲座，累计培训合作社种植户 200 多人次。

内蒙古包头：

人工补光让甜瓜产量翻番

本报记者 张景阳

福州科特派将服务

领域从单一渔业生产领

域，拓宽到海产品精深加

工、海洋设备制造、鱼类

观赏等二三产业，打造区

域特色创新品牌，推动当

地渔民增收致富，为海洋

经济发展和乡村产业振

兴走出了一条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