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户纷纷表示，科技特

派员真好，点子多，方法妙，

回答的问题一看就懂，一学

就会。他们被亲切地称为科

技扶贫在线的“好医生”，解

决农技疑难杂症问题的“及

时雨”。

◎李 迪 本报记者 雍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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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你好，我们猪场的猪瘸腿，有的猪还

咬尾巴怎么办？”“大樱桃得了褐斑病该怎么

办？”……

自 2017 年被选聘为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

科技扶贫在线专家以来，科技特派员李明辉帮

助“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发展信息员 8 名，

在线解决农技问题 166 个，为农户挽回直接经

济损失 13 万余元。

时间一久，当地不少农户亲切地称她为科技

扶贫在线的“好医生”，把她的及时回复叫作“及

时雨”。

“光简单地给个答案不行，我要从发病特征、

形成原因到解决措施全方位进行系统的解答，让

提问人对问题有个全新的认识，达到举一反三的

目的。”李明辉说。

这也是她一直以来的工作标准。

点子多方法妙，一看就
懂一学就会
“李姐，咋回事，我请的技术人员在操作收割

机、悬耕机、插秧机的过程中很不协调，说明书也

给他们摆在面前了，但就是老出错，怎么办啊！”

广元市羊盘村海松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龙海

松焦急地向李明辉求助。

原来，2017 年 7 月，羊盘村海松专业合作社

添置了大量农业机械设备，合作社对农机操作手

进行了培训，其中包括 3名贫困户。科技扶贫平

台在线回答问题，多数情况是以文字叙述为主，

辅以少量图片。由于文化水平及理解能力的差

异，许多农户并不能完全理解、掌握相关内容并

按照其操作。

“操作员照着说明书都整不好，如果仅仅通

过在线平台教他们怎么做估计效果也不理想，怎

么才能让这些人娴熟地掌握农业机械的操作

呢？”经过冥思苦想，李明辉觉得唯有通过形象示

范才能增强操作人员的动手能力。

制作互动视频，一个大胆设想迅速浮现在她

的脑海里。说干就干，李明辉邀请广元市利州区

农业局副局长王友奎、农机监理站主任刘永明到

羊盘村进行现场授课，并将授课现场拍摄成视频

图像发给龙海松，让其根据视频指导农机操作手

进行反复训练。很快 8 名农机操作手便熟悉了

操作技能，协调性大大提高。

除了摄像，为了增强贫困户的实际操作能

力，李明辉还将许多问题的答案分成若干步骤制

成幻灯片演示文稿，发给信息员和贫困户，让他

们打开手机照着做，让本来复杂的操作变得简便

易学。

“李专家真好，她点子多，方法妙，她的回答

一看就懂，一学就会。”收到幻灯片演示文稿的信

息员和贫困户纷纷表示。

回答越来越好，措施越
来越精准
“我深知：要做好一名科技扶贫专家，必须经

常学习。”李明辉说，刚开始进行在线回答时，面

对千奇百怪的问题，她倍感压力。“但是开弓没有

回头箭，我决心通过学习补齐短板。”

为了不断提高诊治科技扶贫在线疑难杂症

的能力，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茶余饭后，只要

一有时间，李明辉就上网关注农业方面的舆情，

积极收集相关信息。其中，浏览《中国农业信息

网》已成为她每天的“规定动作”。

网上一旦有什么新情况，哪怕广元市内还没

有人反映，李明辉也会立即着手关注，弄清形成

原因，积极学习别人的先进办法和经验。当李明

辉发现较好的方法、措施或成熟的技术，她便迅

速下载下来分门别类存入“百宝箱”。一年来，她

的百宝箱内建立各类文件夹 45 个，各种解决方

法 1138 条，而李明辉在线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

也与日俱增。

除建立自己的“百宝箱”以外，李明辉还拥有

强大的专家库“朋友圈”。

2017 年 10 月 16 日，有信息员通过网络反映

天麻无端腐烂的问题，李明辉查遍了所有她掌握

的资料也没有找到答案。随后她想到了四川赤

健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天麻技术员王明，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她拨通了王明的电话，并将照片传给

了他。

很快，王明便给出了答案：排水不畅引起，要

及时挖沟排水。李明辉欣喜若狂，飞快地将这一

办法上传到科技扶贫在线平台。贫困户魏启云

收到信息后立即采取措施，天麻无端腐烂的问题

迅速被遏制。

“自己再努力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总会遇

到无法解决的问题，解决问题还得群策群力。”李

明辉说，有了强大的专家库“朋友圈”，问题的解

答办法才会越来越好，措施也会越来越精准。

如今，李明辉通过广泛结识农机、种植、土

肥、能源、林业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已将自己

的专家库“朋友圈”扩展到了 50余人。

在线扶贫效果差？四川科特派让农技知识“动”起来

戴着粗框眼镜、身着牛仔裤、脚蹬运动鞋，看

上去文静娇弱的“85 后”姑娘吴元元更像一个刚

毕业的大学生，但“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标

兵”“全国三八红旗手”的名片提醒着记者，这位

创业者有故事——她与袁隆平合作，与中国农业

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将高科技成果植入

本地；她将香菇种植的传统地栽式改为床架立体

式，开启食用菌全年生产模式。

位于山东北部，地处黄河三角洲腹地的滨州

是农业大市，从粮棉到蔬果、再到畜牧，大体量是

其特色；但滨州人并不贪大，求精才是他们想要

的。为此，滨州人先后将粮食加工、畜牧水产打

造成为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2021 年元旦过后，科技日报记者在此采访

时发现，滨州千亿产业集群崛起背后，类似于吴

元元这样的科技特派员功不可没。他们既是创

业者，也是带动者，更是帮扶者。他们或胸怀故

土，携资回报；或走出“象牙塔”，将论文写到田间

地头……

建设千亿产业集群，打造乡村振兴的“滨州

样板”，科特派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滨州畜牧水产集群的重要一环山东鲁北

盐化有限公司的盐场里，一池池喜人的“粉黛”，

是该公司的盐藻。盐藻富含胡萝卜素，可加工成

高端保健品。养殖盐藻后，“螺旋藻盐”便成了副

产品，价值比普通食盐上升了六百倍。

海水除了“初级卤水养殖、中级卤水提溴、饱

和卤水制盐”之外，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产业链，进

入养殖卤虫、盐藻等微生物环节——这让当地人

开了眼。

而这些改变始于一个科技特派员的到来。

从山东省烟台市出发，到滨州市无棣县，450

公里，开车 6小时，但对鲁东大学教授邹宁来说，

自己已经适应了这种生活。在内心深处，烟台人

邹宁，早已把无棣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无棣拥有 40 万亩盐场，成方连片的海洋资

源即使在海洋大省山东也为数不多，邹宁在这里

找到了另一个舞台。他说，盐场抽取的初级海水

含盐量在 3%左右，适合养殖对虾。卤虫和卤虫

卵是高端水产养殖的优质饵料，市场价格较高，

海水提完溴素浓度达到 6%时，比较适合养殖卤

虫；但当海水浓度达到 18%时，由于缺少饵料，卤

虫数量锐减，如果这时增加饵料，卤虫依然可以

获得高产。邹宁的研究成果无疑为无棣的盐场

增加了“含金量”。

滨州市科技局局长孙学森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滨州瞄准当前农村科技力量不足的现实，加

强顶层设计，放眼全省科技人才，选优配强充实

科技特派员队伍。被选出的优秀人才，不仅需要

学识渊博，更需要深爱农业，手握成果并具备推

动转化的资源和能力。而邹宁成了典型代表。

记者了解到，邹宁不仅为无棣引进了近百名

全国一流专家，而且组织团队人员筛选喂养卤虫

所需的耐高盐度微藻新品种；帮助山东正海集团

开展盐藻的工业化和池塘培养；联系促成了国家

级专家张成才、李书鸿与山东悦翔生物有限公司

合作……

导资源引人才：大学教授找到了“新舞台”

在滨州市郭马村，有一片占地万余亩的林

场。每到生长季，高高的白蜡树、白蜡苗、国槐等

绿油油一片。林中，鸡欢，鹅叫，鸽飞，羊走……

当地人说，农业科技的注入，让郭马村走上了一

条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造林育苗致富之路。

当地人眼中的农业科技，来自山东省农科院

科特派专家们的资源输出。

五年前，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副所长井

庆川来到当地，并担任科技副县长。一同到来

的，还有 11名博士。后者扎根基层，担任科技副

镇长。从科技副县长到副镇长，专家们“组团到

来”，实现了最新研究项目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

的精准对接。

在郭马村，村民们从 2012 年开始种植白蜡，

科技副镇长到来后，指导村民在树下种植食用

菌，一亩地增收四五千元。

在佘家镇，山东省农科院农产品所建设了

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中草药创新团

精准对接：院所摸透需求，企业找到技术

小泊头镇政府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国

利被山东省科技厅认定为“优秀科技特派员”是

有原因的，他热心、勤快，从不吝啬与农民兄弟分

享自身绝学。

“作为在枣树底下成长起来的技术人员，我

研究的冬枣温室提早成熟栽培技术取得成功，成

为全国大棚冬枣栽培首例。它解决了冬枣集中

上市的矛盾，经济效益比普通冬枣提高 6—8

倍。”让刘国利自豪的是，这一栽培模式还被中央

电视台 7频道进行了全程录制。

由于枣树的结果枝组结果 5 年以上就开始

衰老，枣果产量和品质会明显降低，通过反复试

验，刘国利用十年时间发明出“枣树结果枝组更

新复壮与结果两不误的生产技术”，被国家授权

发明专利，改变了传统的枣树更新复壮模式，在

当地推广面积达到 5万亩。

从政府工作人员到“土专家”，刘国利的成

长故事在滨州并不少见。滨州市科技局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组织动员科技特派员通

过多种形式开展“科技服务下基层”活动，他

们 活 跃 在 田 间 地 头 ，通 过 现 场 讲 解 、示 范 指

导、入户面授、集中培训等形式，把农业科技

传播到千家万户，让群众在最短的时间掌握先

进的农业适用技术，培育和造就了一大批乡土

科技人才。

记者了解到，顺着农业链条寻找难题，滨州

还有更多尝试。比如他们根据苗木产业发展的

需要，培养了上百名农产品经纪人，打通了农产

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

“打造乡村振兴‘滨州样板’关键在人。”孙学

森表示，我们通过成立滨州市农业科技创新团

队，探索院地合作新模式，开展农业科技成果推

广及培训，不断输出本土人才，建立起了乡村振

兴的人才库。

正是这些人才的存在，让他们打造“滨州样

板”有了十足信心。

培养“土专家”：打造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滨州崛起千亿产业集群滨州崛起千亿产业集群
科特派成其中关键要素科特派成其中关键要素

◎本报记者 王延斌

科技日报讯 （记者谢开飞 通讯员林开艺 王永兴）1 月 8 日，记者从

福建省漳州市科技局获悉，在冷空气来临前，为防范低温灾害，减少灾害

损失，该局及时启动应对工作，发动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员赶赴田间地

头，指导挂钩企业、合作社及农户做好防寒防冻工作。截至发稿，漳州市

科技特派员下乡开展防寒减灾工作 1110 多人次，帮扶企业、合作社及种

植大户 210 多家，受益农民 5800 多户，在 3000 多亩农田推广防寒抗冻技

术，预计可减少经济损失上亿元。

据介绍，受强冷空气影响，2020 年 12 月 30 日起，漳州市气温明显下

降，降温幅度达 8℃—11℃，大部分县（市、区）出现寒潮天气。为此，漳州

市科技特派员积极响应，踊跃深入农田、苗棚、果园等生产一线，走访福建

省福果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福建裕健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漳州市绿

港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农业生产基地，进村入户实地查看农作物长势

和加温保温情况，指导技术人员采取增施磷钾热性肥、及时熏烟增温、加

固温室大棚等技术手段，落实各项防冻避灾措施，帮助挂钩帮扶对象抵御

低温灾害，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确保农业生产稳定有序。

同时，科技特派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利用“科技大讲

堂”、漳州头条、微信等多种渠道，通过在线实时交流、开设视频直播、制作

技术指导微视频等方式，为企业和农户提供物资采购、信息咨询、技术指

导等便民服务，确保寒潮低温天气技术支持不断档。

科特派田间推广抗冻技术

福建漳州减损上亿元

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市大力发展富民兴村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在

长市村落地辣椒种植产业。但今年寒潮来袭，长市村辣椒种植基地深受

冻害影响，基地内处于采摘期的辣椒受损严重。

为此，广东省科学技术厅迅速选派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省农业科

学院蔬菜研究所王恒明研究员前往南雄市长市村，助力辣椒种植基地做

好冻害补救和预防措施，并就优化种植技术开展培训。

1 月 6 日，王恒明来到了南雄市长市村辣椒种植基地，仔细了解受冻

害的辣椒植株状况和基地的保温措施，查找基地发生辣椒冻害的原因。

王恒明有针对性地为基地工作人员开展了辣椒产业培训。他指出，

首先要做好各项预防措施，正确使用大棚设施；其次是注重选用优质辣椒

品种，强调品种产量和品质的同时，也要注意辣椒品种的抗病性和抗逆

性；此外，辣椒不耐连作，连作辣椒会造成植株病害严重发生，产量降低，

因此要坚持实行轮作种植。王恒明还结合国内外辣椒产业的发展现状，

为当地发展辣椒产业提出了专业建议。

通过此次培训，长市村辣椒基地与王恒明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渠道，工

作人员可便捷地与他取得联系，王恒明说：“辣椒是我国居民购买、食用最

多的蔬菜种类之一，具有非常大的市场，希望基地将辣椒做出优势，做出

品牌，努力成为南雄的一张名片。”

长市村辣椒基地的工作人员表示，科技特派员王恒明此行为长市村

辣椒种植产业防寒防冻和技术优化提供了科技支撑，为南雄市发展辣椒

产业提振了信心。

蔬菜专家现场“诊脉”

助广东辣椒安全过冬

◎本报记者 龙跃梅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通讯员 莫舒华

“过密的夏梢、秋梢要剪掉，让果树的枝条分布合理……”日前，广西

贵港平南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龙柱祥和广西柑桔研究所的专家来到

平南县东华镇、丹竹镇产业扶贫基地，开展科学技术指导服务工作，为当

地果农讲授沃柑剪枝技术、病虫害防治等知识。

龙柱祥是平南县选派的 37名科技特派员之一，送“技”下乡是他的主

要工作任务，只要农户有需求，他都会到现场讲授相应的科技知识。

2020 年，平南县发挥科技特派员的技术优势，将科学技术有效应用

到扶贫工作上，组织科技特派员到贫困村开展科技培训，推广最新适用种

养新品种、新技术。同时，在有需求的贫困村建设科技服务室及科普专

栏，常年对外提供科技信息查询、科技书刊阅览、科技宣传等科技服务，为

贫困村贫困户送去“科技套餐”，提升他们的科学素质和农产品增收能力。

截至目前，平南县共完成 18 个贫困村科技服务室建设，开展科技培

训 59期，培训农民 3037人次，举办科普宣传、科普讲座等活动 24期，惠及

1667人次，技术指导、技术培训覆盖了所有贫困村有技术需求的贫困户。

送技到村

科技套餐“端”进广西贫困村

科技特派员在南靖县指导种植户做好果树防冻措施。
受访者供图

山东滨州的优秀科特派吴元元积极引进食用菌新品种山东滨州的优秀科特派吴元元积极引进食用菌新品种、、新技新技
术术，，搞好试验搞好试验、、示范示范，，以以““公司公司++基地基地++农户农户””的运营模式的运营模式，，带动周边带动周边
30003000个食用菌农户走上致富之路个食用菌农户走上致富之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延斌王延斌摄摄

在地方产业发展和引才方面，科特派和科技副职可利用

自身的专业优势和资源，发挥参谋智囊、科技先锋、桥梁纽

带和领军人才作用，解决“企业不知道技术在哪里”和“科研

院所不知需求企业在哪里”的问题，实现产学研精准对接，

真正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孙学森
滨州市科技局局长

队薄荷示范基地和博士工作站，完成了《佘家

镇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给当地指明了发展

道路。

在西小王镇，山东棉花研究中心建设了棉花

中心鲁北试验培训基地，使得当地棉花产业进入

三产融合轨道。在小泊头镇，山东省农科院农业

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开展盐碱地覆膜水稻种植试

验示范……山东省农科院的帮扶成果在滨州各

镇村、各企业遍地开花，专家们成了农民兄弟的

好朋友。

孙学森表示，无论是科特派，还是科技副

职，本身就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与挂职地在产

业方面有较高的契合度。在地方产业发展和引

才方面，他们可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和资源，

同时集聚派出单位、科技副职团队等资源，发

挥参谋智囊、科技先锋、桥梁纽带和领军人才

作用，解决“企业不知道技术在哪里”和“科研

院所不知需求企业在哪里”的问题，实现产学

研精准对接，助力企业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升

级，真正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