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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本报记者 赵汉斌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

品加工研究所、农业机械研究

所逾三分之一的科技人员是农

村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特派

员服务小分队从5个增加到 18

个，对接了 58个贫困村。农村

科技特派员帮扶内容涵盖了水

稻、果树、蔬菜、植保、疫病防

治、农产品加工、质量安全、信

息化等领域。

◎本报记者 龙跃梅 通讯员 刘益男

食用菌种植周期短、见效快，具有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

地、不与地争肥、不与农争时等特点。下一步，要把更多的闲

置资源利用起来，尽心力帮助群众实现转产，让菇农得到更

多实惠。

华蓉
云南省科技特派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副
所长

资讯台

2 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

所、农业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的农村科

技特派员深入广东省廉江市石颈镇平城村、香岭

村和雅塘镇陀村，开展了农业技术帮扶。他们针

对火龙果的品种筛选、育苗、培育、病虫害防治，

以及防寒抗寒措施等问题，对农户进行了手把手

的技术指导，并对相关土壤问题进行采样检测，

为春后改良耕种提供数据参考。

近年来，研究所的农村科技特派员深入农村

产业一线，充分发挥在服务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

济、推动成果转化、助力脱贫攻坚等方面的技术优

势和示范带动作用，为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

推产业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深入一线做农民的“知心人”

“我们的灵芝和蘑菇出现了大面积死亡，请

你们过来帮我们看看。”1 月，一个风高雨急的夜

晚，研究所的农村科技特派员刘义军博士接到村

民来电，心急如焚。翌日天刚亮，他便奔赴雷州市

附城镇麻演村实地察看，对食用菌生产技术进行

指导。原来有些农户由于配方不合理、忽视技术、

操作失当，导致大量菌包在接种环节大规模染病，

停止了生长。经过仔细研究，刘义军悉心制订方

案，有效地帮助农户解决了问题，挽回了损失。

一年前，刚拿到农村科技特派员项目的刘义

军，为如何开展科技帮扶一事很是犯愁。一天下

班休息打开电视，他无意间看到一个企业种菇还

出售菌种且收益可观的报道后，深受启发。

“别人种菇发家挣钱办企业，我掌握着灵芝

和平菇（姬菇）等热带高温食用菌栽培技术，为啥

不试一试呢！”自此，他便有了借助单位科技资源

优势，通过教授村民种植灵芝、平菇等高温食用

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想法。

可事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一次，我中

午 11点多到了一个村子，村干部说忙，不想见我

们，忙完后又说要回家吃饭，吃饭后又说中午有

休息一会的习惯，让我们在村口等一等。”刘义军

笑着说。其实他心里清楚，村民不相信他们，第

一次进农村，刘义军足足等了 4 个多钟头。他

说，当时有种心灰意冷的感觉。

但是，刘义军没有气馁。没有村干部带队，

他就自己进村寻找有需求的村民对接；村民不理

解，他就进行种植示范让村民们看。如今，在刘

义军的技术帮扶和示范指导下，在驻村干部的大

力支持下，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种植了食用菌，

走上了发家致富路。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围绕成果转化、服

务‘三农’等工作，着力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常下乡、常在乡的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

队伍。”研究所所长李积华表示，该所正以最大力度

激励全所科技工作者积极到基层一线，跟广大农民

群众交朋友，做农民的“知心人”，做“土专家”。

超三成科技人员是科特派

去年暑假，太阳炙烤着大地，但丝毫未阻挡

研究所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的热情。研究所组

织开展了 2020 年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暑期

大下乡”出征授旗活动，积极组织相关专家及科

研人员，奔赴各个贫困村、帮扶企业开展科技下

乡服务活动……

目前研究所逾三分之一的科技人员为农村

科技特派员，人数从 15人增加到了 72人；农村科

技特派员服务小分队从 5个增加到 18个，对接了

58 个贫困村。农村科技特派员帮扶内容涵盖了

水稻、果树、蔬菜、植保、疫病防治、农产品加工、

质量安全、信息化等领域。

研究所专门制定印发了《农村科技特派员管

理暂行办法》，健全考评机制，号召全所科技工作

者坚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百姓家，

把科技的旗帜插到田间地头。

研究所农村科技特派员依托自身技术优势

和培训资源，通过培训班、宣传栏、观摩、田间演

示、印发手册等多种形式开展技术指导和政策宣

讲，在工作的过程中，农村科技特派员提升了自

身的业务能力，还带动培养了一批“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

一年来，研究所累计开展了与地方、企业的

对接活动 20余场次，推介各类成果 10多个，召开

大大小小的各类技术培训、政策宣讲会 30多场，

开展科技下乡 40余次，培训农民 2000余人次，培

养技术能手、种养殖大户 10余个。近期，研究所

农村科技特派员还完成了对 2020年广东省农业

职业经理人培训班共 3期学员的授课任务，共培

育农业经理人 300余人。

李积华认为：“实施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是

一项创新型工作，它既是锤炼政治品格的重要

平台，又是检验科研人员实践能力、测试技术

水平的‘试金石’，实施好、落实好这项工作，对

促进当地产业兴旺，助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大

有裨益。”

带着技术奔走田间，“土专家”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冬春季节是云南菌农准备种植羊肚菌的大

好时节，也是华蓉每年最忙的季节。

作为云南省科技特派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副所长，华蓉没有限定的

服务点，一个接一个新食用菌基地要跑，一场接

一场培训要作，新的菌株筛选培育不能停……

“能帮助菌农增收的同时，保护好野生食用

菌资源，逐渐壮大食用菌产业，也不枉费我这些

年的心血、不负科技特派员的使命。”华蓉说。

这几天，在地处“三区三州”的怒江州泸水市

老窝镇崇仁村，怒江学松食药用菌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的负责人何雪松正忙着给华蓉老师提供的

羊肚菌菌种准备“粮食”——按照专家的配方和

自己总结的经验，把皇竹草秸、玉米、基质材料等

运到大山里的核桃林中。

“我原来只种茯苓和灵芝，在华老师和昆明

食用菌研究所所长孙达锋的帮助下，去年起我种

了 1000亩山林范围的羊肚菌。”何雪松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有了技术支持，他去年收获了 6 吨仿

生栽培的高品质羊肚菌，还带动了 7户建档立卡

户脱贫。今年，他打算试种 3个羊肚菌新品种。

而在昆明市郊的五华区西翥街道花坡村，村

委会主任周德富正在带领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

采下一筐筐肥美的平菇，准备给来基地进行技术

指导的华老师一个惊喜。

周德富告诉记者，去年，华蓉老师几次三番

到村里，手把手教社员搭棚种菌，不厌其烦地讲

解“菌宝宝”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和“食物”，科学指

导，技术到位，第一批平菇 2 万袋第一潮就收获

了 7000多公斤平菇，每公斤卖到 5元。“现在产值

已经达到了 3.5 万元，采收完后亩产值有望达到

30万元以上，比种玉米强太多了！”

“在花坡村试种食用菌，我们是经过反复调

研的。这里四季气温适宜，霜期很短、水资源便

利，加之有区科协 50%的菌种资金补助，三方可

谓是一拍即合。”华蓉说，平菇是入门级的品种，

通过一年试验，社员们摸到了门道，也看到了市

场前景。

地处滇池上游的西翥街道，原本是昆明重要

的肉猪、牛肉出产基地。由于滇池治理和环境整

治综合需要，近年 70多个养殖场停产转产，大量

厩舍空闲，大伙儿也没事干。“猪圈、牛圈能不能种

食用菌？”华蓉和她的团队成员通过详细考察，给

出了最佳技术方案，并提供种植技术和菌种支持。

“这是化‘危’为‘机’的转型之路。”昆明市五

华区科协主席郭峰告诉记者，猪圈、牛舍稍微改

造了一下，群众就挣钱了。到现在为止，他们已

协同华蓉带领的技术团队，投进了 3万多个平菇

菌包，有 28 户原来的养殖户参与。去年 5 月，华

蓉带领团队在西翥街道举办了第一期食用菌技

术培训班，培训结束后，朵发、戴金丽两个农户当

场就预定了 1.5 万个菌包，几个月间就成了小有

名气的收入“大户”。

“食用菌种植周期短、见效快，具有不与人争

粮、不与粮争地、不与地争肥、不与农争时等特

点。下一步还要教他们种大球盖菇、榆黄蘑等品

种，开展林下和仿生栽培，那样菇农的收入还要更

高！”华蓉说，总之要把更多的闲置资源利用起来，

尽心力帮助群众实现转产，让菇农得到更多实惠。

近年来，华蓉的足迹踏遍了怒江、红河、迪

庆、曲靖等边远贫困地区，推广食用菌资源保护

及扩繁促产、驯化栽培等实用技术，为贫困地区

特色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累计培训农民和种

植户 1万余人次，帮助建立起 14个食用菌种植基

地，辐射带动菇农约 1.5万人。

华蓉帮助了很多菌农，无论是当地的科协领

导，还是老百姓，都亲切地称她为“最美科特派”。

把食用菌技术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在云南，说起科普讲解，科技特派员华蓉可

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不仅夺得过全国科普

讲解大赛一等奖的桂冠，还是全国科普工作先进

工作者，中华供销总社系统科普工作“一枝花”。

“华老师的科普讲解不是那种空中楼阁式

的，很接地气，我们藏族姐妹都听得懂！”卓玛是

香格里拉小中甸镇土生土长的藏族女企业家，经

营着云品壹佰农业有限公司。近年来，依托采收

野生松茸可致富，越来越多的藏族群众参与到采

收队伍中。但同时，不讲科学的采集松茸方法，

“杀鸡取卵”式撬挖未成熟童茸和含孢子的老茸、

毁坏菌根菌丝生境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大伙儿发

现松茸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采。如何让家乡的

宝贵资源可得到永续利用，卓玛想到了华蓉。

“科学普及也是科特派的一项重要工作。”华蓉

告诉记者，从2018年起，她先后十多次来到香格里

拉小中甸。松茸生长环境有哪些特殊性，松茸和本

土植物是怎么样的共生关系，从小小的孢子落地到

子实体菌菇冒出土需要多长时间，采集松茸之后要

怎样回填土壤，怎样保护菌丝菌塘……这些知识乡

亲们爱听，华蓉一讲就是十余场次。

普及资源保护意识，帮藏族群众拓展新的视

野。“反反复复讲，图上讲、实地讲，分发资料，现

场教学，几年下来，终于见到了一些成效。”华蓉

欣慰地说。

卓玛告诉记者，从 2020 年的情况看，结合实

际反复科普，香格里拉的菇农普遍认识到了保护

环境的“痛”和“重”，而且，华老师还教会大伙儿

彩云之南科普讲解“一枝花”

在履行科特派职责的同时，华蓉还见缝插针

搞科研。作为云南省科技创新团队“特色食用菌

驯化栽培与高值化利用”的核心成员，她在新品

种选育、驯化栽培等方面下了大功夫。近年来，

她又把重点放在了羊肚菌上。

在四川甘孜、阿坝，高冷的若尔盖草原、红星

草原是野生羊肚菌重要的产地，华蓉他们一趟趟

地跑，不久前还去了甘肃采集野生种质资源。

“这个过程很漫长，也很复杂。不持续付出，

前期的努力可能都会付之东流。很幸运能采集

到多样化的种质资源，再回到研究所实验室，分

离菌株，进行驯化。”华蓉说，研究人员在研究所

基地初筛和复筛，并分别在四川省大邑县，云南

省晋宁区、盘龙区、武定县等多地示范栽培，鲜菇

平均亩产突破了 200 公斤，被命名为“中菌羊肚

菌 1号”。

2020 年 4 月，由云南省种子管理站主持，国

内知名专家组成的鉴定组认定了“中菌羊肚菌 1

号”新品种。鉴定组认为，该新品属于低温型食

用菌，品种耐寒好、产量高、口感好。成熟的子实

体菌盖纵棱极为明显，具备一致性和稳定性，适

宜在云南、四川、贵州等适宜区域栽培。

近年来，华蓉还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

科研项目 28项，主编、参编《食用菌栽培与生产》

等著作多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4 项，参与制定

食用菌标准 6项。

创新培育优势食用菌品种

教种植教种植、、讲环保讲环保
她用食用菌带西南农民富她用食用菌带西南农民富

华蓉在华蓉在中国野生菌博物馆进行科普讲解中国野生菌博物馆进行科普讲解。。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识别松茸之外的美味牛肝、黄牛肝、青头菌等高

价值菌种，虽然不再大量采收松茸，但菇农的收

入却不减反增。

近 5 年来，华蓉以食用菌科技馆、中国野生

菌博物馆为依托，用好科技特派员的优势资源，

接待到科技馆参观学习的群众、学生、企事业单

位人员累计达 2 万余人次，为 1.5 万人次讲解食

用菌科普知识，了解云南“山珍”的迷人奥秘，还

发放食用菌宣传资料 2 万多份、图书上万册、菌

包上万袋。

二月的闽北山区乍暖还寒，但福建省政和县星溪乡东峰村的阳光玫

瑰葡萄大棚内早已暖意浓浓。“今年引进的封棚技术能让葡萄藤提早发

芽。”看着正慢慢吐芽的葡萄藤，大棚主人毛富枝面露喜色：今年葡萄提前

上市有望了。

今年 47 岁的毛富枝是土生土长的政和人，此前在上海经商。2018

年，有感于家乡发生的喜人变化，在外闯荡多年的毛富枝决定返乡创业。

其实，返乡创业的念头在毛富枝心里已萌生多年。2016 年夏天，在

朋友的介绍下，毛富枝前往浙江桐乡一处农场参观考察，在那里近距离接

触到阳光玫瑰葡萄这一特色农产品。

产量高、效益好的阳光玫瑰葡萄给毛富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

好的农产品，能不能在家乡引进推广？2018年年底，经过一番考察，她在

政和县星溪乡东峰村流转了 80亩土地，种起了阳光玫瑰葡萄。

尽管毛富枝做足了功课，但南北差异的地理环境还是让刚起步的她

犯了难。这时，政和县的科技特派员派上了用场。

“作为科技特派员，我们主要向服务对象提供一些农作物种植管理和

病虫害防治方面的指导。”政和县科技特派员办公室副主任、高级农艺师

洪万生是毛富枝经常请教的科技特派员之一。他告诉记者，与一般葡萄

相比，阳光玫瑰葡萄种植技术含量比较高，在施肥、灌溉、修枝等诸多环节

都有讲究。

在科技特派员的帮助下，毛富枝的葡萄园渐渐步入正轨。然而，去

年 6 月，正当毛富枝的葡萄园进入产果的关键期时，却遇到资金短缺的

难题。

“如果不及时进行疏果，阳光玫瑰葡萄将会因为品相不佳而贱卖。”毛

富枝说，由于本地工人大都不具备这项技能，她急需从云南聘请专业技

工。那时，葡萄园投资累计达到 270万元左右，她已经拿不出更多的资金

支付技工的报酬。

心急如焚的毛富枝找到洪万生商量对策。最终，通过洪万生的介

绍，毛富枝成功从当地邮储银行申请到一笔 50 万元的贷款，解了燃眉

之急。之后，毛富枝顺利完成疏果工作，并于当年 8 月成功卖出第一批

葡萄。

毛富枝的葡萄园发展起来后，也有力拓展了周边群众的增收渠

道。去年 2 月起，64 岁的东峰村村民高机祥开始在葡萄园上班，每个月

收入超过 3000 元。高机祥说：“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感觉日子越来

越有奔头。”

在东峰村，像高机祥这样的群众不在少数。东峰村村支书吴先女说，

截至目前，毛富枝的葡萄园已带动 5户贫困户脱贫，农忙时在葡萄园打工

的村民超过 30人。

去年，毛富枝种植的葡萄喜获丰收，总产量达到 12 万斤，销售收

入超过 100 万元。尝到甜头的毛富枝说，今年又从村里流转了 135 亩

土地，开春后准备进一步扩大葡萄种植规模，争取带动更多群众增收

致富。

科特派出手

阳光玫瑰葡萄园充满阳光

科技日报讯 （记者龙跃梅）“乡亲们，农业生产有难题不用慌，省

里有特派员会给支招！”春节以后，广东省河源市乡村的田间地头，经

常能听到这句话。这是因为近日广东首个农村科技特派员之家已落

户河源。

河源市农村科技特派员之家由河源市科技局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以下简称广东农科院）联合共建，由广东农科院负责具体运营。共建单

位将依托广东农科院雄厚的科研实力、丰富的科研成果、强大的专家团队

力量，把河源市农村科技特派员之家打造成集农村科技特派员对接服务、

现代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现代农业种养技术培训，以及农村科技特派

员代言优质农产品的综合性平台。

近年来，广东农科院坚持以农业农村需求为导向，按照广东省科技厅

工作部署，累计向全省选派 1037 名科技特派员专家，其中博士 480 名、硕

士 420 名、本科 105 名，高级职称专家 486 名、中级职称专家 762 名。这些

专家涵盖水稻、果树、蔬菜、作物、茶叶、畜牧、水产、植保、疫病防控、农产

品加工、土肥、质量安全、信息化等各个领域，为农村工作提供了核心的人

才支撑和保障。

据了解，广东农科院每年派出特派员专家 3000 多人次，足迹遍布全

省各地，通过下乡进村、到场入户等形式多样的技术服务，充分发挥特派

员聪明才智，为全省培训技术骨干、农民超 1万人次。一大批优秀的特派

员专家，成为活跃在广东农业大地的科技推广生力军，得到了地方政府、

农户和企业的高度好评。2019 年广东农科院特派员工作受到科技部通

报表扬，成为广东省唯一一个受到通报表扬的单位。

相关人士表示，河源市农村科技特派员之家将吸引和留住更多农村

科技特派员助力河源市农业科技创新和乡村振兴，为有序组织管理农村

科技特派员开展服务“三农”的常态化、持续性工作提供各种便利。河源

市也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信息等优势，整合汇聚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

资源，提高河源市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的服务效率，为河源市“三农”工作

提供规划咨询、技术服务、知识产权、科技金融、品牌与培训等全产业链技

术支撑服务，促进河源市农村科技特派员服务“三农”长效机制的探索和

建立。

河源市农村科技特派员之家的建设者透露，举办本次活动前，他们

组织了 4 批次农村科技特派员专家团队，对河源市 5 县区的贫困村进行

了深入调研。随着首个农村科技特派员之家在河源落地，农村科技特

派员有望成为科技支撑乡村振兴的种子，在河源的大地上生根、开花，

结出丰硕的果实。

广东首个

农村科技特派员之家落户河源

◎新华社记者 张华迎 刘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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