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今年春节期间，不少

人前往山东省泰安高新区房村镇的西红柿采摘大棚采摘西红柿。2 月

28 日，笔者走进其中一个西红柿采摘大棚，西红柿秧苗翠绿茁壮，红的、

黄的、绿的西红柿像灯笼点缀其间，煞是好看。

房村镇大棚西红柿的发展，得益于科技特派员的技术指导。

泰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泰安农科院）专家团队常年活跃

在房村镇蔬菜产业中，通过开展科技培训、技术指导等方式服务房村镇

蔬菜产业发展。

“现在房村镇大棚地大果西红柿多是单干整枝生长，从下往上一般

结五穗或六穗果实，这几穗果实相继成熟后，人们也是自下而上采摘。

对于小果的樱桃西红柿来说，采用双干整枝方式，樱桃西红柿果实个更

小，如葡萄粒大，更方便消费者食用。”科技特派员、泰安农科院蔬菜研

究所高级农艺师谷端银博士说。

谷端银作为山东省科技厅选派的服务基层的科技人员，近几年来

一直在房村镇一个家庭农场开展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咨询、基层人

才培养培训等科技服务。2020 年，她主持的山东省技术创新引导计划

（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项目“设施鲜食番茄品种引进及高效栽培技

术示范与推广”在家庭农场实施，项目主要转化泰安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近年来的科研成果，试验、示范农用废弃物作为有机基质进行土壤

改良技术、高垄+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等，并培训、引导村民使用新技

术，实现高效农业。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谷端银组建了 10 多个微信群，邀请相关

的农业专家和农技推广人员进群，经常发送蔬菜病虫害防治、栽培技术

要领等内容。农民朋友提出问题，她总是耐心给出指导意见。“只要能

给农民帮上忙，累点也高兴。”用她的话说，“农事不等人，人不到，但信

息和技术不能缺”。

在房村镇，记者了解到，山东农业大学还联合浙江大学，在房村镇

试验无土栽培西红柿。

“这种新型的无土栽培技术，用铝箔纸做基质槽材料等，技术核心

是感应探头能根据基质水分量，自动控制施肥浇水，这就是数字化、智

慧化农业。”科技特派员、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晓云博

士指着大棚里的无土栽培西红柿说，铝箔纸卷成槽，里面放置基质，给

西红柿提供营养，铝箔纸卷周边铺设的白色无纺布，提高地面的反光，

同时也能促进西红柿的生长。

王晓云说，她非常关注房村镇西红柿老叶、秸秆等的废弃物处理问

题。“西红柿每天都有老叶需要处理，可这些老叶子当垃圾扔掉，有些可

惜，还给垃圾清运带来负担。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和学校等联合，做好

西红柿等蔬菜废弃物的再利用，以及在深加工方面加大人力、物力，吸

引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就业，将西红柿产业做大做强。”她说。

科技支撑、科技引领。近年来，泰安高新区房村镇以乡村振兴产业

发展为引导，从单一大棚种植，到特色农场采摘，推进泰山西红柿扩面、

提质、增效。截至目前，房村镇冬暖式大棚西红柿产业已形成 1000 公

顷、1 万个大棚的产业规模，大棚高新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 70%，已成

为长江以北重要的西红柿种植产业基地，享有“齐鲁番茄第一镇”的

美誉。

给西红柿加点“科技味”

为乡村振兴“增色”

位于西藏东部的林芝市，是一个以藏族为主

体，汉族、门巴族、珞巴族、回族、怒族、独龙族、纳

西族等 35个民族和睦相处的多民族聚居区。

近年来，林芝市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

础性事业来抓，深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各民族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共同绘就和谐

林芝的大美画卷。

在西藏种菜已经20多年

初春时节，阳光和煦，站在山坡上远眺甲日

卡村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温室大棚如一枚枚晶

莹的宝石镶嵌在雅鲁藏布江畔。

走进大棚，便是一股热气，记者的眼镜瞬间

沾满雾气。一位中年男子摘下一个即将上市的

青椒，向几位村民传授蔬菜种植的“诀窍”。

“种地就像生孩子，孩子不是越多越好，教育

的质量最重要。种菜也一样，你们过去是靠数量

取胜，现在要靠技术，既要提高单产，还要保证质

量、营养和口感，这样才能卖出好价钱。”说话的

是陈千，蔬菜基地的技术总监。他诙谐的比喻，

让几位阿佳（大姐）忍俊不禁。

陈千来自湖北，土家族，在西藏种菜已经 20

多年了。

“基地租用了甲日卡村的 280 亩地，有温室

大棚 95 座，种植西葫芦、大白菜、黄瓜、青椒、西

红柿等 20 多种蔬菜，年产量 335 万斤，年产值达

900 万元，主要销往林芝、拉萨、日喀则等地。”陈

千说。

陈千出生于 1971 年，从湖北一所中等专业

学校毕业后，先是在当地工作，后来离职到各地

创业。2000 年，他只身来到西藏，先后在日喀

则、林芝等地种菜，并成为当地有名的科技特派

员，经常外出教授技术，帮助农牧民群众学习种

植大棚蔬菜。

2014 年，机遇来了。林芝市实施万亩蔬菜

大棚建设工程，种菜经验丰富、熟悉当地气候、

与各族群众能打成一片的陈千牵头成立了一

个蔬菜种植合作社和一家公司，先后建起 6 个

蔬菜基地，发挥了提升蔬菜产量稳菜价、促进

当地群众增收、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综

合效益。

各民族在蔬菜基地合作共事

“我们村有 51 户 254 人，其中的 40 户村民能

拿到土地流转的费用，而且农闲时还可以到这里

打工，不仅赚到了钱，还学到了技术。”甲日卡村

党支部书记多多说，村里每年的土地流转费超过

35万元，打工收入有 30多万元。去年底，甲日卡

村的人均纯收入已经超过了 1.9万元。

从大棚里走出来的村民提嘉告诉记者：“陈

老板来洽谈土地流转建基地的时候，我们还有些

担心。现在我们都从这里受益，大家打心眼里感

谢他。”

提嘉说，她家流转了 6亩地，过去种青稞、小

麦、玉米，每亩地的收入也就五六百元，“现在每

亩地的租金是 1350 元，我还差不多在这里干两

个月，打工收入有 7000多元”。

7 年来，在各个蔬菜基地里，许多藏族群众

来打零工学技术。有的基地还曾来过苗族、彝

族、傣族的兄弟姐妹。各民族群众在这里合作共

事，和谐相处，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族大家庭。

“民族团结嘛，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一起交往

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致富。”秉持这样

的理念，陈千把蔬菜基地建成了一个个“民族家

庭”，“没有西藏各族群众的帮助和包容，就不会

有我的今天。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感到很

踏实。”

据介绍，自 2016年以来，林芝市所有 6958户

23893 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先后脱贫摘帽。截

至去年底，全市城镇和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达 36676元、18966元。

陈千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菜农，但他热爱西

藏，扎根西藏，尊重藏族群众，尽己所能帮助各民

族兄弟姐妹发展致富，在种菜、卖菜的同时，搭建

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为“民族团结之

花”施肥浇水。

在西藏林芝，他把蔬菜基地建成“民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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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陈千在西藏林

芝牵头成立了一个蔬菜种植合

作社和一家公司，先后建起 6

个蔬菜基地，基地租用了甲日

卡村的 280 亩地，有温室大棚

95座，种植西葫芦、大白菜、黄

瓜、青椒、西红柿等 20 多种蔬

菜，年产量 335万斤，年产值达

900万元。

扶贫先锋

研究成果能应用到扶贫一线，帮助老百姓增收致富，助

力国家贫困县发展特色产业，我们感到莫大的荣幸，也体会

到作为科研人员的自豪感。做农业科研工作，最重要的是

要有情怀，对农民有感情。

张秀海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生物中心党支部书记

典型派

从基础研究转变成为菊花、百合育种，然

后走村入乡，和农民交朋友，将扶贫当成一项

事业，这是张秀海在 2004 年回国时不曾想象的

职业路径。

作为北京市首批科技特派员，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以下简称北京农科院）生物中心的张秀海

博士已经是一名科特派“老兵”。

“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能应用到扶贫一线，

帮助老百姓增收致富，助力国家贫困县发展特色

产业，我们感到莫大的荣幸，也体会到作为科研

人员的自豪感。做农业科研工作，最重要的是

要有情怀，对农民有感情。”2 月 26 日，张秀海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

到北京农科院工作之后，机缘巧合，此前以

拟南芥这种模式植物研究植物激素信号传导的

张秀海，开始从头摸索菊花的育种、种植等相关

科研内容。

彼时，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有关领导找到北

京农科院，表达了他们想发展花卉产业，打造“四

季花海”的需求和设想，希望专家们能出谋划策。

“在走访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科院等单位，

请教专家后，我们确定了菊花这个品种，因为菊

花是北京的主要花卉品种之一，同时也是北京市

花之一。中国人有饮食菊花的传统，此前北京曾

经引进了杭白菊的品种，但花期太晚、太短。”张

秀海说。

为了培育出适合北京气候的菊花品种，张秀

海团队收集散落于北京各角落的菊花。用了几

年的时间，他们研发出花期长、品质高的菊花新

品种茶菊。

四海镇正是靠菊花种植改变了命运。以该

镇前山村为例，以前是典型的低收入村，人口老

龄化、耕地面积少、农民可支配收入低。长期以

来，村民们都是以种植大田玉米为生，村里没产

业，大多数村民兜里没钱、日子没盼。

在摸清四海镇的情况和菊花习性后，张秀

海判断，这里很适合种植菊花。作为北京农科

院生物中心党支部书记，他组织生物中心党支

部与前山村党支部对接帮扶，共商特色产业发

展之路。

“我们组织专家做好村庄发展规划，因地

制宜引进茶菊，发动北京农科院生物中心的黄

丛林博士团队开展茶菊种植、加工技术指导，

让党员义务帮助前山村种植菊花、采收菊花。”

张秀海说。

2017 年，村里共采摘菊花 9.6 万斤，全部供

应给经销商，带动参与流转、种植的村民户均

增收 3000 余元。在 2017 年 11 月召开的“2017

年前山村菊花产业精准帮扶兑现大会”上，村

委会将分红发到参与种植的老百姓手中，大家

喜笑颜开。

经过几年的发展，前山村“京水源”菊花品牌

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一村一品。前山村依托茶

菊产业，带动旅游，开展特色民宿，已经成为远近

闻名的脱低先进村。

从贫困村到“四季花海”的蜕变

在打通菊花从育种、种植到产业扶贫的通道

后，张秀海将目光投向了百合。他和百合团队的

扶贫路也从北京走向了全国。

“和菊花一样，百合也是一种既可以观赏，又

可以食用的高附加值经济作物，而且北京地区的

冷凉气候恰好也适宜种植百合，所以我们从

2014年开始组建百合育种团队。”张秀海说。

针对我国传统食用百合主产区存在的技术

问题，张秀海带领团队开展技术攻关，从资源搜

集、生物育种、种球繁育、机械研发到采后储藏加

工，进行了全产业链有关难题的攻克。团队先后

多次到湖南龙山、甘肃兰州、甘肃临县开展了现

场调研和技术研讨。

“我们培育出新品种，小规模试种后就开始

在北京及周边地区进行推广。虽然我们免费提

供球种，但刚开始农户并不相信我们，因为这些

地方从来没有种过百合。”张秀海笑道。

转机出现在张家口沽源县。当时在沽源县

大石砬村挂职的第一书记王宇对张秀海说：“为

了看看百合的种植效果，我找我们这最不擅长农

活的人来试试。”

“第一年，这个最不擅长农活的人种了 20

亩百合，其中有一部分百合因为没按种植规范

操作没有成活，剩下的部分给他带来 4 万多元

的收入。”张秀海欣慰地说，“他高兴得要杀猪

给我们吃。”

此后，沽源县不少人开始种植百合。如今，

当地的一家企业已经将百合种植面积扩大到

400 亩，“我们正在考虑能不能将百合发展成当

地的地理标志产品，进一步提高附加值，带动老

百姓增收。”张秀海说。

近年来，张秀海团队的脚步遍及全国更多

地方。他们先后在河北省邢台市临城县、张家

口市张北县，新疆阜康市，吉林省延边市，山东

省新泰市等贫困地区，引入了食用百合种植，

开展技术服务，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农业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农民增收效果显著。其中在临

城县、阜康市的工作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肯

定，在沽源县和新泰市的工作，成为践行“两山

理论”的典范。

百合从北京“开遍”全国

这是一组让张秀海自豪的数字：在北京延庆

四海依靠茶菊产业带动了 3 个低收入村、200 多

户低收入户脱贫增收；在北京大兴成功地打造了

小黑垡村林下农旅融合发展的百合产业模式，带

动贫困户 25户，全部实现脱贫；在山东泰安依靠

百合产业带动周边 10个村 1000余户农民增收。

除贫困地区外，张秀海团队也在云南玉溪、

山东即墨等地积极与企业合作，发展赏食百合，

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当地农业结

构的转型升级。

如今，张秀海团队正在谋划筹建赏食百合产

业联盟，与全国同仁共同探讨产业发展大计，为

“三农”服务。

张秀海感慨，十多年的扶贫路，最幸运的是

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前行。说起团队成员，张秀

海如数家珍：负责百合资源的搜集、育种的杜运

鹏博士每年都会抽出一段时间，到东北、西北、西

南地区搜集和考察百合野生资源，经过不懈努

力，终于建立了国家百合种质资源库，摸清了我

国野生百合资源的底数，也澄清了国际百合分类

方面的一些争议和疑惑；陈绪清博士研发了国内

首台百合播种机，极大提高了百合种植效率……

“团队成员经常往返于京津冀地区，在张家

口沽源县百合种植全程跟踪指导，每月都会在沽

源住上几天，进行技术指导，平时也通过微信视

频及时了解和交流情况。”张秀海说，其中，还有

很多故事，天寒地冻的时候曾经因为道路结冰，

车溜进了路旁的沟里；下雪的时候因为道路封

闭，也曾和货车司机在车上过夜。

“为了百合事业，为了农村产业的发展，为了

乡村振兴，我们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是大家

都觉得很值得。”张秀海感慨。

“问题来源于实践，团队在长期百合种植

推广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值得研究的、制约百

合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我们把这些问

题带回实验室，从百合资源评价、生物育种、种

球繁育、植物与微生物之间的互作等方面开展

针对性研究，再把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实践、解

决问题，最终促进食用百合产业的发展。”张秀

海说。

最幸运的是有人同行

张秀海张秀海：：
用鲜花铺就脱贫路用鲜花铺就脱贫路

335万斤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通 讯 员 毛 洁 李 松 赵嘉琪 焦 娟

◎本报记者 操秀英

在长期百合种植推广过程中在长期百合种植推广过程中，，张秀海发现了很多值得研究的关键技术问张秀海发现了很多值得研究的关键技术问
题题。。他把这些问题带回实验室他把这些问题带回实验室，，开展针对性研究开展针对性研究，，再把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实践再把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实践、、
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最终促进食用百合产业的发展最终促进食用百合产业的发展。。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记者 薛文献 格桑朗杰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 通讯员张一博）2 月 26 日，“荆楚农业科

技、助力乡村振兴”在线直播课堂继续开讲。这一在线直播课堂由湖北

省科技厅主办，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农村信息化促进中心（以下简称

农村科技信息化中心）、“100+N”农业科技创新主体省科协农技中心、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湖北九洲农信科技有限公司、湖北智农优味星创天

地等单位承办的。

时值元宵佳节，天气逐渐回暖，正是种植户准备春耕农忙的时节，

该期直播针对作物的植保土肥进行了讲解，通过前期的宣传推广，共吸

引产业管理者、种植大户、农技人员等 1100 余人次在线观看。

在直播活动中，科技特派员、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副

研究员汪华讲解了题为“从土传病害发生规律角度谈生物有机肥产品

及施用技术的标准化”的课程。

汪华多年来主要从事经济作物根部术病害综合防控技术及药剂

（肥）开发等研究。在本次直播中，他重点从湖北茄科蔬菜土传病害发

生规律及病原分布、湖北茄科蔬菜土传病害发生规律及病原分布、生物

有机肥产品标准化及企业注意事项、生物有机肥施用标准化及农民注

意事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地讲解，授课时间约 1 小时。

参与直播学习的学员纷纷表示，课程内容丰富、细致，对今后做好

病虫害的防范与田间管理、提升产品产量和品质都很实用。

农村科技信息化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中心在湖北省科技厅指

导下，与全省“100+N”协同创新主体合作，发挥全省科技特派员、“三

区”人才的科技引领作用，利用星创天地、科创基地等农业农村创新创

业载体，让科技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示范效能最大化。

该负责人说，通过直播课程，农村科技信息化中心希望将农业科技

服务在线化、常态化，推进县域科技创新、农业产业赋能、农业技术推

广、科技惠民为民，扩大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的影响力和成效，助力全

省科技创新“动力板”“活力板”“实力板”的打造。

春耕春播农时忙

直播课堂送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