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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INNOVATION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本报记者 王迎霞
通 讯 员 张 婧 实习生 赵 媛

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科技特派员贾仝军和刘

瑞瞅准药食兼用的羊肚菌的

发展机会，将其引入本地进

行人工仿野生栽培并获得成

功，他们通过“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带领当地村民开辟

出了一条食用菌差异化发展

的致富新门路。

典型派

◎本报记者 张景阳 通讯员 路 霞

炎 炎 夏 日 ，吃 瓜 消 暑 是 一 件 酣 畅 淋 漓 的

事。然而，这两天你想尝宁夏吴忠市利通区科

技特派员马兴种的西瓜怎么办？对不起，早在

6 月 24 日就卖光了。

马兴是方圆十里有名的“瓜王”。前不久，利

通区举办“瓜果飘香迎百年华诞，初心不忘助乡

村振兴”西瓜节活动，他选送的西瓜又一次拔得

头筹，并且以 1万元的价格被当地企业家拍下。

“他们说我种瓜有绝招，其实言过了，我就是

善于钻研、善于改进技术。”这位 63 岁的科技特

派员谦虚地说。

如今，在马兴的带动下，利通区的西瓜产业

已发展为特色产业，涉及 8个乡镇。尤其在马兴

的老家利通区高闸镇，他独创的小拱棚西瓜种植

辐射 6个行政村 48个村民小组，面积达 3524亩。

“这么好的西瓜，凝聚着科技工作者的心

血。这些年，高闸镇成功培育出‘马兴西瓜’和

‘马家湖西瓜’两个品牌，带动了整个利通区西瓜

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发展。”8 月 16 日，高闸镇

高闸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扈银芳表示。

马兴种的西瓜成了爆款，因为好吃。

在高闸镇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举办的西瓜

节“瓜王”评比活动中，评委们看瓜柄、比弹性、用

手掂、试比重、测甜度、品尝，从品相、成熟度、甜

度、口感、有无农残等多个方面对参赛西瓜进行

打分，最后给出综合得分。马兴的西瓜斩获第

一，实力毋庸置疑。

马兴的家乡高闸镇马家湖村有种植西瓜的

传统，在父亲的影响下，他爱上了种瓜这个行

当。然而，大伙儿都种瓜，多了就没那么好卖

了。于是，马兴开始想方设法“跟别人不一样”。

他先在地里盖了一层膜，后来又盖一层。1986

年，马兴成功发明地膜种植技术，西瓜产量高、味

道纯，他也一度被誉为“瓜王”。

别人都说他种瓜有秘籍，马兴不好意思地笑

起来：“哪有？都是一点点实践出来的，而且干事

的过程要老老实实。”他说自己习惯走访大量顾

客，顾客喜欢什么样的口味，就努力往满足顾客

需求的方向上去努力。

经过多年摸索，马兴终于种出了自己的品牌

西瓜，不仅个头大、质量好、无污染，而且抗灾能

力非常强。1996 年，这位善于钻研的瓜农又试

种成功小拱棚双膜覆盖种植技术，使西瓜提前

20 天上市，独领市场风骚，一度出现了“买马兴

西瓜批条子”的新鲜事。

2006 年，马兴成为科技特派员队伍中的一

员，他体会到了肩上沉甸甸的担子。

“每次技术改进，都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益。”

马兴告诉记者，从最早一亩地收入五六百元到

2100元，再到 5300元，效益一路飘红。而科技特

派员的身份，让马兴更加注重进行技术创新、技术

改进，他想发挥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带领乡亲们种

出更好的西瓜。2008年，马兴在政府的支持下搭

建起了大棚，每亩地的收入更是高达一万七八。

每次技术改进，都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益

找到马兴的瓜地，颇费周折。利通区科技局

副局长撒风兰带着记者前往约好的地方，却几次

迷失在大片的瓜田。

西瓜种植最忌重茬，重茬西瓜植株生长衰

弱，易感病，严重时会造成大幅度减产。马兴

说，科技特派员就是要先替大家“趟路”，找到

当科技特派员，就要毫无保留教群众技术

“必须靠科技。”回想多年种瓜经历，这是身

为科技特派员的马兴最大的感触。

且不提他早就深入骨髓的技术改进理念，单

是每年拱棚西瓜生产关键时期，利通区相关部门

就会组织技术服务团队深入田间地头，以整枝打

杈、配花坐果、施肥灌水、病虫害防治等技术为重

点，指导瓜农狠抓田间管理措施的落实，无一不

力促万亩马兴品牌西瓜优质高产。

科技部门的支持也很给力。去年，马兴获批

利通区一个科技特派员项目，获得 5万元资金支

持；他又从科协申报获批一个 6万元项目。“这些

资金帮助我进行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的引

进。”马兴说。

眼界的宽度决定了事业的高度。为了提升

西瓜品质、扩大种植面积、切实让群众受益，马兴

带领种植协会坚持对所有瓜地进行“四统一”规

范管理，有效推动了利通区西瓜种植标准化生产

和产业化经营。

“去年，我们镇小拱棚西瓜产值突破 1300 万

元，试验种植超早熟小拱棚西瓜 50亩，创造经济

效益 8.5 万元。如今，利通区已经将发展拱棚西

瓜产业作为调整种植业结构、增加远郊乡镇农民

收入的有效措施，科技特派员马兴功不可没。”扈

银芳说。

令众人欣喜的是，西瓜产业也成为撬动当地

经济发展的“杠杆”。

今年以来，高闸镇整合 7个村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项目，在镇上建起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区。目前园区已建成 60栋全钢架拱棚，到年底，

瓜菜种植收益有望达到 3150 万元，全年劳务用

工 75000人次，增加劳务收入 800万元，给每个村

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 20万元。

打响一个品牌，带动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群

众。马兴深知这条路艰辛且漫长。

眼下，马兴正在积极组织西瓜种植协会实施

“无公害绿色品牌西瓜基地”的战略构想，带领广

大农户通过搭建一个全新的产业平台，实现高闸

镇乃至利通区西瓜产业全面兴旺。

“有政府支持、协会运作、科技特派员带头，

我们致富的信心更足了。”瓜农闫桂萍说。

面对这些赞誉，马兴却摆摆手：“自己富了不

算富，带动众人才算数。”

西瓜成“杠杆”，撬动当地经济发展

去年，我们镇小拱棚西瓜

产值突破1300万元，试验种植

超早熟小拱棚西瓜50亩，创造

经济效益8.5万元。如今，利通

区已经将发展拱棚西瓜产业作

为调整种植业结构、增加远郊

乡镇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

扈银芳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高闸镇高闸村
党支部书记、村主任

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马兴每年都要换地方

种瓜，高闸镇这一带的地，被他种了个遍。今

年，他又把瓜地换到了更偏远的鸵鸟山庄，撒

风兰还没去过。

“马兴就这样辐射带动了整个利通区的西瓜

种植产业。现在，这一产业已经在全区发展起

来，‘马兴西瓜’也成了我们这里的驰名商标。”撒

风兰说。

二月育苗，三月移栽，再经过三个多月的精

心管理，6 月上旬，西瓜正式开园上市。这些年，

马兴一直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扎稳打。

2004 年，马兴申请注册了“马兴西瓜”品牌，

从此名声大噪。高闸镇党委、政府也积极扶持和

培育这一主导产业，从技术、物资、资金等多方面

给予大力支持，并在马家湖村建起小拱棚西瓜育

苗中心。

马兴的干劲更足了。

紧接着，他牵头与 60 名瓜农组成西瓜种植

协会，带领成员为瓜农提供全过程、全方位的跟

踪服务，更好地发挥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帮助瓜

农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同时，西瓜种植

协会也使协会成员更加便于协作经商、交流技

术，共同推动西瓜产业发展。马兴因此获得自治

区及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听说您的手艺不外传？有人出资 5000 元

要买秘方，您都没答应？”记者问。

“那是以前。现在当了科技特派员，就要毫

无保留地传授给周围群众。”马兴黝黑的脸绽放

出灿烂的笑容。

撒风兰对马兴履行科技特派员职责赞不绝口：

“老马对瓜农们进行技术指导很上心，从种到收，怎

么管理，用啥技术，瓜农随叫随到，免费讲解。”

8月 15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进内蒙古呼和浩

特市和林县小甲赖村的内蒙古瑞福杨种植专业

合作社（以下简称瑞福杨合作社）的种植基地，科

技特派员贾仝军和刘瑞正将刚从大棚里采摘下

来的鲜羊肚菌送往冷库，分拣包装后，准备当天

发往昆等地。

今年瑞福杨合作社在呼和浩特市几处基地

种植的上百亩特色盒用菌羊肚菌喜获丰收。刘

瑞告诉记者，今年 2月份和林基地种植的 70多棚

春茬羊肚菌目前已基本售罄，每个棚平均产量

500 斤左右，目前市场羊肚菌鲜菇价格为每斤

75—80元，每个棚刨除成本，一茬可以净赚 25万

元左右。

早在 2017 年，贾仝军和刘瑞就瞅准了药食

兼用的羊肚菌的发展机会，将其引入本地进行人

工仿野生栽培并获得成功。他们从制种到生产

管理、再到市场销售，不断摸索总结、积累经验，

栽培技术已日趋成熟，通过“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带领当地村民开辟出了一条食用菌差异化发

展的致富新门路。

懂技术，选好产业方向

在遮阳网覆盖的大棚内，羊肚菌长势良好，

工人正忙着采摘。刘瑞介绍：“从 5月中旬开始，

每天都有几十到上百公斤的优质羊肚菌从基地

航空冷链直发昆明、广州、上海等地，这个季节，

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羊肚菌的主产区因为气候

原因，产品正处于空档期，我们正好利用这个空

档期抢占市场。我们生产的羊肚菌也因此订单

不断，供不应求。”

贾仝军和刘瑞认为，科技特派员应该有前瞻

性、眼光独到，才能带领农户通过科技手段走上

致富道路。

“当初看中羊肚菌发展前景，就先到外地去

学习种植技术，回来后自己试种，并成立了合作

社，逐渐扩大种植规模。通过几年的摸索，我们

的种植技术逐渐成熟，还掌握了羊肚菌的制种技

术，大大降低了种植成本。”贾仝军说。

为筛选出适合呼和浩特本地栽培的品质优

良、种植效益好的羊肚菌，瑞福杨合作社这几年

先后引进多个品种进行试种，对比分析引进品种

的适应性、产量表现、商品性、抗病性，最终筛选

出了适合本地栽培的羊肚菌优良品种，并进行规

模化种植。

重指导，下沉基层一线

羊肚菌由于营养价值高，近几年备受市场追

捧，但其生长发育过程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很苛

刻，因此对人工仿野生栽培的技术要求也很高。

“刚开始种羊肚菌时，出菇不均，产量低、品

质也得不到保障，还容易染病。后来通过食用

菌专家孙国琴老师的‘保驾护航’，种植有了很

大改观。到了出菇旺季，满棚羊肚菌密密麻

麻，长得匀称整齐，商品性也好，病害也少。”贾

仝军介绍说。

贾仝军提到的食用菌专家孙国琴，是呼和浩

特市科技特派员专家团成员，也是内蒙古农牧业

科学院蔬菜研究所食用菌研究室和食用菌内蒙

古自治区工程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长期从事食用

菌研究与开发，在食用菌种植方面有着丰富的理

论和实践经验，她带领的科研团队曾入选草原英

才食用菌创新人才团队，研究成果获多项国家发

明专利。

作为科技特派员专家团成员，深入一线进行

技术指导已是孙国琴的工作常态，从羊肚菌引入

呼和浩特市伊始，孙国琴就密切关注，每个示范

种植基地她都不至一次地实地调查、深入指导。

“羊肚菌种植的技术含量很高、风险也大，对

湿度、温度和昼夜温差都异常敏感，栽培管理需

要格外细心，管理不当很容易造成损失。我作为

科技特派员，就是要尽可能帮助种植户把好种植

的源头关，同时解决一些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孙国琴说。

会服务，带动共同致富

瑞福杨合作社的种植规模扩大后，吸纳入社

的农户越来越多。要让农户们种得出、种得好，

还得卖得出、卖得好，技术、市场和销路，也成为

科技特派员们最关心的问题。

今年，瑞福杨合作社在和林基地种植的 70

多棚羊肚菌，其中有 20 多棚由 7 户农户种植，合

作社负责统一加工原料、统一提供菌种、统一生

产管理，并提供统一的技术服务，最后统一商标

进行销售。贾仝军和刘瑞两名科技特派员则分

工明确，一个主内，主要负责种植技术；一个主

外，主要负责对接市场跑销售。

“通过专家科技特派员的传帮带，我们自己

培养的技术员现在也能独当一面。在市场销售

方面，合作社已经与北京、上海、广东、成都、昆明

等地的采购商和经营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

关系，为下一步吸纳更多农户加入合作社扩大产

业规模，提高服务水平，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打下了基础。”刘瑞说。

小小的羊肚菌，让科技特派员在农村领域成

功实现创新创业，科技特派员还通过合作社带动

了周边农户发展特色种植增收致富，也为附近村

民提供了就近就业的机会。

抢占先机、一线服务，他们培育出致富“菌”团

◎通讯员 简 垦 本报记者 何星辉

用西瓜撬动乡村经济用西瓜撬动乡村经济
这位这位““瓜王瓜王””科特派功不可没科特派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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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发展和科技支撑。

贵州省遵义市创新模式，为 30 个基层村寨派出了 30 名“乡村振兴指

导员”，推动人才下沉和科技下乡。围绕着这 30个村寨，遵义市科技局同

步派出了 32名科技特派员，聚焦产业发展、人才培训和科技成果转化等，

配合指导乡村振兴工作。

遵义市在乡村振兴第一线打出的“双响炮”，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副书记变身乡村振兴指导员

“年初，我们村支两委十几号人围坐在火炉旁，对乡村振兴工作一筹

莫展。”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舟镇沙滩村党总支副书记邓明阳说，“王书记和

遵义市农科院的科技特派员团队的到来，让我们在乡村振兴之路上信心

满满。”

邓明阳口中的王书记，是今年 58 岁的王开强，他是遵义市农科院党

委副书记。今年年初，他成为一名“乡村振兴指导员”，被遵义市委组织部

派驻沙滩村。

在沙滩村，王开强和遵义市农科院 5名科技特派员一起，组建了乡村

振兴服务队，他们率先从产业发展上“破题”。

“我们经过实地测评，发现沙滩村自然条件非常适合茵红椒生长，就

提出将院里培育的茵红椒引到这里种植，没有想到成活率特别高，村里一

下子就种植了 400 亩。”王开强说，茵红椒是遵义市农科院近年来筛选培

育的花椒新品种，国内市场认可度较高，每斤鲜椒的市场价达到 80—120

元，年年供不应求。

在乡村振兴服务队的帮助下，沙滩村采取“农科院+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发展茵红椒产业。遵义市农科院投入 200 万元统筹规划，

乡村振兴服务队提供技术指导，专业合作社负责具体管理，而村民除了每

天的务工收入外，后期还将分享 30%的产业收益分红。资源的注入和整

合，让王开强在沙滩村迅速打开了局面。

“现在沙滩村老百姓的种植热情非常高涨，相信 3年以后一定会大见

成效。”对此，王开强信心十足。

科技特派员主动出击，服务乡村振兴

遵义是革命老区，受历史、地理等因素影响，遵义曾是全国脱贫攻坚

的重要战场之一。

在纵深推进农村产业革命过程中，遵义市重点培育的茶叶、辣椒等主

导产业，为当地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书写了华丽篇章。

新时期，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遵义市

同样将目标放在了产业发展上。今年年初，为了推动管理、技术、财力等

资源向基层一线下沉，遵义市创新选派 30 名“乡村振兴指导员”，下沉到

30个乡村振兴指导村，积极探索具有遵义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走访调研、谋划产业、加强党建……像王开强一样，30 名“乡村振兴

指导员”入驻后，都找到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围绕着 30个乡村振兴指导村，科技力量如何进一步赋能？遵义市科

技局主动作为，同步选派了 32 名科技特派员，配合“乡村振兴指导员”开

展工作。

多年来，遵义市科技局结合区域科技人才需求，选派了 1150 名科技

特派员和科技副职，深入基层开展科技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面对乡村振兴这个新命题，科技特派员自然不能缺席。为此，遵义市

科技局为选派的 32名科技特派员定下了特色产业、技术培训和成果转化

“三聚焦”的目标，力图以科技之力推动产业兴旺和乡村振兴。

遵义市科技局为此制定专门的工作方案，明确了科技特派员服务乡

村振兴的工作重点、措施、路径，同时制定完善了科技特派员考核评价机

制，将宣传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开展技术培训、解决具体技术问题、帮扶

企业合作社和农民、培养致富带头人和技术能手等纳入绩效考评，规范科

技特派员管理。

为了帮助乡村振兴指导村理清发展思路，因地制宜选准特色产业，32

名科技特派员开展调研 72 次，明确了 47 项重点产业。同时，通过举办讲

座、现场培训、创业辅导等方式，帮助解决了乡村技术人才紧缺、产业发展

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遵义市科技局将遴选出 2—3 个产业，探索建

立一批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点。目前，服务习水县程寨镇石门村

的科技特派员罗希榕等人指导申报的“花椒低产园改造示范基地”已经获

批立项，为石门村争取到了 13万元的资金支持。

遵义市科技局副局长龚勤说，希望科技特派员们把论文“写”在大

地上，做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为遵义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科技

力量。

指导员+科特派，

遵义“双响炮”探路乡村振兴

王开强（右）在沙滩村茵红椒基地指导村民管护。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