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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丽云 通讯员 王红蕾

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去年，海丰油占米供不

应求，市场每公斤售价提升4

元，农民种植水稻每亩增收

300多元。以海丰40万亩水

稻种植面积计算，农民年增

收总额在 1.2 亿元以上，经

济、社会效益显著。

蔡时可
广东省农科院农村科技特派员、
高级农艺师

典型派

◎本报记者 马爱平 谢开飞

◎本报记者 叶 青

辣椒虽小，但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以下

简称黑龙江省农科院）园艺分院、省级科技特派

员张慧带动下，却能串起很多村民的红火小日

子，做成一个大产业。今年 5 月份，张慧获得黑

龙江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同时获得黑龙江

省农科院脱贫攻坚嘉奖。

9月 17日，科技日报记者来到黑龙江省农科

院园艺分院，敲开门，张慧老师正在低头撰写《特

色蔬菜防灾减灾技术手册》，一万多字的内容，当

天就要交稿，她一大早就起来修改稿件。

身为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哈尔滨综

合试验站站长、黑龙江省经济结构调整指导专

家，张慧每天都很忙碌，有电话请教的，有微信请

教的，还有被请到生产种植基地现场去指导的，

仅手机微信里就有数十个微信群的成员在随时

随地向她请教有关特色蔬菜的问题。

在黑龙江省辣椒生产领域，张慧是家喻户

晓的“明星专家”。从东北农业大学毕业后，张

慧就与辣椒结下了不解之缘。2014 年，她入选

三区人才，从此开始了科技特派员助农生涯。

她先后在黑龙江省深度贫困县兰西县、海伦

市，围绕当地优势特色产业开展科技服务，通

过为合作社、企业为农户提供技术支持，协助

合作社和企业带领贫困户脱贫，5 年来累计服

务乡镇 170 余次。因贡献突出，她多次获得黑

龙江省农科院三区人才先进，2019 年 10 月获得

科技部通报表扬。

在张慧手机微信里，有一个 300 多人的大

群，叫“黑龙江省辣椒等特色蔬菜种植群”。“里面

有农户、种植户、经销商等，大家可以在里面探讨

关于蔬菜生产的各种问题。”张慧说，“有时候遇

到种植问题，农户会拍个照片发过来，我根据照

片提供解决方案。”

2015年 6月末的一天，张慧接到一个陌生电

话：“张老师您好！我是海伦市种辣椒合作社的

高向秋，我的辣椒有毛病了，搞不清楚什么病？

兰西县种辣椒的沈德一推荐了您，说只有您能解

决。”张慧爽快地说：“你把病株拿来，我找植保专

家鉴定一下吧。”

第二天一早，高向秋就带着辣椒病株来到黑

龙江省农科院，张慧初步判断：“这辣椒是真、细

菌混合感染发病，主要是辣椒炭疽病、叶斑病和

疫病，根系还有残留除草剂药害，我再让专家鉴

定一下。”

经植保专家鉴定，确实是以上病菌侵染所

致，张慧当即给出治疗方案。3 天后，高向秋高

兴地告诉张慧：“辣椒病控制住了！”从此她与

张慧结下不解之缘，成为海伦市辣椒产业院企

合作好搭档。

2017 年海伦市科信局向黑龙江省科技厅强

烈要求，希望把张慧派到深度贫困县海伦市，作

为驻市科技特派员。高向秋成为张慧首选合作

伙伴。经过两年试验，在张慧带领下，高向秋的

合作社种植辣椒水平大幅提升，带动贫困户 100

多户，户均增加收入 1000 元。在张慧的科技助

力下，高向秋成为依靠辣椒产业带领农民致富的

带头人，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2018 年，张慧带着 1.8 万株辣椒新品种秧

苗，可以喷洒 50 亩的生物菌肥，以及韭菜、小根

蒜、蒲公英等各种种子，去到海伦市海兴镇海兴

村和扎音河乡民安村、录丰村，指导农民发展辣

椒产业和庭院经济。张慧还请来特色蔬菜体系

长春试验站王学国、寿光农业局副局长许美荣及

相关专家进行栽培技术培训，发放技术资料。通

过扶持合作社和中际食品有限公司，带动海伦市

种植辣椒 4万多亩、毛葱 4万多亩，带动 156户贫

困户脱贫，人均增收 1000多元。

为把海伦辣椒产业做大做强，2019 年，张慧

协助海伦市申报了“海伦辣椒”地理标识；2020

发挥技术优势，小辣椒成致富“金钥匙”

作为科技特派员，张慧坦言，在科技服务初

期，农户认可度不高，相较于陌生的科学种植，农

户更相信一代一代口耳相传的经验。

“有一年兰西县下了一场很大的冰雹，受灾

面积达 6万多亩，原本已经结果的辣椒几乎只剩

下光秃秃的枝杈儿。”张慧回忆，当时很多农户想

毁种，但已经来不及了，“我建议农户先打杀菌

药，剪掉打坏的残枝，等待新发枝杈儿结果。因

为我们曾做过辣椒剪枝重生技术实验，也许这个

技术能保住一些收成。果然，半个月后地里就又

是绿油油一片了，即使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也收

回了生产成本。”

2020 年春季，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张慧通

过“学习强国”平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网络平台、黑龙江省农科院党宣平台等多个平台

以及电话开展技术服务，同时扩大了黑龙江省辣

椒等特色蔬菜种植服务群。培训技术人员 152

人次、农民 488 人次，网络培训 3811 人次。张慧

成为海伦市辣椒种植户的主心骨，老百姓都说：

“张慧老师就是我们辣椒种植户的大福星！”

线上线下，“全时空”提供科技支持

2017 年至 2020 年，通过兰西县精准扶贫技

术服务，张慧团队总结出了两种可复制的脱贫攻

坚模式：“庭院经济”和“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化生

产”脱贫模式，通过全产业链带动农户实现长期

脱贫。

张慧介绍，“庭院经济”脱贫模式是“科研院

校（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分院）+县级技术

推广部门+合作社+农户+企业+协会”的全产业

链模式。该模式以智力脱贫为主旨，把科技转变

为直接生产力，充分发挥各环节的主观能动性，

改变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实现长期脱贫目标。

“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化生产”脱贫模式则是

“科研院校+县级技术推广部门+新型经营主

体+职业农民+协会”的全产业链模式。以新型

经营主体为带动核心，吸收贫困户成为新型职

业农民，按照架构职能分工开展蔬菜全产业链

生产经营。

张慧说，两种可复制推广的脱贫模式，极大

带动了贫困户脱贫。2020 年，通过基地示范，推

广新品种、新技术，“庭院经济”模式带动农民增

效 884.745 万元，合作社增效 347.831 万元，企业

增效 318.45 万元，带动贫困户人均增收 2600 元

以上；“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化生产”脱贫模式实现

生产总产值 26841.42 万元，增加效益 807.17 万

元，新型经营主体实现加工升值效益 2498.03 万

元，新型职业农民人均增收 4500元以上。

在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团队支

持下，张慧指导向秋合作社形成了一个新型现代

化蔬菜产业，把以前分散的技术、脱节的农业科

研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全产业链支撑

服务，推动和引领海伦市及黑龙江省辣椒产业快

速稳定健康发展。

如今，张慧指导辣椒种植的足迹遍布黑龙江

省各个市县。最近，海伦市祥富镇又向张慧发出

了帮扶请求，9 月 1 日，张慧去祥富镇现场，再次

开始又一个乡镇的科技特派员帮扶新历程。

全产业链协同服务，建立脱贫攻坚新模式

科特派张慧科特派张慧：：
用小辣椒串起村民红火的日子用小辣椒串起村民红火的日子

在被誉为“南海物丰”“鱼米之乡”的广东省

汕尾市海丰县，有一种牵动乡愁的大米——海丰

油占米。过去，只有在节日时才能吃上一碗海丰

油占米饭，而时下，油占米的种植在海丰大地已

遍地开花，油占米也成为了饭桌上的常见吃食。

海丰油占米从旧时的“一小撮”田地种植到

如今近十万亩的种植基地；从旧时的奢侈品到而

今“飞入寻常百姓家”，离不开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以下简称广东省农科院）农村科技特派员的智

力支撑。这群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从产业规划、

良种引进、高效栽培、加工增值，到品牌创建、质

量标准与安全、三产融合和企业综合实力提升

等，全方位为海丰油占米提供了全产业链服务。

新品种平均亩产增加近百斤

在海丰，油占米曾经是大米里的奢侈品。海

丰油占米属传统水稻品种，种植历史悠久。但油

占米虽然好吃，产量却较低。在市场经济的杠杆

作用下，大多数农民选择种植高产水稻，海丰油

占米曾一度陷入种植低潮。

“产量低，亩产只有 300 至 400 斤左右，有一

段时间，很少有人种植油占米。”广东省农科院农

村科技特派员、高级农艺师蔡时可说。

2018 年 11 月，广东省农科院和汕尾市政府

签约，共建广东省农科院汕尾分院。以广东省农

科院汕尾分院为纽带和平台，广东省农科院和汕

尾市政府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开

展农业科技合作，推动汕尾乡村振兴高质量发

展。以陈建伟、蔡时可为代表的一批广东省农科

院农村科技特派员也来到了汕尾。

陈建伟、蔡时可都是在海丰长大的，他们对

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也十分了解海丰油占

米的种植情况。“家乡万亩良田是我的牵挂，将油

占米发展起来是我的心愿。”以他们为核心的农

村科技特派员，针对传统海丰油占米品种存在稻

茎秆偏高、纤细、不抗倒、品种杂、产量低的问题，

在遗传因素上“做文章”，推动品种改良，实现油

占米产品“粒粒有科技”。

“我们通过引进 12 个优质水稻品种进行试

种，并从中筛选出 3个作为海丰油占米的推荐栽

培品种。推广的技术也带动当地工作人员对主

推品种进行提纯复壮。”蔡时可介绍，广东省农科

院自主育成的“美香占”“象牙香占”“象牙航香”，

在海丰引种筛选试验中脱颖而出。这些品种传

承了海丰油占米的品质，并具备抗病性强、抗逆

性好、适应性广的优良特性，比传统品种平均亩

产增加约 100斤，无论品相、质量、价格都取得突

破，农民纷纷改种优良品种。

“去年，海丰油占米供不应求，市场每公斤售

价提升 4 元，农民种植水稻每亩增收 300 多元。”

蔡时可说。以海丰 40 万亩水稻种植面积计算，

农民年增收总额在 1.2亿元以上，经济、社会效益

显著。科技特派员们也感到很自豪，他们为乡村

产业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持。

打响海丰油占米区域品牌

打响区域品牌，是海丰油占米实现产业兴旺

的“重头戏”。在科技特派员帮扶努力下，成立了

海丰油占米产业研发中心、成功申报海丰油占米

地理保护标志产品、成功举办首届油占米产业大

会……一系列打造海丰油占米品牌的举措已初

见成效。

2019 年、2020 年连续两年，海丰油占米稻田

景观画在海丰县可塘镇万亩油占米生产基地向

大众展现。尤其是 2020 年的海丰油占米稻田景

观画，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通过原创设计，运用

自主育成的黄色、绿色、白色、紫色水稻品种，借

助“红场”这一元素，不仅展示了海丰油占米的科

技特色，还体现了海丰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

在提升海丰油占米知名度的同时，农村科技

特派员团队与海丰县政府、地方企业联合成立了

海丰油占米产业研发中心，研制海丰油占米地方

标准，用科技元素打造海丰油占米靓丽名片。

时下，海丰油占米已成为当地农民最喜欢种

植的品种。除可塘镇的万亩油占米基地外，城

东、梅陇、赤坑和梅陇农场等镇（场）均建设了 8

个千亩核心示范区，平均产量达到 520公斤。这

些产地生产的海丰油占米供不应求，购买都需要

提前订货。

目前，海丰已基本形成以产业园为核心的现

代农业发展模式，建成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油占

米生产体系与经营体系，打响了海丰油占米区域

品牌。科技特派员们也在为振兴发展海丰油占

米产业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从鲜有种植到遍地开花
广东海丰油占米“粒粒有科技”

“2014 年，我很荣幸到了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发源地——福建省南平

市，做科技帮扶。我不仅在深山老林做科研，帮助企业建设基地，还在

当地组建技术团队，到农民家推广技术。这些年，我们一直在研究和指

导林下种植‘七叶一枝花’，它就像我的孩子一样。”9 月 10 日，在中共中

央宣传部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科技工作领域党员代表围绕“科技

报国 创新为民”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福

建省农科院）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苏

海兰说。

工作十几年来，苏海兰一直在基层一线做中药材栽培研究与应用推

广。“七叶一枝花”是珍稀濒危的中药材，具有止血抗癌等作用，是我国很

多中成药的重要成分。

“我们团队在‘七叶一枝花’的野生转家种栽培技术和育苗技术等方

面取得了突破，并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农民，培养了一批乡土人才。

在科技部农村司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还把成果推广到福建、江西等省，促

进了林下经济发展，也在脱贫攻坚中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苏海兰说。

不是孤军奋战，是团队集体作战

苏海兰刚到福建省光泽县时，发现很多农户因为没有种植技术，购买

了不适宜的种植品种，每亩地损失达好几万元。“农民伤感无助的神情，一

直萦绕在我脑海里。”苏海兰说。

农时不等人。虽然家里两个孩子还很小，苏海兰还是在企业建在深

山的基地住了下来。山里面的蛇虫很多，她就包好头部，穿上雨鞋，拿着

木棍，白天钻山林、进大棚做试验，晚上分析总结。

“我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是与科技特派员团队一起集体作战。”苏海

兰说。通过大家的努力，“七叶一枝花”育苗时间从两年缩短到 6个月，出

苗率也提高了 12倍。

去年，有个农民很高兴跟苏海兰说：“苏老师，我现在一亩收益 3 万

元。”苏海兰知道，5 年前，这位农民种植的“七叶一枝花”颗粒无收，十几

万元的投入打了水漂。科技特派员与这位农民进行对接帮扶后，苏海兰

带他建基地，做给他看。如今，这位农民发展了 500 多亩中药材种植，还

带动全乡种了两千多亩中药材。

在福建省武平县，一直有种植仙草和灵芝的传统，但是原来产量较

低，效益也比较差。苏海兰和其他科研人员以当地农民邱师傅的基地为

实验地，培育了仙草和灵芝的新品种，帮助农民提高了种植技术。

掌握这两个品种科学的种植方法，邱师傅成为了福建省优秀农村实

用人才，他创办的合作社也成了福建省科技企业，不但自己过上了好日

子，还带动武平全县种植仙草和灵芝，年产值达 5亿元，帮助 2万户农民过

上美好生活。

跨省服务，发展林下经济

2019年，通过科技部牵线搭桥，江西省井冈山市找到苏海兰，请她做

跨省科技特派员服务，帮助发展林下经济。

短短两个月时间，苏海兰团队就在井冈山建立了“七叶一枝花”的示

范基地，还把在福建多年探索的成功经验引入井冈山，手把手教当地技术

人员，让种植技术在井冈山落地生根。

“井冈山的示范基地正成为闽赣两省践行‘两山’理论的试验田。要

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青年的科技特派

员，我要向老一辈科学家们学习，一代接着一代干，把一张蓝图绘到底，让

科技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苏海兰说。

苏海兰曾经在她服务的基地遇到十多位正在耕作的农民，农民异口

同声地对她说：“谢谢你让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赚到钱。”这一幕给苏海兰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科技创造美好生活，在苏海兰看来，就是要不断进行

科技创新，还要及时应用推广创新技术，让种田的人真正得到实惠。

为坚定不移地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福建省农科院每年都会派出

400 多名科技特派员到生产一线进行科技服务，福建省也涌现出许多感

人的先进事迹，有农民津津乐道的“葡萄痴”谢福鑫，还有“竹荪大王”高允

旺等，这些科技特派员长期在基层一线，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做，在乡村

脱贫致富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科技特派员，苏海兰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特别重。

“我经常跟农民说，有我们能做的，尽管找我们，因为我们是党员，是

科技特派员，是农民的‘身边人’和‘贴心人’。在接下来的新征程上，我将

秉持初心使命，继续扎根基层一线，把好的科技成果送到农民家，为实现

共同富裕不懈奋斗。”苏海兰说。

扎根一线帮扶

她的科技服务辐射闽赣两省

2017年至2020年，通过精准扶

贫技术服务，张慧团队总结出了两

种可复制的脱贫攻坚模式：“庭院经

济”和“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化生产”

脱贫模式，通过全产业链带动农户

实现长期脱贫。

受访者供图

年，协助筹划组建北大荒集团辣椒速冻、脱水加

工生产线，延长当地辣椒产业链，带动了更多农

民脱贫致富。据统计，2020 年，张慧帮助企业、

合作社增产增效 7629.5 万元，服务海伦辣椒、毛

葱等面积 10205 亩，促进增收 4525.2 万元，贫困

户人均增收 1000多元。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