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责任编辑 段 佳区 域
2021年 10月 20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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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 禾

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天津市蓟州区坚持“扩

规模、强科技、提品质、促融

合、打品牌、增效益”的发展

思路，加快推动农业全面升

级。在这个过程中，天津市

的农业科技特派员发挥了巨

大作用。目前天津市培育农

业科技特派员超过1000人，

帮扶困难村超过1000个，推

广新技术新成果600余项。

秦川
天津市蓟州区委副书记

典型派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讯员 赵 阳

◎本报记者 陈 曦

“今年丰收节，您帮我们引进的香菇新品种

0912 号特别受欢迎，销售额有望超过去年继续

‘大丰收’。”天津市蓟州区出头岭镇中域村菇农

张国兰开心地向农业科技特派员、天津农学院教

授班立桐发微信报喜。在 2021 年天津市中国农

民丰收节蓟州区特色农产品展销会上，张国兰的

白灵菇和香菇新品种 0912 号由于品质好、价格

优，几百箱菌菇很快销售一空。

为了张国兰家的菌菇能“茁壮成长”，班立桐

可没少操心。从 2015 年开始，他参与了天津市

科技局的科技帮扶项目，在过去 5 年里，他几乎

每周都要驱车 2.5 个小时，到菇农家的大棚里亲

自指导，因此班立桐也被菇农们亲切地称为“地

头专家”。

“地头专家”的课堂在菇棚

“从没见过长得像畸形的手指一样七扭八歪

的白灵菇。”班立桐至今难忘在蓟州区西龙虎峪

镇第一次见到菇农种植的白灵菇时的情景，“当

时很震惊，完全看不出白白胖胖的白灵菇本来的

模样。”

经过仔细的调研，班立桐发现，白灵菇之所

以“变丑”，是因为菇农们种植的菌种有问题，没

有进行更新换代，所以导致菌种退化，菇型品相

变差。而且在食用菌种植过程中，也存在很多不

科学的地方，急需进行调整。

天津蓟州区出头岭镇和西龙虎峪镇有种植

食用菌的基础。作为科技特派员，班立桐对给

当地菇农进行科学种植培训信心满满。可几次

培训下来，班立桐发现，来上课的菇农寥寥无

几。随着班立桐和菇农们的交流多了，他发现

上课时讲的“平方米”“湿度”等名词对菇农来

说太抽象，他们很难和日常的农活联系起来，

自然提不起兴趣。

“于是我把技术培训改成了现场实训，到菇

农们的大棚里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提高他们对

知识的接受度。”班立桐说，大部分菇农接受新鲜

事物能力差，他们更相信自己经验，因此先进的

技术推广起来难度大。而菇棚现场实训，能起到

示范效应，解决菇农不敢“尝鲜”的难题。

几年中，班立桐跑遍了两个镇 150 户菇农家

里的大棚，还和很多菇农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

些菇农也成了班立桐技术推广的好帮手。

香菇种植太密会导致二氧化碳增加，造成菇

柄变长，伞盖变小，菇型不漂亮。因此班立桐建

议菇农们从每棚 2万个菌棒减少到 1.5万个。

“这么多年我们都是这样种，大家都怕减少

菌棒数量会降低产量，最终影响收入，所以没人

敢尝试。”张国兰说，出于对科技特派员的信任，

她听从班立桐的建议，把原先两个棚的菌棒种植

到三个棚内，果真香菇比原来大很多，菇型好了，

在成本降低的同时单价提高了 20%。

村里其他种香菇的农户看到张国兰赚了钱，

也纷纷来找她取经，新的种植技术就这样在当地

推广开了。

让科技扶贫成果常驻

“你的菌种不行，太碎了，无法插到菌棒上。”

西龙虎峪镇的王大叔见到班立桐就开始“投诉”，

菌种已经影响了他的种植。

免费发放给菇农们的菌种都是由天津市科

技局出资，经天津市农学院精心筛选培育出来的

优良菌种。班立桐详细询问了菇农的操作流程，

很快找到了原因。菇农把菌种从冷库领出来后，

没有放置足够时间解冻，造成菌种易碎。

这也让班立桐意识到，在菇农学习使用新技

术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想象不到的问

题，科技特派员如果不能帮菇农及时解决，就会

影响菇农对新技术的信心。

于是班立桐为菇农们成立了一个“科学食用

菌栽培群”，菇农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都可通过微信随时向科技特派员们请教。“地头”

延伸到了线上，也让更多人得到专业指导。

今年开春，张国兰的菌菇出菇差，她赶紧在

群里向科技特派员求助。班立桐仔细询问后发

现，原来是春天天气转暖后，张国兰没及时调整

棚内温度，导致喜凉的香菇生长缓慢。简单几句

话，让张国兰的眉头舒展了。

蓟州区委副书记秦川表示，近年来，蓟州区始

终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借势乡村振兴战

略，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

心，坚持“扩规模、强科技、提品质、促融合、打品

牌、增效益”的发展思路，加快推动农业全面升级。

在这个过程中，天津市的农业科技特派员发

挥了巨大作用。目前天津市培育农业科技特派

员超过 1000人，帮扶困难村超过 1000个，推广新

技术新成果 600余项。截至目前，80余支帮扶团

队累计服务农民逾 9.83万人次，培训农民超 8.37

万人次，示范推广新产品千余项。

“地头专家”班立桐：让小蘑菇托起致富梦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兴望牡丹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旺牡

丹）的技术员、科技特派员张永强形容自己是从来没有穿过皮鞋的人。他

说，下田地的时候，一双穿了 3 年多的轻便运动鞋一蹬，双脚就能麻利地

迈进花圃里，就可以用心仔细地剪下一个个枯枝。

临近 10月的临洮县曹家坪，早晨的凉意一直到正中午才能退散。经

过了两天的绵绵秋雨，牡丹树上未经霜杀的叶子还挂着水珠，边缘已经开

始枯黄。张永强拿着一把小剪刀，穿梭在牡丹树之间，今年的牡丹长得很

丰茂，宽大的枝条不时扫在他身上，留下一行行水渍。

“牡丹、芍药这些其实跟人一样，喜欢群居，只要挤在一起，它们就高

兴。”咔嚓，又一根枯枝被剪下，张永强一边说一边拿着枯枝仔细翻看，“比

如五六月份我们的鲜切花，你插一朵在花瓶里，总是开得慢。多插几支很

快一起就开了。其实花多了，温度上去了，自然就开得好了。”

技术创新结出硕果

张永强说，自己跟紫斑牡丹有缘。原以为大学毕业以后会成为一位

老师，却机缘巧合在临洮县新添镇当上了村干部；原以为就这样在基层干

事创业，命运却给了他“一亩花田”。

2016年初，临洮县选派科技特派员，兴望牡丹需要一名懂技术、会养

花的技术员，张永强被选中了。

兴望牡丹是临洮县及周边地区培育牡丹的企业，拥有 1600亩种植基

地。但当时，常年种植牡丹，企业选育的紫斑牡丹品种却没有形成规模化

生产，每个规格的种苗数量上不去，品质提不高。所以张永强作为科技特

派员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企业负责人利用一个月的时间“跑技术”

去了。

河南洛阳、山东菏泽……这一趟出差让张永强很兴奋，新技术为他打

开了“新大门”。回到临洮，张永强准备大干一场。他迫切地想要向当地

农户分享、推广自己学到的新技术，但却吃了“闭门羹”。当地农户质疑：

搞那么多花样，品质能提上去吗？花能卖得好吗？

张永强自己种了一块试验田，每天除了吃饭及日常作息，其他时间全

部一门心思扎在地里。第二年 4月，每个嫁接苗都长满了圆嘟嘟的花蕾，

花农们跑来看“稀奇”，张永强推广的牡丹嫁接技术一下子名声大噪。

科技特派员张永强的种花经验很快在当地推广开来，随之，他的技术

创新之路也结出了硕果：2019 年 4 月，张永强抱着精心培育的牡丹花“狄

道蓝”去北京比赛，并在 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异国花种漂洋过海到西北

中秋草木凋谢的曹家坪牡丹园里，绽放着一朵富丽的黄色牡丹。张

永强言谈间有点得意：“这大概是整个定西地区最后一朵露天牡丹了！”原

来，2016 年当上科技特派员后，为了把花养好，张永强多方走访，从日本

引进了一批进口牡丹种苗，这株“海黄”便是其中之一。

从 2017 年到 2021 年，张永强马不停蹄地考察，又引进了荷兰的进口

芍药新品种。这些异国花种漂洋过海，在大西北的土地上落地生根。

从国外引进的花卉品种，最怕“水土不服”。“第一年把进口芍药种球

种下去以后，就觉得好像把我一大半的心都揪进了土里。”张永强说。

这样的“揪心”持续了整整 8个月：芍药种球第二年才能出芽，来年才

能确定是否可以做鲜切花。张永强记得第一株进口芍药发芽的时候，冒

出的 5 毫米红色小芽让他兴奋不已。“只要这些芍药能破土，我就有信心

把它们培育成咱们花农的‘摇钱树’！”张永强说，自己科技特派员的作用

才能最终发挥出来。

张永强引进技术，引进优质种苗、种球，也引进了新的种植观念。农

户们纷纷把科技特派员教授的“干货”带到田里，走上增收致富之路。

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价值

曹家坪老种花人曹兴吉坦言，张永强忙起来往往手机都不带。但是想要

找他也容易，不管天阴下雨，每天都在牡丹地、芍药地里忙活。“别看芍药、牡

丹颜色那么多那么好看，其实种的过程很枯燥，很多年轻人都守不住。张永

强这个年轻的科技特派员，种花还真有‘两下子’。”曹兴吉说。

今天的兴望牡丹，牡丹花种植面积约 600亩、芍药 600亩，拥有观光园

400亩，全年花产值约 1000万元，已让当地 300户鲜花种植户受益。

张永强说，作为科技特派员，就是要引进新技术、推广新品种，还有协

助配合政府落地相关项目。

2019年，兴望牡丹承担的临洮县紫斑牡丹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项目

在临洮落地实施。张永强及企业负责人先后赴兰州、临夏、陇西等地调查

搜集紫斑牡丹资源，搜集紫斑牡丹品种，引入到曹家坪牡丹园进行保存，

并从牡丹萌芽至开花各个生长发育阶段，观测记载紫斑牡丹品种的生长

特性，拍摄照片资料，建立了电子档案，使紫斑牡丹种质资源得到科学有

效保护、保存和利用，促进牡丹种苗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保护好我们的紫斑牡丹资源，并且发挥特长，帮助老百姓把腰包鼓

起来，这就是我们科技特派员最大的作用。”张永强说，在乡村振兴中能发

挥自己的价值，感到一切都值了。

张永强只是众多科技特派员之一，也只是临洮县一代又一代的“花卉

人”之一。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临洮县曾一度因生产优质球根花卉而

闻名，代表花卉为剑兰、香水百合、郁金香等。2000 年以来，临洮花卉更

因紫斑牡丹而登上国内、国际“花台”。目前全县花卉种植牡丹、芍药约

6000 多亩，有紫斑牡丹品种 200 多个，年产芍药鲜切花 400 万枝，已成为

国内芍药鲜切花较大的生产基地。

“花保姆”张永强：

把一亩花田“盘成”缤纷花海

10 月是糯米山药上市的季节，浙江省文成

县二源镇的山地里，糯米山药正长得郁郁葱葱，

丰收在望。

文成县地处浙南山区，是浙江省下派科技特

派员最多的县之一。在文成的田间地头，科技特派

员指导农民引进新型耕作农机，把农业物联网系统

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实现无人种植生产；协同建立

高山果蔬科技园和高山果蔬科技创新服务综合体，

开展糯米山药、猕猴桃、草莓等新品种、新技术、新

装备应用示范等，带领当地农民走出一条“技术造

血”的创新之路，努力打造共同富裕的山区“样板”。

糯米山药是文成县的特色产业，是当地实施

乡村振兴的“网红爆款”，还乘着“一带一路”东风

远销欧洲多个城市。但一直以来，糯米山药种植

耕整地和收获是最耗时耗力的两个环节，已严重

影响到山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农村年轻人纷纷进城打工，农村人口

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加上每年 4—5 月份，文

成时常会有多雨天气，种植的地块无法耕作，

农户眼看着山药秧苗越来越长，但不能移植到

地里，火烧眉毛，焦虑得不行。”朱隆静是温州

科技职业学院（温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设施

农业与装备研究所副所长。2017 年，他主动申

请到文成县二源镇担任科技特派员，看到糯米

山药的情况，他急农民之所急，赶紧召集团队

成员商量对策。

“我们设施农业与装备团队帮助当地引进了

新型耕作农机，在这两年文成山药种植过程中发

挥了大作用。”朱隆静谈起山区引进农机的事情，

露出高兴的笑容。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设施农业与装备服务

团队在调研基础上，引进了适合山地耕作的拖

拉机，并对拖带的旋耕机进行了改良，根据糯

米山药种植农艺要求，加装了可调式开沟犁

头，实现耕整地、开沟起垄一次性完成，大大

提高了作业效率。原来 2 亩地块，人工起垄需

要 7 天完成，现采用适于文成山地的新型旋耕

开沟起垄一体机，30 分钟就可完成整地和开

沟起垄。

“自从有了新型农机，人工需要一个星期的

农活现在半个小时就完成了，不但不用像往年一

样，老是担心下雨耽误农时，而且机器整地、开沟

起垄更精准，后期浇水施肥效果更好。”糯米山药

种植大户郑建明说。

除整地外，针对文成糯米山药生产过程中畸

形率高、商品性差及收获难度大、时间长、成本高

等关键问题，朱隆静等科技特派员引进山药浅生

槽定向栽培技术，并对浅生槽定向栽培器进行研

发与改良，生产山药定向栽培器 5000个，赠送给

示范户。正是通过一系列的试验示范和技术推

广，如今，文成县规模化生产的糯米山药，不仅种

植、收获轻便省力，山药块茎形态均匀美观，而且

实现了节约成本、经济高效的目标。

新型耕作农机解决种植难题

在文成县二源镇朱山村 132 亩的猕猴桃种

植基地里，朱隆静和农户赵春看着一个个圆润饱

满的猕猴桃，欣喜不已。“我们的猕猴桃现已销往

全国各地，产量比去年多了三分之一。”赵春说。

绿色防控技术助推可持续发展

在二源镇高山果蔬科技示范基地，建有草

莓智能大棚，“品”字形无土栽培架上的草莓枝

繁叶茂，花团锦簇，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

智能大棚里的全部设施与装备，都是科技特派

员一手设计和搭建的。智能大棚里，立体栽培

架是在原来叶菜无土栽培基础上改建而成的，

农业物联网系统与高效水肥灌溉系统协同运

作，操作人员通过手机 App 就可实现远程智能

化管理，通过手机还能远程观察植株的生长情

况，节水节肥还省工。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管理人员不能流动，很

多农场缺少工人管理而陷入困境。而智能化管

理凭借其优势，较好地解决了农场无人种植生产

的问题。”朱隆静说。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

施方案（2021—2025 年）》提出，统筹推进高效

生态农业、现代乡村产业、村级集体经济等协

同发展，梯次创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健全农

业价值拓展实现机制；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大

力发展智慧农业，实施适用农机具研发推广行

动，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推进乡村产业“一县一

平台”建设等。

在温州科技职业学院设施农业与装备服务

团队等多个科技特派员团队和产业服务团队的

支持下，文成现代农业与康养产业研究院在二源

镇建立了高山果蔬科技园和高山果蔬科技创新

服务综合体，开展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应

用示范。

文成县科技局副局长周晓东说，下一步，文

成要实施科技特派员领富工程，鼓励科技特派员

带项目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加快示范基地建设，

培养致富能人，促进全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为

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

“研究成果能得到应用，技术推广能得到农

户喜欢，就是我们科技特派员最开心的事情。”朱

隆静强调，要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断发现课题，

开展针对性的研究，把论文写在农村大地上，把

成果送到农户手中。

智慧农业实现无人种植生产

带领农民走带领农民走““技术造血技术造血””路路
科特派打造共同富裕的山区科特派打造共同富裕的山区““样板样板””

近年来，文成县的猕猴桃产业发展迅速，其

中栽培面积较大的红阳品种是红肉型猕猴桃新

品种，其肉质细嫩、口感甜美。但溃疡病曾给文

成的猕猴桃种植带来毁灭性打击。溃疡病一旦

流行，3 年左右就能使红阳猕猴桃园全园基本丧

失经济生产能力，果农损失极其严重。赵春说：

“园子里曾经有 70%的猕猴桃都得了溃疡病。我

自己都没信心了，都不想来果园了。”

溃疡病发病原因复杂，单一防治方法不佳。

于是，朱隆静带领团队，指导合作社开展了设施

大棚覆盖、科学修剪、肥水管理、药剂防治等综合

防治措施为主的猕猴桃溃疡病绿色防控技术研

究。“我们引进了相关技术，特别是通过大棚覆盖

做避雨栽培，并结合肥水管理，调整枝叶修剪时

间和方法等措施，目前，溃疡病的发病率控制在

5%以下。”朱隆静说。

针对二源镇猕猴桃果园病害重、土壤肥力

低下、机械化水平低、生产成本高、果园收益慢

等问题，朱隆静还引进适宜山地果园复合栽培

的毛豆、光叶苕子、三叶草等作物品种，开展复

合高效栽培技术试验示范，同时引进机械化管

理技术，在改良山地果园生态环境、减轻病虫

害的同时，减轻了劳动强度，降低了劳动成本，

提高山地果园管理效率，增加山地果园生产综

合效益。

二源镇副镇长林柱说，科技特派员对二源的

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特别是

针对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科技特派员通过培训

农户和深入田间地头指导，使得科技示范区主要

农作物发病率控制在 5%以下，亩均产量提高

15%，产值增加 20%，为文成猕猴桃产业可持续

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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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浙江省文成县

要实施科技特派员领富工

程，鼓励科技特派员带项目

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加快示

范基地建设，培养致富能人，

促进全县特色农业产业发

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

实基础。

周晓东
浙江省文成县科技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