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度过了一个“火爆”的销售旺季之后，“秋延

后”瓜州蜜瓜的产销也接近尾声，甘肃省酒泉市

瓜州县金丰蜜瓜产销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金丰

蜜瓜合作社）理事长赵文玉算了个“细账”，除去

人工和成本，他种植的瓜州甜瓜每亩收入超过一

万元，可谓大获丰收。

“是先进的种植技术给我帮了大忙。”说起蜜

瓜的丰收，赵文玉无比自豪。

42岁的赵文玉是金丰蜜瓜合作社理事长，也

是瓜州县南岔镇的一名科技特派员。从农民到科

技特派员再到合作社理事长，赵文玉和瓜州蜜瓜

有着不解的“情缘”。懂技术的赵文玉种的蜜瓜产

量高、收入好，他也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蜜瓜产业

发展的“领头雁”、蜜瓜种植的“田秀才”。

与蜜瓜结下深厚“情谊”

瓜州县南岔镇是传统蜜瓜种植大镇，这里的

农民祖祖辈辈都在这片适宜生长蜜瓜的肥沃土

地上，靠种植蜜瓜谋生。

吃着蜜瓜长大的赵文玉，与蜜瓜结下了深厚

的“情谊”。为了把蜜瓜种好，把蜜瓜产业做大做

强，带动群众致富增收，2009 年，赵文玉创办了

金丰蜜瓜合作社，自此也开启了他人生中的“蜜

瓜之旅”。

2013 年，赵文玉被县科技局聘用为科技特

派员，也有了更好为广大群众服务的平台。

“在蜜瓜生产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

是要施好有机肥。”赵文玉说。他不但自学农技

知识，研究有机肥的施用，还经常邀请市、县专家

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培训，引导农户严格按照蜜

瓜标准化栽培技术做好种植和日常田间管理。

赵文玉清醒地认识到，要把蜜瓜种好，就要

种“好蜜瓜”，于是他加大新优品种种植技术的引

进力度，先后引进科蜜宝 25 号、金蜜 6 号等蜜瓜

新品种 8 个，引进无残留农药除草、测土配方施

肥等新技术 5项，对集中连片示范点实行统一种

植规格、统一灌水施肥、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包

装销售的“四统一”管理模式，有效提高了蜜瓜的

产量和品质。

“别人都说我种瓜有秘籍，哪有什么秘籍，无

非就是把品种选好，把种植技术学习好。”“种瓜大

王”在接受别人夸赞的时候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顾客是上帝，顾客喜欢吃什么口味，我就种

什么口味。”赵文玉非常重视“售后”，经常走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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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

赵文玉说，只有产量没有销路不行，种植过

程不能和市场脱节，过去都是蜜瓜成熟后，看瓜

的好坏才能确定当年瓜的价格，越种越穷。

肩负科技特派员的责任，赵文玉仔细琢磨、

用心研究，决定在保证蜜瓜品质的前提下，尝试

发展订单农业，让瓜农、果农吃上销售的“定心

丸”。订单农业保证了合作社社员的经济效益，

2015 年，南岔镇十工村蜜瓜收购总量累计达到 3

万吨，总产值达到 450 万元，种植面积突破 4800

亩，户均年收入达到 1.5万元。

蜜瓜产业铺就致富道路

曾多次被评为“瓜州县蜜瓜销售大王”的赵

文玉，更看重自己科技特派员的身份，也更加注

重技术创新、技术改进，他想发挥好科技特派员

的作用，带领乡亲们种出更好的瓜州蜜瓜。

今年，赵文玉在政府的支持下，依托瓜州县

南岔镇十工村优质、无污染的土壤资源，在十工

村建设了蜜瓜新品种、新技术实验示范基地，通

过建设连栋温室大棚开展新品种蜜瓜种植，最大

限度发挥订单农业的效益，走出了一条科技引领

的蜜瓜种植新路子。

“赵文玉引进种植的牛美农 3号蜜瓜软糯香

甜，采用生态型无土栽培技术，进一步提高了蜜

瓜的糖度、品质，这么好的蜜瓜，凝聚着科技工作

者的心血。”南岔镇十工村党总支书记王旭刚说。

“如今，人们对高端水果的需求越来越大，网

纹蜜瓜因为营养丰富、口感香甜，受到广大消费

者的追捧。网纹蜜瓜的种植是劳动密集型和技

术密集型产业，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支撑种

植，因此，科技特派员也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

赵文玉说。

作为科技特派员，赵文玉想得更多、看得更

远，他说：“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企业

也需要做好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我们通过打

造蜜瓜示范点，把农业种植、休闲采摘、观光旅

游、农事体验等业态相结合，提高服务延伸度，让

周边的市民在节假日，来这里感受田园生活。”

辛勤和汗水终有回报。通过努力，赵文玉种

植的蜜瓜一茬亩均收入就达到一万多元。赵文

玉通过种植“秋延后”品种的特色蜜瓜，抢抓市场

空档期上市，有效拉长了蜜瓜供应和销售周期，

初步实现了“周年生产、四季有瓜、错峰销售、优

质优价”的产业发展目标。在赵文玉的带动下，

目前，南岔镇全镇种植蜜瓜面积达到了 1.2万亩，

蜜瓜订单面积达到 80%以上，蜜瓜产业真正成了

南岔镇农民致富奔小康道路上的“甜蜜事业”和

“支柱产业”。

“田秀才”赵文玉：拉长蜜瓜供应期，提升乡亲幸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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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长补短、引进人才协同合作的科技特派员扶贫模式，

在现实操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光靠科技特派员和

“外援”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培养一支留得住、懂技术的乡

土技术人才队伍，对地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王贺新
科技特派员、大连大学教授

“看这一串串蓝莓花蕾长得多旺盛，就知道

今年蓝莓的产量和品质都错不了，明年春节期

间，蓝莓就可以成熟上市了。”12月 12日，在自家

蓝莓温室大棚里，辽宁省庄河市大郑镇背阴屯蓝

莓种植户范山东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蓝莓花蕾，对

这一季蓝莓大丰收充满了期待。

与范山东一起期待着蓝莓大丰收的还有

500 多家大连周边地区的蓝莓种植户，他们在科

技特派员、大连大学教授王贺新带领的小浆果技

术服务科技特派团的帮助下，种植了蓝莓新品

种；而且，在蓝莓种植的全过程中，他们都得到了

科技特派员无偿的技术指导。

两年来，小浆果技术服务科技特派团培训种

植户、企业等相关人员 2000多人次，下乡指导 50

余次，下发栽培技术手册 8000余册，培养农民技

术员 150多人，服务蓝莓种植户 500多家，建立了

多个示范推广基地，推广新技术新品种 15项，其

中温室蓝莓平均每亩收益比原来增收 20%—

50%，让大连有了自己的“蓝莓 style”。

“我们种了多少年蓝莓了，都没卖过这么高

的价钱。2020 年春节，‘云雀’第一年结果，就卖

出了 60 块钱一斤的高价，丰产期每亩产值可达

15 万元，比我们种其他普通品种每亩多赚 9 万

元。”说起王贺新引进的蓝莓新品种“云雀”的“战

绩”，范山东笑得合不拢嘴。

辽东半岛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

条件，非常适宜栽种蓝莓等小浆果。“近几年蓝莓

在水果市场上特别受欢迎，价格也节节攀升。”王

贺新介绍，但科特派团队通过调研发现，由于蓝

莓品种选择不合理、栽培技术不科学等问题，使

得大连周边种植户增收见效慢，所以种植积极性

不高，进而导致小浆果产业发展步履维艰。

优良的品种资源是农业产业发展的芯片，以

蓝莓为例，选择适宜的品种、及时进行更新换代

是产业发展的优选条件。从 2005 年开始，王贺

新就带领科特派团队自筹资金开展蓝莓育种工

作，先后申请国家植物新品种授权 120多个。

“我国已经引进的蓝莓品种达 300 多个，所

以品种选择确实是一个难题。”虽贵为国内蓝莓

育种的顶尖团队，但是如何为大连周边种植户

“量体裁衣”，选择最适合他们的蓝莓品种，让王

贺新和科特派团队陷入了深思。“为了增强蓝莓

种植户们的信心，我们最终把经济产量和效益作

为重要的筛选条件，必须尽快让种植户获得收

益，摆脱贫困。”

凭借多年布点示范栽培的经验，科特派团队

最终选择适合温室栽培的“蓝莓三剑客”——法

新、云雀和新汉诺，可以实现反季结果，品质好价

格高。

“范山东种植的‘云雀’就是适合温室种植的

亚热带蓝莓品种，比夏季露地上结的蓝莓果质地

硬、香甜。”王贺新介绍，而且每年结果的时间都

在春节前后，价格也比夏季蓝莓高出 6—10 倍。

同时冬季适合蓝莓保存，储存成本也比露地夏季

结果的蓝莓低。

为种植户精心挑选优质适宜品种

然而，蓝莓新品种的推广却给科特派团队成

员们来了个“下马威”。王贺新和团队成员通过

走访种植户了解到，很多人由于不懂技术，因此

对种植蓝莓新品种充满了畏难情绪，同时也对新

品种的好坏心存疑虑。

为了消除种植户们的担忧，王贺新带领团队

成员做了两件事。首先做的就是为种植户们配

套完备的栽培技术。

从2019年开始，小浆果科技特派团针对大连

市庄河、普兰店、金普新区和丹东凤城、宽甸和东

港等地的农户、合作社和部分企业，开展了多场技

术培训和技术指导。王贺新和科特派团队成员走

进田间大棚，亲自为种植户们示范讲解各种种植

栽培技术。“每次培训现场都有 100人以上，但是

种植户们都听得特别认真，现场非常安静。”王贺

新感慨，这也让团队成员看到种植户们对科学种

植技术的渴求，坚定了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让种植

户们尽快掌握先进蓝莓种植技术的决心。

2020 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集中培训

的方式受到限制。持续为农户解决种植问题，科

特派团队采取建立微信工作群、开设网课的方式

进行远程指导。

王贺新的微信上有 5000 人，种植培训群一

开通，500 人的群很快就满了，再开一个很快又

普及技术加示范推广成就新品栽培

“这一年多以来，可没少麻烦科技特派员王

贺新教授，每次遇到种植难题，随时给王教授发

微信他就会帮我解决。”范山东说。

“在种植过程中，种植户们的问题特别多，而

且五花八门，很多基本问题种植户都不知道。比

如温室蓝莓不能拼命浇水，过于潮湿会使蓝莓得

灰霉病，最终影响产量。”王贺新说，“通过解答种

植户的问题，我们发现在扶贫工作中，解决小浆

果产业的技术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

要在技术层面不断取得更多新的突破。”

王贺新说，蓝莓栽培的技术含量极高，其中

一项就是修剪技术。为了解决农户的这一难题，

王贺新专门邀请了辽宁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

魏永祥研究员，通过理论讲授结合现场实地教学

的方式，认真细致地向广大农户分别讲解温室大

棚的蓝莓树以及露地蓝莓树的修剪方法，解决了

生产实践中的技术难题。

“这种取长补短、引进人才协同合作的科

技特派员扶贫模式，在现实操作中具有重要的

意义。”王贺新总结道，“不过光靠科技特派员

和‘外援’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培养一支留得

住、懂技术的乡土技术人才队伍，对地方产业

发展至关重要。”

王贺新和科特派团队从教育培训入手，提升

贫困地区产业竞争力，降低产业风险。培养了一

批年轻的乡村专业技术人员，使得他们成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产业兴农才能真正让种植户们的‘钱袋

子’鼓起来，因此，我们要帮助种植户们打造自

己的‘蓝莓 style’。”王贺新并不满足现在的“小

富即安”，他在心中为种植户们盘算了更长远

的打算。

科特派团队还组织大学生创业，在庄河市创

办了农业科技企业，并入驻位于长岭镇的庄河市

科技扶贫园区，他们采用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开展

全天候技术服务，配合当地政府全力打造“庄河

蓝莓”特色区域品牌。同时，团队正着手将蓝莓

打造成大连市特色农业品牌，为大连市农业产业

化服务，并且他们还希望以大连为中心，带动全

国蓝莓产业健康发展。

为当地留下蓝莓种植技术和产业

引进引进““蓝莓三剑客蓝莓三剑客””
科特派让小浆果贡献大收益科特派让小浆果贡献大收益

科技日报讯（记者谢开飞 通讯员余君伟）12月 13日，记者从福建省

安溪县科学技术局获悉，为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推动安溪传统产业

与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该县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变“单兵作战”为

“组团服务”，新设立 7个县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以此延伸对企业、村居、

乡镇的科技服务。

据安溪县政府副县长谢建新介绍，该县在选任科特派时，注重安溪本

土乡情，打破行业、地域等限制，不拘一格地将具有安溪产业特色的“土专

家”、实用型技术人才纳入县级科特派选认范围；在单位“派”、社会“聘”的

基础上，与国内高等院校、科研平台高位嫁接，引进高端科技人才进行组

团服务，有效解决科特派工作存在服务面不广、科技资源整合不够等问

题，更好地服务地方企业、基地、农户创新发展。

目前，全县累计选认省级科技特派员 199 人次、市级科技特派员 105

人次、县级科技特派员 293人次，市级科特派工作站 4个、县级科特派工作

站 12个。其中，2021年新选认县级科特派工作站 7个、个人科特派 118人

入企入村，汇集名匠 16 人、博士 5 人、女性科技工作者 27 人等，实现全县

24个乡镇行政村技术服务全覆盖，助力攻坚脱贫和乡村振兴。

今年新选认的女茶师非遗传习所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围绕铁观音

非遗文化传承，服务女性科技工作者，致力于培养茶产业振兴复合型人

才；茶产业碳中和研究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以茶学院科研力量为主，探

索茶产业的碳中和应用；高企培育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重点服务于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重点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科技型企业创建、技术成果转化

等辅导工作；信息技术运用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突出数字经济发展需

求，助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工作；感德镇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龙涓

乡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围绕产业发展分别服务安溪北部和南部产茶区、

乡镇、企业，提供技术需求对接和指导工作；大宝峰有机茶厂科技特派

员工作站，围绕传统茶叶产业升级探索新发展模式，导入科技元素，建

设智慧茶园等试验区。

7家县级科特派工作站授牌

福建安溪变单兵作战为组团服务

典型派

“近年来，通过向企业指派科技特派员，助力企业在创新创业、综合

管理等方面都有了提升。但除此外，他们还会遇到一些‘小问题’，比如

读不懂申报指南，不会报项目，不会为研发项目命名等。企业反映，技术

问题可以找科技特派员，但是这类业务问题不知道能找谁。所以，我们专

门组建了一支特殊的科技特派员‘别动队’，命名为‘科技服务专员’，专门

解决科技特派员现有功能以外的‘盲区’问题。”12月 13日，湖南湘潭雨湖

区副区长成学军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促成果转化，“科技经纪人”上线

湘潭雨湖区科教资源丰富，区内拥有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软件职业学院、湘潭理工学院 4所院校，以及湘潭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等近

20 家科研单位，手里“把”着一大批可转化的科研成果。为促进成果转

化，打通缺技术、缺人才、缺平台的小微企业与高校院所之间的“肠梗阻”，

雨湖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致力推动校企融合，帮企业与

高校“结对”，科技服务专员（以下简称专员）化身“科技经纪人”，常态化开

展“专家教授企业行”活动。只要企业提出技术需求，他们便在最短时间

内，组织专家教授队伍上门，为企业精准把脉问诊。

“我们设置了科技服务专员走访日。专员会定期走访企业，建科技档

案，并及时联系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解决他们的技术难题。”雨湖区科工

信局党委书记邹麒说。

在他们的推动下，今年已解决企业技术难题超 20 个。就在不久前，

湖南科技大学专家与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刚成功签约技术攻关项目。

平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科技大学，湘潭牵引机车厂有限公司与湖

南工程学院等，也成功实现了产学研合作，并获批产学研合作基地。

用好政策，专员送“货”上门

“很多科技政策都特别好。但是小微企业存在信息‘盲区’，不了解政

策，也用不好政策。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专员做了些探索。”雨湖区

科工信局局长赵美娇说。

近 3 年来，湖南省启动普惠性研发奖补政策，不过，这一政策最初知

晓度不高。以雨湖区为例，2018年获这一研发奖补的企业只有 24家。

为了普及好政策，专员们每走访一家企业，第一件事情就是宣讲政

策。以奖补政策为例，雨湖区邀请专业服务机构做培训，帮助专员熟练掌

握研发准备金制度备案、研发奖补申报的业务操作等流程。专员们不仅

宣讲政策，还分片区、分小组覆盖全区企业，全程指导填报，帮助企业拿到

真金白银的奖励。今年，该区获省研发奖补企业数已超过 90 家，前三季

度全区研发投入同比增长率达 15%。

政策送到位，专员的业绩也丰厚。今年，雨湖区新认定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6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企业增速达 53%，高新技术企

业增速达 26%，技术合同登记和交易额在湘潭市排名第一，有产学研合作

的企业达 45%以上。

“除了上门送政策、指导项目申报，我们也探索了高效便捷的线上服

务。”雨湖区科工信局副局长陈艳阳介绍。通过“雨湖企业微服务”微信公

众号“政策匹配”功能，他们助力企业大大提高了项目申报成功率。同时，

专员们还以传帮带的方式，帮助企业培养能熟练操作申报系统的人才。

今年，全区企业获得各级科技项目资金新增超过 3000万元。

科技特派员“别动队”

打通成果转化“肠梗阻”

王贺新带领的小浆果技术服务科技王贺新带领的小浆果技术服务科技
特派团特派团，，帮助大连周边地区的蓝莓种植户帮助大连周边地区的蓝莓种植户
种植了蓝莓新品种种植了蓝莓新品种。。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满了。王贺新和团队成员每天要在群里解答几

百个农民提出的问题，面对种植户的问题，他们

一刻不敢耽误，看到后总是第一时间予以答复。

除了解决技术问题，要让更多种植户接受蓝

莓新品种，还需要进行示范引领，这也是王贺新

为推广蓝莓新品种做的第二件事。

2019 年，首批蓝莓示范种植户范山东种植

的“云雀”在科特派团队的精心呵护下，不负众

望，2020 年就开始结果，不仅果大香甜、耐贮藏，

而且产量非常高。“云雀”销售价格高出其他品种

40%以上。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示范户的成功经验也

为其他种植户和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栽培模式，从

2020 年开始，越来越多种植户加入到新品种蓝

莓的种植中，为促进区域蓝莓产业的发展和精准

扶贫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