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颉满斌

科技特派员把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和现代农业科技理

念带给农民，把资金、技术、信息等创新要素注入农村，有力

促进了科技创新和农民的零距离对接，为乡村振兴提供了

强有力科技支撑。

张世荣
甘肃省科技厅厅长

“姜主任是咱们果农离不开的好朋友！”说

这话的是甘肃陇南市武都区曹家堡村油橄榄

种植大户李建设，他最初种植油橄榄时，挂果

率很低，虫害成灾，果子长势很差。一次偶然

的机会，甘肃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油橄榄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主任姜成英对他进行了指导。将

信将疑的李建设按照姜成英说的去做，果然收

效显著。

短短几年间，病虫害得到防治，品种得到改

良，李建设的 200 多亩山林变成生机勃勃的“聚

宝盆”，还解决了村里部分贫困户的就业。

油橄榄是陇南名副其实的致富“金果”，也是

姜成英钟情 20余年的“宝贝”。作为全国林业科

技特派员，姜成英一直在这片山清水秀的土地上

探索脱贫“密码”，与油橄榄结下“不解情缘”。

1 月 4 日，甘肃省科技厅的相关负责人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甘肃省每年都有 1万余名科技特

派员活跃在农业生产一线进行科技服务，姜成英

是他们中的突出代表之一。

作为“舶来品”的油橄榄从地中海沿岸的阿

尔巴尼亚“移民”甘肃陇南，在陇南“本土化”的过

程历经几十年。为了让小小橄榄真正成为农民

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姜成英几十年如一日，

无论开会还是下乡，每次都随身带着一个笔记

本，遇到与油橄榄有关的农情、农事都一一认真

记录下来。

陇南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油橄榄多种在半

山坡。“只能徒步行走，陡峭的地方，手脚并用，有

时为了赶时间早上吃一顿饭，到晚上再吃一顿

饭。”姜成英笑着回忆自己为探索油橄榄种植的

“狼狈”经历。在田间地头观察油橄榄的生长发

育规律是姜成英的日常，连续 24 小时观测某些

指标更是家常便饭，为了确保不遗漏每一项记

录，姜成英和团队总是轮流倒班进行观测。

就这样探索了一年又一年，笔记本摞起来有

几米高，姜成英和团队也终于摸清了油橄榄生长

发育及开花结果的“门道”，为全省乃至全国科学

栽种油橄榄提供了理论支撑。姜成英团队选育

出的良种，如今大都已是当地的“当家品种”。团

队提出的平衡施肥技术、生物防治法、保墒抗旱

抑草等栽培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连续 4年入

选科技部成果转化项目和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

广示范资金项目中的推广技术。

如今，陇南油橄榄种植面积达 62.79万亩，年

产鲜果 3.8 万吨，生产初榨橄榄油 5700 吨，综合

产值 20.5 亿元，惠及当地 6 个县区 44 个乡镇 343

个村 40多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200元，其

中油橄榄收入占比已超过一半。

喜人的数字后面，科技特派员的功劳不容小

觑。

“他们通过建立利益共同体、举办科技培训

班、田间地头指导农民生产经营等形式，为当地

农民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服务，推动科农

携手合作，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

收。”陇南市科技局副局长杨涛说。

这是甘肃省科技特派员发展的一个缩影，也

是甘肃省通过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以科技人才为主体、以科技成果为纽带，着

力解决农民生产经营中的科技难题，助力乡村振

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据了解，从 2015 年起，甘肃全省开展科技特

派员精准扶贫创新创业专项行动，重点围绕58个

集中连片贫困县和 17个插花型贫困县及 23个深

度贫困县，开展科技特派员精准扶贫创新创业脱

贫攻坚任务，不断扩大科技特派员工作覆盖面。

有数据显示，甘肃省每年科技特派员动态维

持在 1万名左右，而科技特派员们则继续“书写”

着助力乡村振兴的“文章”。

“科技特派员把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和现代

农业科技理念带给农民，把资金、技术、信息等创

新要素注入农村，有力促进了科技创新和农民的

零距离对接，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

撑。”甘肃省科技厅厅长张世荣说。

目前，甘肃科技特派员已成为“三农”政策的

宣传队、农业科技的传播者、科技创新创业的领

头羊、乡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促进了地方主导

优势特色产业和涉农企业发展壮大，健全了新型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解决技术难题，为产业发展立下功劳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次哇村有

位“牛博士”。“牛博士”不姓牛，他姓马，但熟悉的

人都叫他“牛博士”。他就是村民们熟悉的天津

市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天津市奶

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马毅。

2020 年，天津市科技局与甘肃省科技厅联

合认定了首批津甘双地科技特派员，马毅借此契

机来到甘肃。他曾多次赴甘肃甘南、平凉、庆阳

等地指导畜牧产业，用过硬的专业素养为甘肃牛

产业发展注入了科技“活水”。

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的马毅对牛“情有独

钟”。来甘肃的第一站，他选择了达拉乡次哇

村。这个国务院挂牌督战的贫困村，自然条件

差，贫困程度深，牦牛产业是当地群众生活的重

要支撑。

“当地养殖的主要是牦牛和黄牛的杂交品种

犏雌牛。”马毅介绍说，这种牦牛个头小，出肉率

和产奶量都不高，当地还处在粗放养殖的阶段，

缺乏繁育技术支撑。

当地人爱喝酥油茶，吃糌粑，这些食物的原

材料都离不开牛奶，奶量的提升是当务之急。为

了让养殖户学会辨别母牛的发情期，按期完成配

种，马毅选择常驻牧民家，但好几天才配一头

牛。“牧区的养殖户非常分散，这种工作方式效率

很低。”马毅说。

马毅和团队另辟蹊径，将农户们集中起来，在

牛舍里为养殖户演示配种工作，将养殖和繁育知

识印成图文并茂的手册发放给大家。几场培训下

来，周边的农牧民纷纷闻讯而来。“‘牛博士’给我

们亲自演示，大家一下子就能掌握方法。”次哇村

村委会主任仁再刀吉每次都听得非常认真，他打

算掌握了技术后，回去再指导村里的其他农户。

签约“外援”，为乡村振兴增添活力

科技特派员马毅正在牛棚里查看配种情况科技特派员马毅正在牛棚里查看配种情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颉满斌颉满斌摄摄

生产一线探索脱贫生产一线探索脱贫““密码密码””
甘肃科特派让农民和科技零距离甘肃科特派让农民和科技零距离

马毅说，他所作的还远远不够。

红牛，是甘肃省平凉市的“城市名片”，平凉

红牛肉质细嫩味美，大理石花纹明显，氨基酸含

量高，营养丰富。“肥瘦相间，脂肪沉积丰富、气味

纯正。”马毅说，通过调研，他认为平凉红牛具有

开发成高端牛肉的基础。

如何让红牛“飞升”为每千克售价数百元的

高端牛肉呢？“牛博士”带来了基因组选择技术。

通过血液检测，马毅将高端肉质的基因进行分子

选育和遗传评估，筛选形成优秀种公牛和种母牛

群体，建立平凉红牛自主培育体系，提升制种、供

种能力，支撑高档肉牛产业。

在“外援”“牛博士”的推动下，当地红牛养殖

规模已达 50 万头以上，当地政府也力促平凉红

牛向高端市场发起冲击。平凉市通过应用全基

因组选择等先进技术，建立平凉红牛自主培育体

系后，可以辐射带动贫困养殖户 1000 余户。津

甘双地科技特派员的努力，加快了受援地的脱贫

进程，并使当地实现产业升级。

请科技特派员“外援”，在全国属于首创之

举。记者了解到，甘肃在全国率先提出并与东部

协作市科技局联合认定“双地”科技特派员共

366 名，有效提升了帮扶地区农业科技服务水

平，增强了帮扶地区的“造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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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高青县共登记注册山东省

科技特派员101名。他们通过线

上线下开展科技扶贫培训会、农

业科技成果推介会、“三下乡”等

活动，全方位进行农业科普知识

的宣传和教授，助推先进适用的

农业科学技术落户高青，有效解

决了群众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难

题，擦亮了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

招牌。

张金强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科技局局长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王克军

典型派

蔬菜是沿黄河城市山东省高青县的特色农

业主导产业。隆冬时节，科技特派员、山东省农

科院蔬菜所副所长焦自高来到这里，帮助改造现

有的西瓜和蔬菜大棚，提出多层覆盖提高棚内气

温和地温的方法，提升大拱棚的采光保温性能。

在焦自高的指导下，这里引进了 20余个新品种，

推动了品种换代和高产。

而这种场景，在当地并不少见。

塑造北纬37度线上的“神奇”

2021 年播种小麦前，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

的不少农户为选什么麦种直发愁。“之前示范

推广的‘淄麦 28’‘淄麦 29’，在助力小麦产业提

质增效方面效果显著，建议选用。”科技特派

员、山东省淄博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

淄博农科院）专家蒋方山及时来到高青县，就

小麦遗传改良及高产栽培进行技术推广，解决

群众的疑难问题。

自 2019 年以来，蒋方山就开始对高青小麦

生产现状进行研究，他发现这里的小麦平均生产

成本较其他区县要高 20—40 元，主要是由种子

及肥料等费用较高导致。为此，他在花沟镇花东

村建立试验示范基地，开展小麦生产关键技术研

究与推广，通过良种良法配套，推广适合当地土

壤的小麦高质高效栽培技术。

蒋方山说：“我要让技术‘长’在土地里，为科

技兴农富农注入源头活水。”

作为科特派，蒋方山欲将科研成果移植到大

地上，而高青的水土也为他挥洒智慧提供了广阔

的阵地。

位于世界优质农产品北纬 37度黄金纬度线

上的高青县农业特色突出，是传统的种养殖大

县，名牌名产众多，产自当地的高青大米、高青西

瓜、高青西红柿等 10 多个农产品获得国家地理

标志商标（以下简称国家地标），是山东获得此类

商标最多的区县。

高青县科技局局长张金强向记者介绍：“目

前，高青县共登记注册山东省科技特派员 101

名，通过线上线下开展科技扶贫培训会、农业科

技成果推介会、‘三下乡’等活动，全方位进行农

业科普知识的宣传和教授，助推先进适用的农业

科学技术落户高青，有效解决了群众农业生产中

的技术难题，擦亮了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招牌。”

在高青，科特派制度如一颗小小的种子，在

深厚的土地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为乡村发展

撑起一片绿荫。科特派、淄博农科院副院长耿军

已在高青建立科技扶贫基地 6个，推广鲁山雪菇

种养管理等新技术 4项，帮助引进优质桃“国红”

等新品种 3 个；科特派、高级农艺师吕连杰对小

麦、玉米、食用菌、西红柿、果树等选育及栽培技

术的指导和服务，实现了集体、村民双增收；科特

派王玉江研究员引进实用新技术进行示范推广，

有效提高了蔬菜生产的科技含量和菜农的科学

种菜水平，增加了菜农收入……

输送农民一学就会的“新技术”

不管是带头科普，还是解决疑难杂症，众

多的科特派总是活跃在田间地头，将新技术、

新品种、新方法输送到农村，不断改变着农村

的面貌。

焦自高来到高青后，将西瓜及蔬菜设施栽培

工作列为重点，每当遇到田间管理不到位、种植

户又不在跟前的情况，他就主动把技术要点发到

农民的手机上，并留下联系方式，让群众遇到问

题随时都能联系到他。

在 焦 自 高 的 努 力 下 ，高 青 引 进 了 潍 创 甜

王、早霞、全美 2K、早春蜜等 20 余个新品种，其

中，潍创甜王表现突出，可溶性固形物达到 12%

以上；对连续多年试验筛选出的中型果西瓜品

种鲁丰 1 号进行大面积示范推广，获得良好效

果，不仅丰富了该县西瓜新品种，而且促进了

品种的更新换代和高产优质，深受瓜农欢迎。

同时，他还对蔬菜大棚综合利用，推广“菠菜—

西瓜—丝瓜”高效种植模式，使瓜农收入显著

增加。

这种课堂在田头、问题及时得到解决的形

式，农民一学就会，一看就懂，一用就有效。

科 特 派 、山 东 省 蚕 业 研 究 所 郭 光 研 究 员

依托高青和润丝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润

丝绸），重点对接常家镇艾李庄村、郑家村，就

蚕 桑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与 技 术 推 广 服 务 进 行 攻

关，通过现场讲解、亲自示范、入户面授、集中

培训等形式，使农民快速掌握了桑树高产栽

培、优质蚕茧生产等实用技术，培养农民技术

员 20 余人。

同时，围绕蚕桑产业转型升级，郭光示范推

广了果叶两用桑栽培技术、桑葚果酒的加工关键

技术、保健桑叶茶的加工关键技术。

如今，通过蚕桑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润丝

绸的果桑旅游采摘项目年收入 200万元；年生产

桑葚酵素、桑葚酒、金双葚复方汁、桑芽茶等系列

产品 1500 吨，带动 5 家专业合作社、500 多种养

户长期增收致富。

百名科特派接力，成就国家地理标志商标“丰产县”

“忙”是对山东省莘县河店镇科技特派员岳雪龙最恰当的表述。白天

下地指导，晚上“快手”直播，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这就是岳雪龙每天的

工作状态。

时下，正是蔬菜大棚繁忙的季节，岳雪龙更是忙个不停，从瓜菜品种

的选择到农作物生长期的田间管理，从病虫害的防治到浇水施肥的时间

节点，从大棚内的实地诊断到每晚 2000多人参与互动的手机“快手”农技

直播，他的服务遍布莘县全境，足迹到达河南新乡、河北衡水、内蒙古巴彦

淖尔等地。

“我是一个喜欢为农民服务的人，我愿意为他们排忧解难。作为一

名科技特派员，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换来大地的丰收、农民的微笑；用

不悔的付出，点亮绚丽多彩的人生之路，帮助别人，也实现了自己的人

生价值。今后，我还将继续扎根乡村，发挥科技特长，助力乡村振兴。”

岳雪龙说。

走村串户办起流动课堂

1993 年，岳雪龙从山东农业大学毕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莘县河

店镇农技员这份工作，这一干就是 28年。

“选择回家乡工作，是因为有更多的机会走进田间地头，从实践中学

到更多实用农业知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帮助乡亲致富。”岳雪

龙说。

为更好地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岳雪龙回乡后先建起了两个蔬菜

大棚。第二年这两个大棚就有了好收成，岳雪龙趁热打铁，利用总结的一

套棚菜管理技术，走村串户办起流动课堂。

“1995年，我白天骑着摩托车一个村一个村地跑。到了晚上，就用自

己掏钱买的 VCD在田间给村民播放大棚黄瓜、香瓜的种植技术。”岳雪龙

回忆说。

1996年，岳雪龙成为全县年龄最小的农技站站长。

有一次，县里的电影放映队来到河店镇小赵庄放电影，村里人难得看

上一次好看的露天电影，来的人很多。当时正值香瓜管理关键期，岳雪龙

和放映队商量，趁着换片子的间隙给村民讲些香瓜管理要领。没想到，等

到再放电影的时候，村民们争相说:“电影不看了，让雪龙继续讲吧。”结

果，这堂课一直讲到晚上 11点多。

2003年 3月初，岳雪龙自带被褥，带着十多名有文化、能吃苦、头脑活

的年轻人到寿光田马镇大棚蔬菜生产基地学习“王婆”香瓜种植技术。他

们在大棚种植户的家中打地铺，一住就是一个月。白天，在大棚里帮助棚

户干农活，晚上岳雪龙再向这十多名年轻人传授所学心得。

“2005年，我自己花 5300元买了一个显微镜，用显微镜更能精确地分

辨出作物患有哪种病害。”岳雪龙说，他还把各种病虫害的防治技术录制

下来，刻成光盘，送给乡亲们在电视上播放。

2012年，岳雪龙被山东省农业厅评为“科普宣传先进工作者”。

岳雪龙帮扶的脚步也越走越远。2015年清明节，岳雪龙行程 2000多

公里，应邀到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额济纳旗，免费为当地的农民讲

课。河南新乡、河北衡水等地，也可以常年看到岳雪龙免费授课的身影。

私人手机成了“科技热线”

课讲多了，岳雪龙发现一些农户记不住，为此每年他都印发香瓜、西

红柿育苗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宣传材料 3 万多份，及时送到农民手

中。岳雪龙还编写了香瓜、西红柿的绿色食品技术操作规程，并制定了农

民打药、用肥记录表，实行“十户联保”。生产出的无公害香瓜、西红柿比

周边市场每公斤高出 0.4元。

2007 年 3 月，岳雪龙从网上得知将有“倒春寒”来袭。他急忙向镇里

分管农业的领导进行汇报，全镇统一利用广播让大棚户采取防冻措施。

他还到各村大棚里面去指导，全镇避免了 50 多万元的经济损失。从此，

为更好地履行科技特派员的职责，岳雪龙每天从网上查看最近 7 天左右

的天气预报，打印出来贴在农技站门口，为种植户服务。

岳雪龙的手机是 24小时的“科技热线”，如今他的手机里有 2000多个

农民的联系电话，清楚地备注了种植项目、村名、姓名。他还建起 5 个微

信群，自己则先后加入了 46 个瓜果专业合作社的微信群，覆盖了全镇及

外省一万多种植户。在微信群里，岳雪龙通过发送照片、视频等资料，及

时回答农户提出的问题，农户足不出户就能解决种植难题。

为了更方便地授课，岳雪龙还开通了手机快手直播，每周农户都可以

在固定时间通过快手直播，将遇到的技术难题和瓜菜发生病虫害的情况

与他进行互动交流。

岳雪龙从骑着自行车、摩托车到开着面包车在乡村进行科技服务，一

干就是 28 年。在他的带动和帮扶下，河店镇大棚种植户越来越多，政府

也积极出台扶持政策，继续优化农村“三资”管理发展大棚经济，如今河店

镇成了远近闻名的“香瓜之乡”和“番茄小镇”。岳雪龙也先后被评为莘县

“优秀科技特派员”“山东省最美农技员”。

“28年，我见证了家乡农业的快速发展和变化，但是每个时期有每个

时期的问题，所以我的工作永远在路上。”岳雪龙坚定地说。

28载坚守基层

他用科技助家乡农业不断升级

岳雪龙（右）为农户解决种植难题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