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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派

“良田美池、鱼鸭嬉戏、千牛同耕、鸡犬相

闻……”这样的农耕画卷，出现在贵州省黎平

县一个叫洋洞村的侗寨里。这里，有着杨正熙

苦心经营的“牛耕部落”。

身为一名省级科技特派员，杨正熙所干的事

情，表面看似乎没有多少科技特派员的属性，但

他却用自己的方式，发挥着科技特派员的作用，

做着实实在在的科技特派员工作。杨正熙热衷

于收集传统作物的种子，以古老的农耕方式，不

但让濒临绝迹的种子焕发了生机，更让自己创建

的“牛耕部落”成为洋洞村及周边村民们共同的

致富家园。

2018年，“牛耕部落”被列入贵州省高效农业

示范区。2020年，“牛耕部落”经营农产品实现总

收入4700万元，1400户村民均增收2万余元。

杨正熙收集到的种子，正在乡村振兴的土地

上生根发芽。

杨正熙是洋洞村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大

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先后担任黎平县国有林

场副场长及乡镇干部等职务。

2011 年秋天，一次下基层走访，在一个叫岑

卜的寨子，热情的村民拿出自酿米酒招待杨正

熙。那碗米酒，不仅让杨正熙赞不绝口，也让他

从此“惦记”上了。

那时候的杨正熙，正担任乡镇党委书记，他

整天思考的，是乡亲们的致富问题。

第二年，当他再次来到岑卜寨子，打算动员

村民们发展酿酒产业的时候，却被告知，米酒没

法酿了，因为用来酿酒的“高秆小麻红”，已经随

着一位种植老人的去世，绝迹了。

原来，这种叫“高秆小麻红”的稻米，酿酒虽

别具特色，但用来做饭并不好吃，产量也不高。

所以，寨子里除了去世那位老人之外，其他村民

并不愿意种植。老人也仅仅是因为喜欢酿酒，才

少量种植。

听到这样的消息，杨正熙怅然若失：“要是早

去寨子的话，是不是就能留住这种米了？”

每颗种子都有它独特的基因和价值，是先民

的智慧结晶。从小就常在田间劳作的杨正熙，对

于传统作物和传统农耕方式，有着无法割舍的情

感。但那些很香的稻米，那些吃过的野果子，那

些自然的美味，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正在一点

点消失。

一个偶然的机会，杨正熙认识了中国社会科

学院退休教授邓敏文。邓敏文一直致力于收集

古老农作物的种子。这让杨正熙更加意识到传

统作物种子的价值所在，他萌生了一个念头——

辞去镇党委书记，申请成为一个专事农作物种子

收集和培育工作的科技特派员。

家人和亲友均不解，乡镇党委书记的工作怎

么能说辞就辞呢？但杨正熙只要是决定了的事，

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最终，他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科技特派员。

辞官当科特派，只为一粒种子

作为专事农作物种子收集和培育的科技特

派员，杨正熙对自己的工作乐此不疲。从 2012

年开始，杨正熙就踏上了收集种子之路。他开着

自己的皮卡车，专往偏远的乡村钻。因为越偏

远，往往存有的珍稀品种就越多。通常情况下，

他会直接去村民的谷仓和晒谷场，一看到没有的

品种就买下来。有的时候，碰上几乎绝种但看起

来已经不能发芽的种子，杨正熙也不会放弃，买

回去悉心种植呵护。

神奇的是，那些已经发黑的种子，在杨正熙

的精心培育下，竟然也能“起死回生”，这让他

甚至产生一种“错觉”：不是在救种子，而是在

救人。

那阵子，一听说哪里有老稻种，杨正熙就往

哪里跑。渐渐地，熟悉他的人多起来。有一次，

杨正熙打探到，一个叫孟彦芒岭的地方，可能有

叫“高秆芒粳”的老稻种，这把他高兴坏了。小时

候，全靠妈妈用这种米捏的米团，他才活了下来，

可后来不知道怎么了，这个几乎承载了他儿时记

忆的米，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听到消息的杨正熙

赶到孟彦芒岭一问，刚好有村民留有这种米的谷

种，杨正熙如获至宝。

有一年清明前夕，有村民挑着最后一担紫米

稻谷下山，准备全部加工成米，来年不再种了，这

意味着又一个谷种会彻底消失。杨正熙闻讯，把

剩下一共不到 70斤的稻谷全部买了下来。就这

样，曾被认为已经消失的“胭脂紫米”，被奇迹般

“抢救”了下来。

几年时间，杨正熙走遍 400 多个村寨，收集

了 200多个农业物种，其中光土生土长的稻谷品

种就有 60 多种。为了更好地保存种子，将科技

特派员的工作做得更好，杨正熙建成了个人种子

博物馆，却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杨正熙的心中藏着一个“千种计划”，那就是

前往偏远乡村，抢救本土老稻种
随着收集的种子越来越多，杨正熙开始犯愁了。

一方面，以一己之力推动“千种计划”，杨正

熙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他最怕听到的话就是：“你

来晚了！”另一方面，这些珍贵的种子躺在个人博

物馆里，怎么样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呢？

杨正熙想到的是，“藏种于民”。

侗寨深处，梯田风光绮丽，却也难以大规模

机械化耕作，只能在高效上面做文章。杨正熙再

一次感受到了作为科技特派员肩上担子的重量。

2015 年，杨正熙在洋洞村成立了由村民入

股、集体分红的“有牛农业合作社”，他将自己收

集的“胭脂紫米”交给老乡，要求大家采用“牛

耕+牛粪+牛草+放鱼+放鸭”的“复古牛耕”方式

来种植。“既然收集来的是老品种，就应该用古老

的耕种方式保留特色，体现它的市场差异性。”同

时，杨正熙以侗族款约约定，社员用耕牛和家族

信誉做担保，严禁使用化肥、农药，违者没收耕牛

并开除社员资格。

在杨正熙的带领下，洋洞村恢复了牛、稻、

鱼、鸭共生共养的循环生态农业模式。

第一年，洋洞村收获的稻谷送去检测机构检

测，农残与重金属均“未检出”，与对照种植的“机耕

化肥米”，其质色完全不一样。杨正熙将洋洞村的

稻米命名为“有牛米”——“因为比有机更牛”。他

信守承诺，举债以高于市场价4倍的价格，将稻谷

全部收购下来。随后，杨正熙跑到北京、上海、广

州、武汉，去各种展销会上卖力推销。在热心人士

的帮助下，杨正熙手中的“有牛米”很快销售一空。

受此鼓舞，杨正熙决定把洋洞村 4500 亩梯

田打造成他心目中的“牛耕部落”，越来越多的村

民也越来越信任这位与众不同的科技特派员，纷

纷加入“牛耕部落”。每年春耕时节，家家户户开

田犁地，壮观的牛耕场景，犹如一幅古老的农耕

画卷，让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洋洞村的牛棚客栈

和乡村旅游也成为农民创收的新亮点。

2020 年，“有牛米”销售 80 万斤，收入 1160

万元。“牛耕部落”原生态种植模式得到了消费者

的认可，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和活力。

作为一名专事农作物种子收集和培育的科

技特派员，杨正熙很骄傲，他说，希望以这样的方

式回馈乡亲们，并探索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保护更

多的种子。

“藏种于民”，老稻种带来新思路

寻找和保留贵州 1000个本地农业种子。在他看

来，相比高产的杂交水稻和转基因水稻，这些老

稻种虽然产量低，看起来商业价值并不高，但从

自然生态多样性的角度看，每保存一个样本，就

增添了自然进化的一种可能，就为食物世界的多

样性保留了一份希望。

杨正熙觉得，“千种计划”是一项有意义的科

技特派员工作。

“这台机器前面的刀片角度与后面不一致，会影响播种效率。”

“这个罩壳后面采用模具制造，标准化程度更高，成本会更低。”隆冬

时节，湖北省科技特派员、华中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华中农大）工学院

教授廖庆喜赶往咸宁通山县，在星光玉龙机械（湖北）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星光玉龙）车间里，为该公司技术人员详细讲解如何改进设备。

乡村振兴，农机先行。近年来，华中农大持续开展“乡村振兴荆楚

行”活动，一批专家教授作为科技特派员走出校门、走进工厂，把车间

“难题”变成科研“课题”，助力农业生产高质量发展。

干实事，拒绝“凑热闹”

去年 8 月，廖庆喜跟随乡村振兴服务队来到星光玉龙，了解企业

发展难题，寻找攻坚痛点。

星光玉龙的负责人许玉国坦言，没有创新技术、缺少专业力量，在

产品核心技术开发及市场服务上亟须帮助，是眼下星光玉龙的发展

瓶颈。

“学校组织‘乡村振兴荆楚行’就是要立足湖北，把自己‘家门口’

的事情做好。”廖庆喜说，科技特派员不是到田间地头散步“凑热闹”，

而是要找准企业需求，帮助企业解决发展的实际问题。

如何发挥科技特派员的作用？教授研究方向和星光玉龙有哪些

共同“兴趣点”？高校科研“课题”与企业发展“问题”如何有效结合？

廖庆喜认为，服务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是科技特派员的目标，在推

动校企产学研深度融合、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学生实习实训等工作

中，科技特派员都大有可为。

乡村振兴服务队和星光玉龙在“油菜—小麦—水稻—蔬菜直播机

生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精准对接。企业有需求，一个

电话、一条微信，廖庆喜和团队立即行动，一起探讨解决技术、工艺难

点。

一年多以来，廖庆喜和团队一起，在油菜精量直播机的产业化上

投入大量精力，逐步解决了一系列研发难题。同时，结合企业的技术

薄弱环节，为星光玉龙的车间熟练工开展技术培训，并与企业合作共

建研究生培养基地，华中农大师生活跃在星光玉龙的每一条生产线。

从技术交底、工艺制作、零部件供应到生产考核、测试定型、现场

试验，在星光玉龙，华中农大工学院的科技特派员参与了大量一线工

作。

携起手，赋能乡村振兴

“这两年，廖教授和团队支持我们农机企业科研创新，让我们有信

心重振湖北农机制造业辉煌。”许玉国说，校企携手，科技特派员出

手，企业受益最多。

20 世纪 90 年代，许玉国在通山县柴油机厂上班，改制时买下了县

柴油机厂和休闲轻机厂，主要为大企业生产机械零部件。

2010 年，许玉国了解到废弃秸秆是生物质能源发电的优选材料，

决定生产打捆机，将废弃秸秆自动打包成捆，既可节省大量人力物

力，又能保护环境。

说干就干，许玉国拿出一大半“身家”从新加坡买回当时世界上最

先进打捆机图纸，又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购进国内最先进的样机，研究

分析、消化吸收再创新。一年后，研发生产的“九宫牌”打捆机在全国

各地农机展销会小试牛刀，受到业内认可。

在与华中农大的对接交流中，许玉国得知廖庆喜团队研制的油菜

精量联合直播机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且有意向生产企业伸出橄榄枝，

许玉国随即决定“增加赛道”。许玉国带着公司主要股东和技术顾问

来到华中农大，在工科实验基地，国际一流的机械研究让他大开眼

界。在油菜直播机前，廖庆喜一一介绍动力装置、作业效果和技术创

新点。

很快，星光玉龙与华中农大及科技特派员“牵手”，共同研制油菜

精量联合直播机。

“这个犁开沟效果如何？”“这个驱动辊还需要改进吗……”星光玉

龙生产出油菜精量联合直播机后，廖庆喜和团队迫不及待地来到车

间，了解检测性能和试用情况。

科技特派员的服务虽有期，校企合作的未来却无限。

在通山县政府支持下，华中农大和星光玉龙校企双方联合组建通

山县新农机产业发展研究院，依托该县农机龙头企业，打造农机装备

产业链，以产业急需和“三农”急用为主要方向，完善农机主导产业的

产业链全景图，科技特派员也有了更大的发挥天地。

“有华中农大和科技特派员的技术支持，我们要再造一个星光玉

龙！”许玉国兴奋地说，接下来，我们将在科技特派员的推动帮助下，

继续转化更多华中农大的科研成果，为农业机械赋能乡村振兴作出

更大努力。

华中农大科特派团队：

把车间“难题”变科研“课题”

科特派杨正熙科特派杨正熙：：
让古稻种在让古稻种在““牛耕部落牛耕部落””焕发新生命焕发新生命

贵州洋洞村牛耕景象贵州洋洞村牛耕景象 杨正熙杨正熙摄摄

成为科技特派员已有十几

年，田淑芬平均每年都要为全国

各地的农民提供2000余次的指

导。她采用节本、优质、高效栽

培新技术模式进行低产园提升

改造，使精品葡萄亩产达 4000

多斤；她指导的葡萄种植户每年

每亩纯收入也都增加了2万—8

万元。

1 月正值葡萄的休眠期，不过天津武清区

梅厂镇灰锅口村金锅生态园负责人、曙春蔬果

产销合作社理事长王秋祥可没有闲着和葡萄一

起“猫冬”。

“种葡萄不仅是个精细活，还是一个技术

活。田教授给我们培训过，为了明年葡萄能有更

好的品质，从现在开始就要为葡萄进行前期的增

温管理，施肥、浇水和温度控制。”王秋祥说。

王秋祥提到的田教授是天津首批科技特派

员、天津农学院教授田淑芬。十几年来，通过组

织培训，现场观摩，电话、微信指导等方式，田淑

芬将“把葡萄当成艺术品雕琢”的理念深植于每

一个葡萄种植户心里，“只有立足科技的高效农

业才能让农户们事半功倍，我们力争这几年把种

植户们的葡萄园精品率提高到 100%。”

把科技理念“种进”种植
户心里
“好好的葡萄树就这么给拔了，这不是败家

子吗？”2018 年，站在王秋祥的葡萄大棚里，不

少锅口村葡萄种植户一边摇着头，一边心疼地

吐槽，这个葡萄大棚有 100 株葡萄，已经被田淑

芬带领的科技特派员团队拔掉了三分之二。

田淑芬大刀阔斧地推广“架型改造”。较为

疏松的种植密度，让果园里的葡萄株数减少了

80%以上，省工、省肥、省水，也降低了人力管理

成本。

不到一年，王秋祥就尝到了“甜头”，他的葡

萄园总体产值不仅没有降低，反而通过提高单

品的质量提高了总体收入。

“传统农业追求产量越高越好，但有的种植

户 葡 萄 产 量 虽 然 很 高 ，但 品 质 差 ，经 济 效 益

低。提质增效可以使葡萄种植的纯收益提上

去。”田淑芬对科技日报记者说，这些年，她一

直在做的事情就是转变种植户们的观念。

“ 现 在 的 葡 萄 不 再 是 过 去 农 产 品 的 概 念

了 ，已 经 逐 渐 成 为 了‘ 艺 术 品 ’般 的 精 品 水

果。”田淑芬说，葡萄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可以

实现高效益，而高质量的精品葡萄则会带来更

高的效益。

但是与高效益相伴而行的是高投入。这意

味着，不仅需要重视种植技术，更需要创新管

理技术。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离不开科技特

派员们的辛勤工作，包括对种植户进行细致入

微的科普讲解和全方位的技术指导。

田淑芬说，通过培训基层技术人员和发展

种植示范基地的方式，可以快速带动更多种植

户尝试新技术，接受新观念。如今，王秋祥已

经成为田淑芬科技特派员团队的基层技术推广

员，他的葡萄大棚也人来人往，吸引了十里八

村的种植户前来学习取经。

田淑芬和其他科技特派员每年培训的基层

技术人员达 2000 多人，科技特派员们正努力把

科技种植精品葡萄的理念“种进”每一个种植

户心中。

手把手教“3860 部队”
用科技种葡萄
“3860 部队”是葡萄种植户们对自己的戏

称——“38”指的是妇女，“60”指的是 60 岁以上

的老人。在不少农村地区，这两类人群是种植

葡萄的主力军，同时也是田淑芬进行葡萄种植

培训的主要对象。然而，面对经验不足、知识

匮乏的“3860 部队”，田淑芬和其他科特派员们

往往需要手把手地教，反反复复地培训，更需

要亦步亦趋地带着他们干。

2019 年 9 月，天津市东丽区胡张庄的葡萄

地里突然出现了大面积葡萄叶片干枯的现象，

田淑芬带着学生去地头里刨根、采取样本，回

实验室化验。

经过田间观察和化验分析，田淑芬得出结

论：在高温的作用下，氮气从撒在土壤表面的

化肥中挥发出来，造成叶片氨中毒，烧伤了葡

萄的吸收根，甚至还造成了土壤的酸化和盐渍

化。从此，开沟施肥成为了田淑芬在培训时不

断重复和强调的注意事项。

田淑芬总是将科研和实践紧密结合在一

起，她是全国最早在果树新品种选育中，采用

分子标记技术和田间选种相结合对玫瑰香这一

葡萄品种进行优质选种的人。

田淑芬和科技特派员团队的科研创新还体

现在栽培过程中。果实套袋作为一项关键技

术，在抗虫抗病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

项技术在刚刚推广的时候，却并没有得到农户

的认可。2003 年，在终日不见晴天的雨季中，

果实套袋技术对葡萄起到了很好的保护，这项

技术的优越性体现了出来，从此，果实套袋技

术成为种植户们种植管理中的必然选择。

成为科技特派员已有十几年，田淑芬平均

每年都要为全国各地的农民提供 2000 余次的

指导。她还为困难村选定适宜的葡萄品种，手

把手传授葡萄优质栽培技术，并采用节本、优

质、高效栽培新技术模式进行低产园提升改

造，使精品葡萄亩产达 4000 多斤；她指导的葡

萄种植户每年每亩纯收入也都增加了 2 万—8

万元。

每一个科研项目都来自
田间地头

田淑芬深知科技创新在精品葡萄种植中的

重要性，为更好地发挥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她

在向种植户普及科学种植知识、进行技术服务

的同时，也扎根葡萄栽培研究领域，刻苦攻关。

田淑芬每一个科研项目都来自于田间地头

的种植问题。为了优质选种，田淑芬首次利用

生物技术提高了天津产区茶淀玫瑰香葡萄优系

纯度，从理论上揭示了玫瑰香葡萄的遗传多样

性；为了应对农产品长途运输的挑战，她主持

完成的“葡萄优质生产及鲜贮运销绿色调控技

术集成创新”项目，针对长期制约我国葡萄产

业生产中采后流通的瓶颈问题，创新性提出从

葡萄采前采后双控双防等关键技术，为我国葡

萄全产业链升级换代提供了整装技术。

为了有效解决天津产区葡萄品种单一的

问题，田淑芬还从国内外引进优良葡萄品种

120 多个。经过不懈的努力，田淑芬和其他科

技特派员筛选出 20 多个适宜设施种植的葡萄

新优品种，成功推动了天津产区葡萄品种的结

构优化。

下一步，田淑芬将致力于解决如何在产前

通过绿色安全的栽培技术提高葡萄抗病性，减

少采后运输物流中的病害发生，让一粒粒晶莹

剔透的葡萄成为新农人致富的法宝。

她在葡萄园播种精品种植理念

廖庆喜教授（右二）在湖北通山县星光玉龙公司了解油菜精量直
播机工作情况。 蒋朝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