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里种了 30 多亩四季蜜芒，去年一共卖了

2 万多元，广西上林县西燕镇岜独村种植户石

美玲很高兴。不止她高兴，岜独村的其他四季

蜜芒种植户也很高兴。从 2015 年到 2021 年，岜

独村种植四季蜜芒已经 6 年。“我们种植四季蜜

芒 已 经 有 6 个 年 头 了 ，但 这 是 第 一 次 丰 产 增

收。虽然收益不高，但大家从中看到了种植的

希望，所以才会那么高兴。”近日，岜独村芒果

种植大户石俊光说。

让四季蜜芒种植发生变化的是科技特派

员——广西大学农牧产业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农

艺师方中斌及其芒果研究团队的成员。

想要砍掉果树的村民迎
来了科技服务团

岜独村以“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进行四季

蜜芒种植，面积有 1100 多亩。但由于缺乏专业

管理技术，这几年来，有的芒果树不开花，有的开

花不坐果，或者坐果率很低。2019 年 3 月，村民

们决定砍掉四季蜜芒果树，更换种植品种。

“当年是我鼓励大家种植四季蜜芒的，并跟

乡亲们说一定能增收致富。”石俊光非常着急，他

找到了上林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寻求帮

助。因为 30多年来一直从事芒果技术研发和生

产推广工作，方中斌作为科技特派员被选派到岜

独村结对进行科技帮扶服务。

到岜独村之后，方中斌一边向村民了解平时

的管理做法，一边从土壤、气候及树体叶片养分

等方面进行调研和测定，对整个芒果园进行全方

位了解。

“检测结果是果园中土壤的硫、镁及钙等元

素含量只有正常土壤的 60%—70%，且有机质含

量只有正常土壤的 50%—60%。”考虑到提高有

机质含量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方中斌根

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向村民作出保证，“四季

蜜芒果树长势很好，要砍掉非常可惜，只要大家

相信和配合我，我肯定能让芒果树成功开花、保

花、挂果。”

村民们将信将疑。“以合作社 600 多亩的四

季蜜芒果树先做示范，如果能在当年开花、保花，

我们就相信和配合，继续种下去。”石俊光代表大

家表态说。

很快，方中斌组织科技服务团队，根据果园

的过往情况和调研结果，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技术

方案。首先是从土壤改良着手，有针对性地在施

肥环节中施入含硫复合肥、在促梢保梢环节中添

加含钙和镁及腐殖酸的叶面肥，以补充硫、镁、钙

及有机质的含量不足。其次是根据土壤沙质较

重保水保肥能力差的实际情况，改变以前的一年

2 次施肥为以水溶肥为主、少量多次淋施肥料。

第三是改变以前的促花方法，根据上林县年均温

度偏低、成花偏晚的情况，指导他们通过根据枝

条长短、叶片大小与颜色等方面来决定促花的药

剂使用。

每个月，方中斌和科技服务团队都会到果园

查看两三次，仔细观察整个果园的树体树势、叶

片大小与颜色及病虫害防治情况，指导大家认真

落实管理技术。

1100 多亩四季蜜芒种
植基地全部成功挂果

经过方中斌及其团队的不断努力，岜独村

的芒果树果然有了变化。2019 年夏天，岜独村

的芒果树成花率比往年显著提高，开花率达到

60%左右。“你们能让这么多的花保住并挂果

吗？”这时，村民们向科技特派员们提出了新的

疑问。

看到芒果树反季节开花，方中斌并没有正面

回答，只是让村民们按他的技术进行管理。因为

他知道，调整后的栽培技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他对以后的工作更有信心了。

2020 年，方中斌及其团队根据 2019 年的实

际情况继续调整栽培技术，使岜独村 600 多亩

芒果树首次成功挂果并获得较好产量，开创了

岜独村的芒果夏季批量开花、秋冬季采收上市

的先例。

“由于在果实生长期管理不当，加之土壤较

为贫瘠，花期较晚，导致果实大小不一，果面外观

差卖相不太好，未达到生理成熟口感，产量也不

高。”方中斌说。

这一年虽然与丰产还有一定距离，但村民们

从中看到了希望，用心管理芒果的积极性被调动

起来了。此后，方中斌将举办专题培训班和田间

地头指导相结合，向村民详细讲解管理技术要点

和此前两年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不断引导果农聚

焦于精准落实技术。同时根据花期偏晚的实际

情况加大促花力度。

2021 年 7—8 月，四季蜜芒如期大面积开花

结果。岜独村 1100 多亩的四季蜜芒种植基地，

全部成功挂果，亩产约 1500 斤，全村总产值约

240 多万元，真正实现了增收，岜独村向着产业

兴旺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几年来的坚持和辛苦付出值得了。”看到

村民们洋溢着丰收喜悦的脸，方中斌和科技服务

团队成员长舒了一口气。

“方教授和服务团队不但技术过硬，还和

我们打成一片。他们到我们村进行技术指导，

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每次都和我们一起走遍果

园的每一个角落，很多时候连水都不喝一口，

真是好科技特派员、好团队！”村民们由衷地感

叹说。

村里来了科特派，四季蜜芒有了好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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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健高
通 讯 员 王 珏 曲天泽

青岛农业大学充分调动科技

特派员的积极性，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组织全校科技特派员全力以赴打

好打赢春季农业生产第一仗，为

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郭善利
青岛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本报记者 王迎霞 通讯员 王梓懿

◎通讯员 黄丽珍 本报记者 刘 昊

“同一个大棚里，其他地方的羊肚菌还没‘睡醒’，宁夏农林科学院

（以下简称宁夏农科院）的菌种已经长得密密麻麻，优势很明显。”3 月

31 日，位于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的海澜金沙山庄负责人、科技特派员杨

海澜喜上眉梢。

近几年，羊肚菌作为一种药食兼用的珍稀食用菌，种植逐渐由南

方向北方扩散，干品一斤可以卖到六七百元，吸引着宁夏不少食用菌

企业和农民种植。然而，由于羊肚菌与其他大宗的食用菌栽培显著

不同，若品种选择不当或栽培关键技术掌握不好，一个环节失手，就

可能让一棚颗粒无收。

“这是我们第一次试种羊肚菌，之前很少见，也不会种。去年 11

月，我们引进了宁夏农科院冯锐研究员团队提供的羊肚菌菌种，同时

也购买了其他菌种做了对比。”杨海澜说，作为科技特派员，她想在

羊肚菌的种植中寻找突破点，为其他食用菌企业和农民探索更好的

种植方法。海澜山庄通过小心翼翼“伺候”引进的宁夏农科院提供的

羊肚菌菌种，得出一个结论：即使栽培方法一样，品种不一样，生产

上也会有明显的差异性。

宁夏农科院食用菌研究团队始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近几年来，在

宁夏、福建两省区农科院的合作机制推动下，研发力量得到了进一步

增强。冯锐研究员领衔的宁夏智慧食用菌研发团队，在自治区科技厅

重点研发项目与宁夏农科院对外合作专项的联合支持下，研究领域涉

及智慧食用菌共享平台构建、适宜于宁夏气候条件的食药用菌种引

选、食用菌地方特色栽培基料创制、智能化控制条件下食药用菌高效

栽培以及菌渣资源化利用等四个方面。在不断实验探索中，宁夏智慧

食用菌研发团队认识到优良菌种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引进驯化 NL01

号羊肚菌菌种在海澜山庄开展试验示范，表现出较强的生长势头和抗

逆性。而海澜山庄羊肚菌种植的成功，也增强了杨海澜带动其他食用

菌企业和农民种好羊肚菌的信心。

“食用菌生产具有‘短、平、快’特点，在脱贫致富方面具有明显优

势。与兄弟省市相比，宁夏食用菌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但这里的冷凉

气候条件和农业生产中产生的大量树木枝条秸秆，又为食用菌产业

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加上近年来自治区科技、产业部门的

扶持和重视，该产业呈现出一派勃然生机。”冯锐说，宁夏智慧食用

菌研发团队希望优良的科技成果，为更多像杨海澜一样的科技特派

员提供技术支撑，让科技特派员带领农民又快又好地发展食用菌产

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

宁夏科特派潜心菌种引选

让羊肚菌种植“赢在起跑线”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纯新 通讯员苏历华 张一博）4 月 11 日，记者

从湖北省科技厅获悉，今年该省将统筹省、市、县三级，选派 1 万名科技

特派员，对口服务 1 万家农业农村企业等经营实体。

2020 至 2021 年，湖北省在科技特派员人才队伍建设上突出需求导

向、差额竞争、提质拓面，新增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南民族大学

等 9 所非农院校为科技特派员派出单位，全省选派科技特派员达到

8927 人，比上一届增加了 20%。

科技特派员的服务领域也从单纯农业技术扩展到数字信息、工

业制造、医药健康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最大限度地为基层创

新发展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科技人才资源。服务方式由线下延伸到线

上线下一体化，累计组织 16 期“荆楚农业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直播活

动，形成乡村振兴科技直播品牌，培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层农技

人员超过 2 万人次。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是我作为科技特派员的原

则。”去年，科技特派员聂红丽成立了湖北省首个科技特派员工作室，

聂红丽以工作室为载体，联合组织各级科技特派员开展技术培训，线

上培训达 2 万人次，线下培训 500 人次，辐射柑农 2000 户以上。该工作

室还联合宜昌、咸宁、鄂州等地科技特派员开展线下技术辅导，新建柑

橘高标准基地 300 余亩。

据介绍，2021 年度，湖北省科技特派员累计转化科技成果 1588 项，

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 11839 项，组建合作社和专业协会 3506 个、

创办企业 896 个，累计组织培训 17308 场次、培训农民累计达 219.6 万人

次、发放资料 384.27 万份、帮助解决农户和服务企业技术难题 3.37 万

次、带动农户就业 39.5 万人，服务（农业）龙头企业 2229 家、服务高新技

术企业 549 家，开展结对帮扶 16088 对、直接带动参与农户 46.8 万户、服

务人数 85.37 万人、带动农户增收 25.25 亿元。

湖北省科技厅负责人介绍，接下来，湖北省将强化科技人才对乡村

振兴的支撑引领效应，组织开展万名科技特派员服务乡村振兴行动，

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主观能动性，在乡村振兴战略和科技强省建设中

发挥积极作用。

湖北万家农业企业

将迎万名科特派

“200 余亩苹果示范园里栽植了‘福九红’等

苹果新品种，长势喜人。”4月 8日，看着自己团队

选育的苹果新品种，科技特派员、青岛农业大学

（以下简称青岛农大）张玉刚教授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自山东青岛胶州市胶西镇苹果示范园建园

以来，他隔三差五就会来到这里进行现场指导，

什么时间拉枝、什么时间施肥打药、什么时间修

剪，他都会对果农进行指导。张玉刚表示，他带

领团队已经在青岛多地建设了 15 处示范苹果

园，面积达 1万余亩。

下田地、搞科研、写论文，进行成果推广、技

术示范……像张玉刚这样忙碌的科技特派员，在

青岛农大数不胜数。青岛农大党委书记郭善利

表示，青岛农大充分调动科技特派员的积极性，

突出抓好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重点任务，组织

全校科技特派员全力以赴打好打赢春季农业生

产第一仗，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一场春雨一场暖，春雨过后忙耕田。青岛农

大社会合作处处长王珏对记者说：“今年，青岛农

大选派 100余人次省级科技特派员，组建近 30支

科技服务团队赴各地深度实施科技助农、成果赋

能，推广主推品种、核心技术、硬核成果，同时开展

技术咨询与服务，拓展科技带头人及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覆盖面，加大科技成果推广力度与成效。”

春天深耕一寸土，秋天多打万石谷。王珏介

绍，还未开学，青岛农大不少农业科技特派员专

家已经在田间地头开始了壮苗、选种等工作。

“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到平度市蓼兰镇为当地

种粮大户讲解小麦管理技术了。”科技特派员、青

岛农大物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团队（以下简称创

新团队）兰进好副教授说，针对今年冬小麦苗弱、

苗少的问题，他为农民开出了“早”“促”“防”三字

诀：“早”即早管理、早划锄、早镇压，提高温度，减

少冻害；“促”即采取喷施叶面肥等措施，促进弱

苗转壮和麦苗早分蘖；“防”即防治病虫草害，为

小麦构建丰产群体争取主动，确保打好夏粮丰收

基础。

“往年这个时候，小麦已经有 20 厘米高了，

今年还没有往年的一半高。”面对愁容满面的种

植户，科技特派员、创新团队张玉梅教授在胶州、

平度、莱西等地广泛调研，及时开出了使用缓释

菌肥追水追肥等“药方”，赶在气温回升前帮种植

户做好保障工作。

“墒情较弱的地块可利用晴好天气适时灌溉

追肥，保证壮苗生长，等温度回升了，就需要立即

加强病虫害监测和防治工作。”正在日照等山东

各地调研冬小麦生长的科技特派员、青岛农大农

学院石岩教授说，有时在田间地头，有时在农民

家里，他的“科技小课堂”随时随处开讲，把春耕

生产和田间管理的专业技术送到了小麦生产第

一线。

科技送到“三农”一线

“早在今年 1 月份，尚老师就来帮我们制定

了新一年的农机研发计划。”青岛洪珠农业机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珠农机）负责人告诉记者，

大家口中的尚老师，是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成员，科技特派员、青岛农大农业机械团

队负责人尚书旗教授。

贴心定制专属服务

“今年要重点打造农田节水控水、水肥一体

化生产，同时开展大豆、藜麦、小麦等品种的示范

种植和技术转化。”科技特派员、青岛农大东营研

究院的韩成刚和李储学两位老师，在地头规划了

今年春耕生产的示范效应图。

青岛农大为积极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以黄河三角洲盐碱地生态

高效农业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依托，在黄三角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1000余亩试验基地上规划

建设了相关种植田地。韩成刚说，去年以来，学

校已派出 20支科研团队、200余名教师赴当地开

展科研攻关和科技服务。

王珏表示，目前学校正在试验示范基地上开

展土壤增容保蓄、镇压保墒等关键技术试验示

范，力争实现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实质性转化。

“前段时间，学校小麦育种团队刚刚完成

近 5000 份育种材料的播种工作，藜麦团队的

9 个品种（系）60 份种质资源及 50 份育种材料

也已播种完成。去年播种的 28 个苜蓿、芒草

品种（系），101 个梨、苹果和葡萄品（系）安全

度过了寒冬，正渐渐恢复生机。过些日子，大

豆、花生、玉米等作物也将陆续进入播种期。”

韩成刚说。

科技特派员们在试验田里忙碌着，盐碱地上

绿意盎然。

科技下乡、服务“三农”，自科技特派员制

度推行以来，青岛农大已连续选派 50 名“双地”

科技特派员、420 余名省级科技特派员、150 名

青岛市科技特派员深入生产一线开展科技服

务。“青岛农大科技特派员服务工作还将面向全

省乃至全国，大力推进科技成果服务‘三农’，紧

跟国家战略导向优化发展思路、谋划工作措施，

力争为实现乡村振兴作出更大贡献。”郭善利坚

信地说。

向盐碱地要生产力

为打好春耕第一仗为打好春耕第一仗
青岛农大专家教授一线送科技青岛农大专家教授一线送科技

“春耕以来，尚书旗教授多次带领团队深入

试验示范基地查看土壤土质、墒情、紧实度等重

要指标，推进智能全程机械化技术与装备研发和

试验示范工作。”洪珠农机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

青岛农大校长刘新民表示，在守护好老百姓

粮袋子的同时，趁着春耕好时节，青岛农大的科

技特派员还根据各地特色产业需要，推出“定制

版”专业服务。与菜篮子、果篮子、肉盘子、奶

瓶子密切相关的“农大牌”技术成果，正发挥着

科技的蓬勃力量。“学校还在重点区域开展茶

叶、优质水果、特色蔬菜等农业技术示范推广，

重磅推出服务春耕的硬核技术 13 项，助力农业

新旧动能转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刘新民说。

早春时节，青岛茶区的冬暖大棚茶凭借上市

早、滋味鲜爽的优点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但大棚

茶在醇厚度、耐泡度等方面的缺点也一直困扰着

种植户。科技特派员、青岛农大园艺学院张新富

教授及其团队长期在青岛茶区推广茶叶提质增

效技术。针对种植户的难题，张新富团队研发的

“控温控湿控光栽培技术联合保绿干燥加工技

术”起了大作用。“今年的‘头茗’绿茶在色泽、香

气、滋味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改善，广受消费者好

评。”说起今年的绿茶品质，青岛即墨区华山镇东

桥头村的种植户苏正深难掩兴奋。

每年春天，也是科技特派员、青岛农大“草

莓教授”姜卓俊最忙的时候。一来到草莓大

棚，作为拥有全国大美科技特派员称号的姜卓

俊教授就仔细查看起草莓秧苗的生长情况，跟

管理人员交流应对春天气温不定期回暖可能

引发的草莓生长周期缩短和病虫害频发的各

种预防措施。

“即使是退休以后，姜教授的科技指导也从

没断线过。”青岛城阳区棘洪滩街道绿沃川空中

草莓采摘园管理人员说：“我们的无土空中草莓

栽培技术可以极大节省生产成本，是目前国内顶

尖的草莓种植模式，推广应用过程中得到了姜教

授无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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