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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发挥科技优势三门峡市发挥科技优势、、聚焦主导产业聚焦主导产业，，创新实施创新实施““特特

派员服务团派员服务团++科技特派员科技特派员++乡村科技员乡村科技员++示范基地示范基地””服务模服务模

式式，，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引导广大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一引导广大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一

线线，，源源不断地将科技源源不断地将科技、、信息信息、、管理管理、、资金等现代生产要素带资金等现代生产要素带

到田间地头到田间地头、、送到农民身边送到农民身边。。

为确保产品优质高产，杨

育霞团队与相关大学、科研院

所建立转化机制，聘请农业专

家做技术指导，发展洋甘菊种

植、加工、销售及观光旅游，带

动新疆克拉玛依市小拐乡形

成新型、高产出、高效率的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绿色生

态产业，引导当地农牧民走上

致富路。

◎通 讯 员 玛依拉·普拉提 唐 斌
本报记者 朱 彤

◎本报记者 马爱平◎实习记者 孙 越 通讯员 田 沛

典型派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讯员 张虎强 王谦虚

“有问题不怕，我们有科技特派员。”来到河

南省三门峡市乡村基层采访，乡亲们的言语间，

总能让科技日报记者感受到十足的底气。这份

底气来自于躬耕乡野、授农以“渔”的科技特派员

队伍。

近年来，三门峡市发挥科技优势、聚焦主导

产业，创新实施“特派员服务团+科技特派员+乡

村科技员+示范基地”服务模式，省市县乡村五

级联动，引导广大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一线，源源

不断地将科技、信息、管理、资金等现代生产要素

带到田间地头、送到农民身边，真正把“论文写在

大地上，成果留在百姓家”，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

的羽翼。

夏至时节，三门峡市渑池县丹参种植基地生

机勃勃。科技特派员尚惠香顶着烈日在丹参田

里进行丹参生物菌肥菌剂试验。

作 为 三 门 峡 市 引 进 的 高 级 人 才 ，尚 惠 香

2019 年 3 月到三门峡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工作，

同时承担市科技特派员团队项目，主要负责全

市中药材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研

究、技术指导与服务等工作。上任后，她牵头

组建了由 18 位中药材技术专家和种植能手组

成的三门峡市中药材产业科技特派团，并担任

团长。

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两年多来，

尚惠香带领科技特派团先后赴三门峡市渑池县、

陕州区、灵宝市、卢氏县各中药材种植基地，开展

技术服务 100 余人次、技术培训 50 余期，累计培

训 4000余人次。

如今，药农们有啥疑难困惑，第一时间想到

的就是尚所长。

5 月下旬，河南协盛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协盛源）中药材种植基地的丹参遭

遇病害，死了几十棵。协盛源负责人张泽民第一

时间向尚惠香求助。通过查看病死丹参根部照

片，尚惠香分析了丹参苗期出现异常的原因，并

给出了详细的防治方法。

“在尚所长的指导下，我们通过喷水降温、喷

洒多菌灵等方法进行防治，病害在一周内就得到

了有效控制。”看着基地长势喜人的丹参，张泽民

高兴地告诉记者，尚惠香经常带领科技特派团到

协盛源的生产一线进行技术指导、服务培训，从

选地整地、播种育苗、田间管理，到病虫害防治、

药材采收等各环节，科技特派员们都密切关注，

并示范操作。

“渑池丹参”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河

南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了推动丹参

产业增产增效，尚惠香与渑池县工业信息化和科

技局签订《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服务协议》，立足渑

池，服务三门峡市中药材生产。

据了解，尚惠香在渑池县主导推广的“豫西

丹参 1 号”新品种解决了丹参种植中种质不清、

种源混乱的问题。在服务实践中，她指导应用的

“遮阳网遮阴喷灌育苗技术”，使丹参出苗由过去

的每亩 15 万株增长到 30 万株；她指导推广的垄

覆膜栽培、种苗处理、密植、坐水种植等技术，大

大提高了丹参幼苗移栽成活率，亩增产 15%以

上。科技特派团在河南天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示范种植丹参 200亩、育苗 200亩，辐射带动周边

2 万余亩中药材生产，对渑池县中药材产业快速

发展起到了带动引领作用。

组团作战，产业发展加“马力”

仲 夏 时 节 ，在 灵 宝 市 焦 村 镇 阳 光 玫 瑰 葡

萄示范基地，一串串碧翠如玉的小葡萄悬挂

在屈曲盘旋的藤蔓间，几个工人正忙着给葡

萄疏果。

“先前还在为疏果发愁，没想到‘坏事’竟变

成了‘好事’！”果农刘少波告诉记者，每年疏果时

节，他们都要请云南疏果技术工来帮忙。今年由

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请不到足够的疏果工人。

为此，科技特派员王菁积极协调，在当地开设疏

果技术培训班，组织果农和附近村民学习专业疏

果技术，不仅解了果农的燃眉之急，还降低了人

工成本，提高了果农的收益。

王菁是灵宝市焦村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高级农艺师，也是一名基层科技特派员。生长在

“苹果之乡”，她对果树有着特殊的情感。多年

来，她潜心钻研果品选育与种植栽培技术，积极

推动技术成果转化推广。针对农村果品产业发

展中存在的缺技术、缺管理、缺经验等普遍性问

题，以及自然灾害、病虫害等突发性问题，王菁采

取点对点、一对一服务的方式，为产前、产中、产

后各个环节提供技术支撑，她也成为了灵宝市远

近闻名的“土专家”“田秀才”。

记者从三门峡科技局了解到，截至目前，

三门峡市已累计选派 700 多名科技特派员，围

绕果品、食用菌、中药材、电子商务等主导产业

开展技术攻关。其中，基层科技特派员，密切

联系重点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产业发展

主体，上门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持续开展点对

点服务。

在选派科技特派员进行科技服务的同时，

三门峡市还大力实施“科技员”工程，在行政村

配备科技员、在乡镇建设科技员管理服务工作

站，实现“乡乡有工作站、村村有科技员”，完善

了科技特派员制度，逐步建成乡村振兴科技服

精准对接，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让科技成为农民的底气、现代农业发展的强

劲驱动力，在田间地头开出花、结满果，三门峡是

如何做到的？

“十四五”之初，三门峡市委组织部、市科技

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乡村振兴局联合制定

《三门峡市科技特派月员助力乡村振兴五年行动

计划（2021—2025 年）》，创新完善科技特派员制

度，动员全市科技力量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充分发挥科技人才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今年 5 月，三门峡市科技局出台《关于进一

步加大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若干举措》，从科技

项目、科技人才、科技金融、科技平台等方面强化

政策支持。

三门峡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平方告诉

记者：“除了政策的升级加码之外，我们还创新性

地开展了‘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示范基地申

报’‘群众满意的科技特派员评选’等活动，目的

是充分调动科技特派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大力宣传科技特派员的典型事迹和奉献精神，引

导更多科技人员扎根基层创新创业，为脱贫攻坚

赋能、为农村发展赋力、为乡村振兴赋智。”

政策“真金白银”落地，实实在在进了乡亲们

的口袋里，也把致富的希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种在了他们心里。

“去年我种了 17亩葡萄，收入百万元。今年

有 30 亩小树已经挂果，收入翻一番应该不成问

题。”刘少波说，有科技特派员做给农民看、领着

农民干，果农们心里有底、腿上有劲儿，仿佛坐上

了致富的“复兴号”，尝尽了科技助农的甜头。

据悉，除了焦村镇阳光玫瑰葡萄示范基地之

外，三门峡市还创建了碧波农业、永辉果业等15个

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示范基地，引进新品种新

技术200余项；建成国家级星创天地4家，省、市级

星创天地48家；省、市级农业科技园区13家；农业

产业工程技术中心35家，科技示范基地76个。

政策加码，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

科特派有困必纾科特派有困必纾
河南三门峡农户致富底气足河南三门峡农户致富底气足

七月的齐鲁大地，处处麦浪翻滚，一派丰收景象。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的

山东省高唐县汇鑫街道王贵村超辉种植合作社，由科技特派员指导种植的

800余亩绿色无公害黑小麦喜获丰收。

在绿色无公害黑小麦基地，超辉种植合作社种植户张德晗正在把收割

的黑小麦运往仓库进行测产、储存，他种植的黑小麦亩产达 550公斤。“我这

块田在去年受到秋汛的影响，小麦播种比较晚，属于三类苗，没想到还能有

这么高的产量。”张德晗指着自己的麦田高兴地说。

收割的黑小麦经过测产，比去年亩产增加了 50公斤。“多亏了科技特派

员指导我科学种田。”如今，张德晗这个种田“老把式”更加相信科技的力

量。不仅张德晗麦田产量增加，汇鑫街道的小麦产量都有所增加，这得益于

科技特派员、汇鑫街道农技师马丽霞的科技服务。从去年播种时，马丽霞就

制定了播种量与播种时间对应表，并发放给每名种植户，指导种植户进行科

学播种。今年开春小麦壮苗返青期间，科技特派员一刻不敢放松，一直奔波

在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进行以“一喷三防”为主的操作，促苗早发、促叶增穗。

“我们还指导超辉种植合作社在两块土地上进行了新种植模式的实验，一

种是每年‘黑小麦—糯玉米—蔬菜’的一年三熟种植模式，这种模式的地块有800

亩，以产黑小麦为主；还有一种是实行‘糯玉米—糯玉米—黑小麦—糯玉米—蔬菜’

的两年五熟种植模式，这种模式的地块有500亩，以产糯玉米为主。”马丽霞说，

这两种种植新模式，实现了两年内糯玉米产出五茬、黑小麦产出三茬的均衡发

展状态，两种模式两年亩产收益都在8000元左右。

“随着超辉种植合作社的不断发展壮大，现在，深加工车间的主体厂房

已经建好，石磨机、2500 立方米冷库等设备也马上进场安装。今年我计划

通过石磨加工、小袋包装等进行高端市场销售。我们还让食品企业代加工

一些高端黑小麦食品和鲜食糯玉米等，提高小麦的附加值，也增加种植户的

收入。经过深加工的亩产利润值将增加 50%，亩利润达到 6000 元左右。在

合作社的带动下，通过统一种植和技术指导、统一收购，将使越来越多的群

众走上富裕道路，促进乡村振兴发展。”马丽霞说。

眼下，超辉合作社负责人王庆辉正在与马丽霞一起合计下一步的计划。

创新种植模式

晚播小麦喜获丰收

盛夏，正是黑苦荞麦生长的关键季节，在甘肃省通渭县华家岭镇的黑苦

荞麦的种植基地里，科技特派员益见智一边查看黑苦荞麦的长势，一边现场

指导种植户进行田间管理。

黑苦荞麦是谷类作物中唯一集七大营养元素于一身的农作物。通渭县

海拔高、日照强、水分蒸发量大、昼夜温差大，极其适合黑苦荞麦种植，通渭

县也是全国黑苦荞麦的主产区之一。

2012年，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乡镇干部益见智以一名科技特派员的身份

到一家生产苦荞茶的民营企业工作。彼时，通渭苦荞茶已生产十余年，但是

同质化生产泛滥、工艺流程陈旧、关键控制点把控不严等问题凸显，通渭传

统的苦荞茶市场进入萎缩低迷期。

益见智在工作中发现了苦荞茶生产存在的问题，意识到通渭苦荞茶走

到了产品生命周期的末期，必须要做出改变。

益见智经过分析研究后，发现单一的麦香型口味不能再满足日益多样

化的市场需求。要实现通渭苦荞茶整体局面的改观，产品必须推陈出新。

他决定以苦荞茶的口味及香型作为突破口，开发新产品，占领市场，让通渭

的苦荞茶再出发。

2015 年，益见智争取到投资，成立了依托通渭小杂粮进行精深产品研

发及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公司。他反复查阅资料，调研市场；经常

泡在车间里，身上满是苦荞的味道。研发新产品时，益见智决定加入熏香和

姜粉试一试。在生产过程中，他反复观察，仔细琢磨，不断尝试，最终，新产

品花香型苦荞茶研发成功，而伴随着新产品一起产生的还有 6项专利成果。

益见智研发的苦荞茶新产品在香型、口味、观感上得到了市场的肯定，

更受到上海等一线城市销售企业的青睐。市场的大量需求，也带动了通渭

苦荞茶产品的生产，益见智所在的企业，与 500多户苦荞麦种植户签订了收

购合同，直接带动种植户增加了经济收入。

益见智：

为苦荞带来新味道打开新市场

77月月77日科技特派员马丽霞日科技特派员马丽霞（（左二左二））在汇鑫街道王贵村超辉种植合在汇鑫街道王贵村超辉种植合
作社指导种植户科学种植糯玉米作社指导种植户科学种植糯玉米。。 刘凯刘凯摄摄

新疆克拉玛依市小拐乡的科技特派员杨育

霞，在乡村振兴计划的致富发展与特色农业创新

开拓中，一直充当着领头雁的角色，她用自己的

所学所长，为小拐乡休闲农业的发展提质增效。

她组织农户观摩、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小拐乡 50

余户农牧民发展庭院经济、6 户农牧民发展农家

乐，以及一个大型骆驼养殖合作社发展驼奶产

业，庭院经济、农家乐、骆驼养殖合作社使农牧民

的收益增加了 200余万元。

近日，在自治区科技特派员制度 20 周年总

结电视电话会议上，当杨育霞被问及获得自治

区通报表彰的感想时，她表示，这只是对她阶

段性工作的肯定，科技特派员的服务工作任重

道远。

科学种植为产业赋能

“之前在中国科学院时，我们团队从国外引

进了洋甘菊，在小拐乡进行试种。通过十几年的

栽培选育和产品开发，我们发现小拐乡特别适合

洋甘菊的规模化种植。”杨育霞说。

担任科技特派员后，杨育霞结合小拐乡气候

特征与土壤状况，决定着力发展洋甘菊种植和乡

村旅游。在小拐乡党委政府和富民公司党支部

的强力推动下，借助中国科学院团队的试种成

果，杨育霞不断摸索创新栽培模式，开发了“秋种

春收，一年两茬”的种植模式，即头年秋天播种洋

甘菊、第二年 5 月收获完成，紧接着种植一茬玉

米，实现了耕地的高效利用。这一创新也成为小

拐乡种植业产业结构调整，乡村振兴、科技兴农

战略中的一大助力。

为确保产品优质高产，杨育霞团队与相关大

学、科研院所建立转化机制，聘请农业专家做技

术指导，发展洋甘菊种植、加工、销售及观光旅

游，带动小拐乡形成新型、高产出、高效率的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绿色生态产业，引导当地农牧

民走上致富路。

每年 5 月，在小拐乡芳香植物园中，杨育霞

都会带领团队对参与洋甘菊采摘加工的农牧民

进行现场培训，让他们能够熟练掌握洋甘菊的采

摘、烘干要领。

杨育霞团队所在的克拉玛依市富民农工

商实业总公司，还相继打造了“玛依姑娘”“克

拉先生”等品牌，为小拐乡农特产品穿上“嫁

衣”，摇身变为“克拉玛依礼物”。庭院蔬菜、驼

奶粉、洋甘菊茶、精油、面膜、面霜等系列产品，

代表着克拉玛依的形象，走出农村、走进城市、

走向全国。

小拐乡农特产品品牌化，让农户省去了从种

植、养殖源头到销售渠道等需要操心的诸多问

题，杨育霞团队一站式的贴心帮扶，让不少农牧

民为这位特派员竖起了大拇指。

休闲旅游开辟致富新路

小拐乡位于克拉玛依市东南部，80%以上为

哈萨克族，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自治区

级乡村旅游重点村”等称号，是克拉玛依市唯一

一个农牧业乡。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是

农牧民增收致富的一条新路。

杨育霞仔细研究了小拐乡的发展情况与前

景，结合克拉玛依市、区两级科技局及小拐乡党

委政府的工作部署，决定在休闲观光农业方面不

断培养农牧民产业人才队伍，开展乡村特色种植

业+旅游，更多地带动和培训当地农牧民加入到

休闲农业发展和特色农产品开发之中。

杨育霞说：“一开始，村民也有抵触情绪，比

如我们好不容易在市区组织了一批游客到村民

庭院采摘瓜果、蔬菜，进行现场销售，但村民觉得

游客把树扒坏了、把菜秧子拔掉了，于是不让游

客进门，还把进了庭院的客人都轰了出来。”

杨育霞发现问题的症结是对游客缺乏有效

引导，出现了误踩花草与果蔬秧苗的情况，从而

使村民对游客产生了抵触情绪。于是，杨育霞与

团队成员不断组织村民培训，耐心细致地讲解如

何进行客流疏导、如何进行有效采摘、如何在庭

院中现场销售并有效保护好秧苗的办法。同时，

他们还对村民进行礼仪培训，为旅游工作的开展

提供了周到全面的保障。

在科技特派员的帮助下，村民对旅游的态度

有了根本改变。如今，村民主动在村口迎接旅游

大巴车，积极向游客宣传自己家的瓜果蔬菜、农家

乐，小拐乡的乡村游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好口碑。

杨育霞从 2013 年扎根小拐乡工作，十年如

一日地坚守乡村振兴事业。通过杨育霞的不懈

努力，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和现代农业生产理念

也扎根小拐乡，村民从“等、靠、要”转变为了“产

业兴农”的主力军。

因地制宜推动三产融合
她领农牧民走上绿色增收路

务体系，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

科技人才支撑。

李少波说，每次遇上难事、急事，科技特派员

就像“天降神兵”，有求必应、有困必纾。以前看

上去“高高在上”的专家、知识分子，如今实实在

在地成了乡亲们致富路上的“主心骨”。

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项生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小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项生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小
麦田中麦田中，，收割机在收获小麦收割机在收获小麦。。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杜杰杜杰摄摄））

科技特派员益见智（左一）在苦荞茶加工车间与工人研究新产品。
本报记者 颉满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