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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以科技特派员身份

派驻到通渭县清凉沅金银花

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以来，

史兆辉在全县11个乡镇 132

个村开展金银花技术管理培

训100余场次，参加培训人员

1.2万余人。在他的努力下，

通渭县的金银花由 1株发展

到现在种植面积达 14万亩，

形成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致

富的朝阳产业。

农民最害怕东西生产出来却卖不出去。我们把菌棒做

好，构建了“草—菇—饲—肥”循环经济模式，创建了“统一

制作菌袋、农户管理出菇、公司回收产品”模式，让农民在家

门口也有打工的地方。

祁登荣
科技特派员、宁夏彭阳县福泰菌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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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派

电视剧《山海情》热播后，统计数据显示，我

国食用菌销量增长了 10%。然而，种出一朵菌菇

容易，要把它易地规模化、产业化，谈何容易。

而最近，宁夏固原市彭阳县闽宁现代循环农

业科技示范园（以下简称闽宁农业园）正在开展

食用菌绿色标准园建设，该园 10 栋占地 30 亩的

香菇大棚，即将改造升级。

这是因为 15年来，在黄土高原的大山深处，

科技特派员、彭阳县福泰菌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福泰菌业）总经理祁登荣将闽宁农业园经营

得红红火火，他要将福建的菌草技术和专业人才

本地化。一方面，祁登荣对杏鲍菇、香菇、双孢菇、

秀珍菇等品种进行了开发试验，使这些菌菇年产

值达 2000多万元；另一方面，他累计培育本地技

能型人才50人，培养专业技术人才100余人。

从水土不服到落地生根，一朵小菌菇的“驯

化”之路折射出东西部科技合作的大格局，映射

出农业科技人员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大

精神。

“驯化”菌菇的祁登荣，是一名土生土长的科

技特派员。

1997 年，闽宁第二次联席会议将菌草技术

列为闽宁协作扶贫重点项目。福建农林大学

菌草技术研究所所长、科技特派员林占熺来到

彭阳，提出了针对六盘山区气候特点打造反季

节菌菇基地的设想。很快，他们种出了宁夏第

一朵菇。

随即，闽宁两省区科技厅设立菌草技术扶贫

专项，鼓励彭阳菇农与福建农林大学科研人员结

对，学习如何用玉米芯、玉米秆作培养基，并利用

废旧窑洞和设计土棚示范种菇。这些实践再获

成功。2003 年，宁夏扶贫办决定在彭阳、永宁两

地建菌草技术扶贫基地，在彭阳办菌草技术菌种

制作中心。

菌草种植规模的迅速扩大，农户收益却千差

万别，有的一棚收入超过万元，有的颗粒无收亏

本欠债。究其原因，不是技术不好，而是技术没

有本地化。

在这重要关头，闽宁协作第七次联席会议作

出推进菌草技术本地化的决定，双方决定在彭阳

县城阳乡长城村建一个以食用菌生产、研究、开

发、示范为主的闽宁农业园。宁夏科技厅确立了

彭阳县围绕食用菌选派科技特派员的科技专项，

福建省科技厅则选派福建农业科学院法人科技

特派员入驻彭阳县。

让谁担此重任？祁登荣被宁夏科技厅选派

为彭阳县科技特派员，负责闽宁农业园的建设和

经营。

从部队转业回乡，祁登荣被分到了彭阳县林

业战线。他先后去过 3个林业站，样样工作有声

有色。但他坦言：“虽然自幼生长在彭阳农村，对

栽树种粮挖土豆十分在行，可让我种蘑菇，真的

是天方夜谭。”

通过一段时间学习，祁登荣坚信菌草技术

能把秸秆变成金。面对未知的菌草世界，他带

领团队虚心向福建来的技术人员请教。祁登

荣住在闽宁农业园，干在闽宁农业园，还成立

了自己的菌草产业公司福泰菌业，一边攻关技

术，一边指导农户。

从种土豆改行养蘑菇

从 2007 年开始，祁登荣带领彭阳县福泰菌

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始潜心研究如何让菌草技术

本地化。

彭阳县气温低、环境好、农作物资源丰富，适

宜菌草生长。然而南方的菌菇培育技术到了彭

阳县只在春夏适用，简言之，在彭阳县不同的季

节需要不同的菌种控制技术。

“我们刚开始种植菌菇时并不成功。拿杏鲍

菇来说，2010 年之前，我们每个菌棒上的平均单

产不到 2两，感觉是在碰运气。”祁登荣说。

祁登荣深深感到，如果不掌握各环节的技

术，要把产业发展起来很困难。他做了一个大胆

的决定：到南方菌菇企业去打工。

“你把别人派过去，即使学好了，也不一定能

留在身边，所以必须自己先学会技术。”祁登荣说

服了家人，安抚了员工，先后来到福建南平、漳州

产品连续11年获有机认定

占地 500多亩的闽宁农业园里，有日产各类

鲜菇 5 吨、年产 1800 吨的食用菌周年化、工厂化

生产线 1条，液体菌种生产线 1条，配套自动化控

温控湿设备，这些生产线和设备让生产效益和经

济效益“火箭式”增长。

在福建和宁夏两省区科技厅的连续支持下，

闽宁农业园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上海食用菌研

究所、宁夏大学等单位结成了技术创新联盟。特

别是 2018年被批准为宁夏现代农业（食用菌）展

示区以来，闽宁农业园实施了《宁南山区菌草循

环经济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项目，已申

请国家专利 12 项，登记宁夏科技成果 2 项，并被

命名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但作为科技特派员，祁登荣始终在思考，除

了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以外，如何才能领着

农民富。

“农民最害怕东西生产出来却卖不出去。我

们把菌棒做好，构建了‘草—菇—饲—肥’循环经

济模式，创建了‘统一制作菌袋、农户管理出菇、

公司回收产品’模式，让农民在家门口也有打工

的地方。”祁登荣说。

除去成本，产生的利润全部归种植户所有，

祁登荣的这种做法，使农户户均纯收入增加了 2

万元左右。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祁登荣还与周边

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建立联系，用工优先吸收建档

立卡户的劳动力。对有文化基础、能够吃苦负责

的人加大技术培训，保证他们长期在园区工作，

获得稳定收入。

彭阳县城阳乡年过六旬的庞世福，刚开始一

个人在园区打工，儿子儿媳在外地“挣大钱”。后

来孩子们发现老爹不但能顾家，挣的一点都不比

自己少，便双双进了闽宁农业园。七八年来，老

少三口一边在家里养着牛，一边每年还能从闽宁

农业园挣回 10多万元。

让祁登荣骄傲的是，如今闽宁农业园农民的

技术力量非常雄厚，在闽宁农业园务工超过 10

年的达到 20多人，在所有技术人员中超过一半。

“杏鲍菇通过多年的集成创新，技术体系已

经成熟了，我打算让香菇、平菇等品种的种植也

实现工厂化。”祁登荣说。近几年，祁登荣致力于

回收当地农作物秸秆大力发展平菇生产，农民每

亩农作物秸秆纯收入达 300 元，涉及 4 个乡镇

3000多户，户均增收约 1500元。

祁登荣笑着说：“如果市场销售鲜菇达到 10

吨，闽宁农业园的产值就翻番了。”

让农民在家门口富起来

祁登荣祁登荣：：黄土高原上黄土高原上““驯化驯化””南方菌菇南方菌菇

7 月 25 日，走进新疆阿克苏市依干其镇良种尤喀克乔格塔勒村蔬菜产

业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整齐划一的温室大棚。大棚里蔬菜长势喜人，

一派丰收“钱”景。在这里，阿克苏市科技特派员陈林先见证了农业技术为

农村带来的变化。

1992年，陈林先从四川来到阿克苏，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他踏入了种

植大棚蔬菜的行业，一干就是 30个年头。

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陈林先对科学种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年他

一直坚持学习、钻研蔬菜种植知识，提升种植管理水平，积累致富增收经验，

总结出一套蔬菜生产技术和致富经验，通过“传、帮、带”方式传授给各族群

众，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发挥个人所长，助农户增收致富

2004年以前，良种尤喀克乔格塔勒村农户只知道种小麦、玉米、棉花等

大田作物，由于人多地少，每年挣不了多少钱。后来，依干其镇政府利用该

村地处城郊的位置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通过以奖代补

的方式为农户修建了温室大棚。

陈林先回忆说，当时政策非常好，但是很多农户种菜的积极性却不高，

一方面是受传统生产方式观念的束缚，另一方面是因为不会种、不敢种、怕

赔钱。为此，他主动当起了政策“宣传员”，挨家挨户做工作，并承诺不会技

术他来教、挣不上钱他来补。

陈林先免费给农户提供菜苗，上门指导病虫害防治和蔬菜种植技术，就

这样，种菜的农户一年比一年多了起来，乡亲们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陈林

先也因此成了村里的“蔬菜种植顾问”。2006年，他被聘为阿克苏市第一批

科技特派员。

“从被聘为科技特派员起，我就深刻认识到自己肩负着以科技致富、以

智兴农的科技特派员的责任和使命，我一定要发挥所长，帮助当地群众增收

致富。”陈林先说。

传播新理念、推广新科技、应用新设施

多年来，陈林先坚持学科技、用科技、教科技，坚守“以农民为中心”“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服务理念，根据农民实际需要，他采取现场指导、培

训教育和典型示范，“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一起干”，传播新理念、推广新科

技、应用新设施。

从 2005年起，陈林先每年都要引进一批新品种，先在自己地里做对比试

验，成功后再大面积推广应用，先后引进辣椒、黄瓜、番茄、茄子新品种 70余

个，并引进苗木嫁接、膜下滴灌、疏花疏果等10余项新技术，普及旋耕机、卷帘

机、增温系统、移动式喷灌系统等先进设施设备。同时，他还规划设计了适应

阿克苏当地气候的采光好、空间大、适合机械作业的“下挖式连栋温室”。

2012年 7月，陈林先创办了先行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先行果

蔬合作社），通过“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年均培育茄子、辣子、西红

柿、黄瓜、苦瓜等优质蔬菜种苗 600余万株，年服务农户 1500余户，年均吸纳

80余人就业。

依托先行果蔬合作社，陈林先每年开展蔬菜种植技术培训班 50 多期，

辐射带动发展蔬菜种植农户 1320 余户，指导新建温室 1200 余座，指导蔬菜

种植农户年均增收 2.5万元以上。

家住阿依库勒镇克什勒克艾日克村村民麦麦提·阿吾提是当地小有名

气的西瓜种植大户，日子过得十分红火。每当说起自己现在的生活，他都会

感谢“陈大哥”。他说：“陈大哥经常来为我指导西瓜种植技术，给我讲如何

施肥、浇水，特别耐心。在他的帮助下，我种植的西瓜亩产能达到四五吨。”

“看到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土地利用率提高了，优质高效的栽培技术推

广普及了，作为科技特派员，我感到十分自豪。”陈林先说。

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

“检验农村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

有。”“自己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陈林先用“一亩园十亩田”的理

论，不但让自己富起来，还让周围的乡亲跟着富了起来。

“如今我们家的日子越过越好，这都要感谢我的好兄弟陈林先。”农户买

买提·依明说。受陈林先的影响，买买提·依明不仅将自己的20亩地陆续改造

成了菜园，还动员自己的3个儿子和1个女婿都来种菜，亩均增收8000元。

为了延长种植产业链、更好抵御市场风险、促进社员和周边种植户增

收就业，2021 年 11 月，陈林先领办的先行果蔬合作社与阿克苏市河畔农

居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阿克苏戈壁枣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三家合作社组

建了阿克苏天椒红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通过“联合社+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联合社健全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利益联

结机制，走出了一条科技特派员与农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

新路子，打造了集品种推广、规模种植、加工贸易、文旅休闲于一体的融合

发展样板基地。

这些年，陈林先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全国科普兴村计划科

普带头人”“自治区十佳科技特派员”“自治区级农牧民高级技师”“自治区级

劳动模范”等称号。前不久，作为被表彰的科技特派员代表，陈林先在自治

区科技特派员制度 20周年总结电视会议上作了发言。

“自治区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 年来，作为亲历者，我信心十足。今

后，我将继续不忘初心、履行使命，在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中不断作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争做一个创业型、创新型、创优型科技特派员，培育更多有文化、

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型农民，使各族群众共同发展、共同富裕。”陈林

先说。

科特派当“种植顾问”

蔬菜大棚里收获好“钱”景

陈林先在阿依库勒镇克什勒克艾日克村指导村民麦麦提陈林先在阿依库勒镇克什勒克艾日克村指导村民麦麦提··阿吾提西瓜阿吾提西瓜
种植技术种植技术。。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7 月中旬，绵绵细雨中，甘肃省通渭县农技

中心高级农艺师、科技特派员史兆辉站在通渭

县常家河直湾村村民董玉玺的金银花地里，又

一次跟村民聊起了田间管理的事儿。

2019 年 7 月，史兆辉以科技特派员的身份

来到了通渭县清凉沅金银花产业扶贫开发有

限公司，开始了与金银花“朝夕相伴”的生活。

“说实话，年轻的时候没干出个啥，现在老了还

觉得自己小有成就。”自从 2016 年遇见金银花，

53 岁的史兆辉感觉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产业路上最早的开拓者

工 作 28 年 的 史 兆 辉 ，一 直 是 一 名“ 农 技

人”。“遇到”金银花后，他找到了施展技能的

“最佳对象”。

为确保金银花产业在通渭生根发芽，2016

年 10 月，通渭县农业农村局牵头，抽调包括史

兆辉在内的农业、林业领域中的技术骨干，成

立了金银花产业办公室，负责全县范围内金银

花适宜种植区域调研规划、种苗质量监察、苗

木发放、栽植技术培训、田间病虫害防控等相

关技术工作，为金银花产业发展打好基础。

时下，走进通渭县常河镇直湾村董家社金

银花种植点，一颗颗金银花树伫立田间，一簇

簇金银花尽情绽放，75 岁的董玉玺正和老伴在

地里摘花，这是今年摘的第三茬花儿了。“我们

俩 已 经 摘 了 21 天 ，每 天 摘 的 花 能 卖 300 元 到

400 元。”尝到甜头的董玉玺笑着说，但是刚开

始他并不这么认为。

那 时 候 由 于 没 见 过 金 银 花 ，很 多 农 户 不

愿种植，在计划种植金银花的地里抢先种上

了玉米。

面对阻力，镇、村、社干部和史兆辉没有气

馁，他们分头行动。镇、村、社干部从政策层面

动员老百姓，而史兆辉则从技术层面为老百姓

答疑解惑、打消疑虑。在大家的努力下，董家

社有近一半的农户种上了金银花。

不能辜负农户这份信任

史兆辉觉得，既然老百姓相信自己，就不能

辜负这份信任。只要一有空，他就访农家、进

田间，为农户耐心讲解政策、手把手教授技术、

精准对比计算收入，并从修剪、施肥、病虫害防

治以及金银花采摘整个环节都进行热情指导，

全程跟踪服务，确保每棵树都管理到位，提高

产量。

现在，董家社 68 户社员，家家都种金银花，

个个社员都能精细管理、科学种植。董家社的

金银花每亩收入达到了 6000 余元，农户真正尝

到了金银花带来的甜头和希望。“我们这一整

块金银花地能管理得这么好，主要归功于科技

特派员史兆辉，他付出了很多，现在我们都成

老朋友了。”董家社社长董甲宝说。

“金银花树长得大，产量高，经济效益好。

看到农户们喜笑颜开的面孔，我作为一名科技

特派员，由衷地感到高兴，很有成就感。”史兆

辉深有感触地说，在他眼中，金银花成了他农

技路上的“新朋友”，而他则是金银花地里农

民的“老朋友”。

开启“智慧”种植模式

大范围推广种植金银花的问题解决了，如

何提高金银花的品质、提高采摘效率、减少田

间管理消耗的人力物力，这一系列问题又摆在

了史兆辉面前。

6 月的通渭县李家店乡万亩金银花标准化

种植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一行行

标准化种植的金银花田畦里，金银花树挺拔伫

立。为了提高标准化种植水平，李家店乡按照

“统一苗木供应、统一施肥用药、统一收购加

工、统一商标、统一销售和分户管理”的模式，

在王家河村新建蓠架吊蔓式绿色标准化生产

示范基地 800 亩，在姚川村改建立杆辅助型绿

色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1200 亩，开启了“智慧”

种植模式。

经过多年的摸索与钻研，现在的史兆辉不仅

是金银花产业的“土专家”，更是多项新型技术的

发布者和参与者。截至目前，史兆辉团队已发布

1项省级地方标准和 4项国家新型发明专利。史

兆辉还被评为 2020 年度通渭县优秀科技特派

员、2021年度定西市优秀科技特派员。

只 要 有 金 银 花 的 地 方 ，就 有 史 兆 辉 的 足

迹。自从以科技特派员身份派驻到通渭县清

凉沅金银花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以来，他在

全县 11 个乡镇 132 个村开展金银花技术管理

培 训 100 余 场 次 ，参 加 培 训 人 员 1.2 万 余 人 。

2020 年，他负责为全县 12 个乡镇 3 万多亩地发

放金银花苗木，共计 2000 多万株；2021 年负责

为全县 14 个乡镇 1.8 万多亩地发放金银花苗

木，共计 1000 多万株。在史兆辉的努力下，通

渭县的金银花由 1 株发展到现在种植面积达

14 万亩，形成了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

朝阳产业。

在甘肃通渭县，有金银花的地方就有他的足迹

及上海等地的食用菌企业打工。

“人家干啥我干啥，一边干一边摸索。”祁登

荣打工期间还认识了一些专家，这些专家也成为

日后解决各种疑难杂症的宝贵资源。

祁登荣不断积累技术和经验，最后形成了自

己的整套技术方式。2015 年，通过不断磨合，闽

宁农业园生产步入正轨，杏鲍菇单个菌棒的产量

达到了 4两。

祁登荣说：“品相虽然参差不齐，但产量稳

中有升，这又坚定了我把这个产业向前发展的

决心。”

祁登荣团队大胆尝试用当地特有的玉米芯、

柠条、苜蓿等资源做菌种培养基。这种方式种出

的“六盘山珍”品牌的菌菇，口感好、白度好、成本

低。“六盘山珍”系列产品更是连续 11 年获得有

机产品认定。目前，祁登荣团队的技术已在国内

80%的企业推广开来。

经过十几年“驯化”，如今闽宁农业园种植的

杏鲍菇每个菌棒产量平均为 7两，最高时能达到

8 两，香菇、鸡腿菇、双孢菇等品种也逐步落地。

福泰菌业获评宁夏科技小巨人企业、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精准脱贫扶贫车间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