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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中国农业大学扎根河北曲周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范世辉 于文静 胡浩

“你能相信吗，我以前非常内
向，除了是和特别熟的人，不然基本
不说话，即使是在照片上，眼睛都是
朝地上看的。”在和记者聊天时，中
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
黄成东语速飞快、滔滔不绝，时常加
上一些手势，眼中闪着跳跃的光。

2009 年，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
邯郸市曲周县的乡村建起科技小
院。通过专业硕士扎根农业生产一
线，开展科研和农技推广。黄成东就
是早期入驻科技小院，在基层锻炼后
成为中国农大的一位优秀教师。

2010 年 4 月，在大河道乡后老
营村村支书李振海和乡党委政府邀
请下，研究生黄成东、李宝深和河北
省农林科学院的刘全清老师，分别
拎着被子住进了村里刚刚翻新好的
村委会房间，建立了后老营科技小
院。提起那段时光，两个故事让黄
成东至今难忘：

一个是帮助农民解决西瓜种植
重茬病。后老营村由于连年种植西
瓜导致土壤连作问题严重，西瓜个
头越来越小、产量越来越低，瓜农十
分焦急。黄成东通过刻苦钻研嫁接
育苗技术——把西瓜苗嫁接到南瓜
根系上，最终有效抵御连作障碍，西
瓜产量提高了 50%至 108%，通过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大大改善了西
瓜品质，帮助村民们实现增收。

后老营科技小院师生开展多项
田间试验，建立了以西瓜嫁接育苗
移栽、测土配方施肥、优良品种选用
和播期密度调整四大关键技术为核
心的小麦/西瓜/玉米绿色高产高效
技术体系。

“农民对我们特别热情，为了
表示感谢，经常上门给我们送菜，
有时候屋里的菜都堆得放不下了，
很长时间不用出去买。”黄成东感
慨地说。

另一次难忘经历是 2012 年夏
天。村民李平海因为想赶在西瓜涨

价时卖个好价钱，没有通知黄成东
就收获了一个试验小区的西瓜，两
人“不打不相识”。黄成东说，当时
他们争执了十多分钟，好在李平海
在收瓜时清点了数字，而且把瓜摆
放在特定位置，所以能够挑拣出来
重新过秤，拿到了试验数据，否则一
年心血只能白费。

“想想自己当时真是年轻，不淡
定。当天晚上我就后悔了，给平海
叔打了电话，他正一个人在马路上
走。我找到他，俩人坐在一块把白
天的事都说开了。”他说，从此以后
他们成了忘年交，平海叔经常邀请
他到家里吃饭，几年来已经记不清
吃过多少顿饭。

“曲周招待客人极高规格的韭
菜馅饺子，我就吃了很多次，现在回
想起来都是满嘴的韭菜香。平海叔
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我把他当
成了父亲一样的亲人。”黄成东感慨
地说。

组织村民购买放心农资、推介
方形和心形西瓜种植技术、为西瓜
销路跑市场、冬闲时候给农民做培
训⋯⋯科技小院师生在当地广受好
评，黄成东也经历了成长的蜕变。

“2010 年冬天，61 场农民培训
做下来，我再也不紧张了，可以直接
上图‘讲干货’。”

“干活之余，农民躺在地里，我
们也躺在地里，一起聊天。距离拉
近了，信任才更深。”

“农民需要的并不多，有人陪陪
他们，和他们聊聊生产上的问题，一
起想办法，他们就很开心了。”

⋯⋯
2011 年，在后老营科技小院成

立一周年之际，全体村民自愿集资
邀请豫剧团到村里演出，感谢师生
驻村支农。回首科技小院的日子，
黄成东说，成为农民的自家人，将青
春美好的时光奉献给服务乡村振兴
事业，这是他人生“最精彩的经历”。

西瓜地里体验人生的精彩

在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们指导下，河北
省曲周县德众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李得宾学会了种葡萄靠“减产”挣钱。

“第一年基本没卖啥钱，种了 80 亩
葡萄，都赔进去了。”李得宾回忆起2012
年第一年种葡萄时说，虽然亩产7000多
斤，但因着色不均匀，葡萄卖不出去，大
部分都烂在了地里。

对这次失败，李得宾是有心理准备
的。他想探索有机葡萄种植，但不用化
肥、不打农药，他之前没干过。

听说中国农大曲周实验站里有能
人，李得宾就跑到实验站向中国农业大
学教授、高级农艺师杨合法求教。杨合
法是有机农业方面的专家，随即带着李
得宾察实情、找原因、出对策。

“葡萄坐果后至少疏除七成以上果
穗，亩产量控制在2000斤以内。”杨合法
和几位老师看后，让李得宾把好好的果
穗除去一大半。杨合法解释说，有机葡
萄种植需要经过三四年施用有机肥，才
能实现改良土壤、增加有机质的效果，如
果不控制产量，土壤肥力跟不上，就会出
现很多问题。

李得宾半信半疑，但还是照做了。
2014 年，葡萄亩产降到了 2000 斤

左右。李得宾带着他的“精品葡萄”开始
到外地果蔬市场售卖。虽然个头小了
点，但葡萄的品相不错、口感好、甜度
高。开始，他还是按照普通葡萄的价格，
每斤三五元向外销售。没想到，卖出的
葡萄大受欢迎，后来，他的葡萄以每斤十

几元的价格被抢购一空。
“这办法真行，农大老师就是厉害，

咱农民种地就得相信科技。”李得宾笑得
合不拢嘴。

有了中国农大老师的帮忙，李得宾
的葡萄种植合作社经营得越来越红火：
种植面积从 80 亩扩大到 500 多亩，并尝
试与蔬菜间作种植；应用富硒葡萄种植
技术，葡萄品质进一步提高，每斤价格超
过30元；尝试酿制葡萄酒，延伸产业链，
提高附加值⋯⋯几年来，李得宾始终控
制着葡萄的产量，直到 2018 年，土壤肥
力非常好后，他才按照建议把每亩产量
提高到3000斤左右。

“我种葡萄不追求高产，只追求品
质。客户们每年都盼着我的葡萄下果

呢！”李得宾说，中国农大老师指的路子
就是“供给侧改革”，这路子走对了。

2018 年 4 月，在李得宾的极力邀请
下，中国农大研究生姬廷廷和李增源来到
合作社，吃住在此，研究实验葡萄种植新
技术。他们对36个大棚进行测土配方，
开展精准施肥；建议安装水肥滴灌设备，
水肥使用每亩减少近一半，又大量节省了
人工；研究数据遥感监测技术，实时监测
并自动控制葡萄大棚温度、湿度⋯⋯

眼下，虽然合作社 120 亩早熟葡萄
还有一个月才上市，但李得宾已经以每
公斤15元的价格签下了5万公斤订单。

提到今年的收成，李得宾难掩感慨：
“我种葡萄能有今天，完全是农大师生的
功劳！”

靠“减产”挣钱

在中国农业大学与河北曲周结
缘46年的故事中，老支书王怀义的
几次“折腾”加深了这段“缘分”。

在曲周县王庄村村口，记者见
到了年逾八十的王怀义。因为曾担
任过王庄村党支部书记，人们都亲
切地称呼他“老支书”。

上世纪70年代初，王怀义从部
队退役后回到家乡。当时的王庄村
到处都是盐碱地，村里连喝的水都
没有，要喝水只能去邻村提。

“这里的土种地不行，村里靠吃
国家救济粮。有灾的年份，全村一
年吃救济粮 16 万斤。”想到当年的
情景，王怀义仍摇头叹气。

作为当时的村支书，王怀义觉得
自己必须得想想法子。1975年，王怀
义打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在石元春、辛德惠等农大科学家努力
下，曲周首个改土治碱试验点张庄
村有了明显改善。

王庄村和张庄村距离3公里。王
怀义坐不住了，他跑到张庄，再三说明
村里情况，请老师们帮王庄治碱。

“辛先生带着工具就跟着我来
到王庄。”王怀义回忆说。

就这样，王庄村开始了艰难的治
碱之路。王怀义说，那些年，农大的
老师和村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
在一起。“有一年冬天，村里的一个小
水坝溃坝，农大的老师们直接就跳进
水里挡水。我一看，跟着跳下去，村
民们也一道干，直到堵住溃坝。”

打井、翻地、整田⋯⋯在农大老
师们的帮助下，王庄村的地里渐渐

有了收成。
“头一年干、第二年变、第三年

为国家拿贡献。”看到令人欣喜的变
化，王怀义这样鼓励大家再接再厉。

多年过去，改土治碱有了成效，
王怀义却没有停止“折腾”。

2009 年，已经不再是村支书的
王怀义了解到，合作社可以把土地
集中起来经营，提高产量。王庄村
能否成立合作社？他坐上北上的火
车，找农大的老朋友讨主意。

“农大老师说，合作社完全符合
国家政策，你的想法很好，大胆干吧。”
王怀义请来农大曲周实验站的老师做
技术指导，合作社慢慢步入正轨。

田间地头总有各种各样的情
况，经常得去曲周实验站找老师咨
询。王怀义琢磨着，如果农大师生
就住在村里，可以随时帮村民解决
技术问题，那该多好啊。

他把自家儿子的房子腾出来让
师生们住，在王庄村建起科技小院。

从 50 亩地试验田，到 100 亩、
500 亩⋯⋯试验田面积越来越大，
产量也明显提升。科技小院得到大
家的认可，王庄村的农业发展之路
也越走越顺。

如今，王怀义还想继续“折腾”，
他仍在与农大师生商量，如何实现
村里农业的转型升级。

建立生物质燃料厂、发展手工
业和养殖业、生产富硒小麦⋯⋯王
怀义有着各种探索的想法。“为了给
村里做点事情，我不怕失败，更不怕
折腾。”他说。

“爱折腾”的老支书

白皙的皮肤，秀气的脸庞，会笑的
眼睛。很难想象，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
王晓奕同时是一个承包土地种葡萄的

“农民”。“我包地种葡萄不是为了挣钱，
就是想看看书本上学的东西应用在农
业生产中是什么样子，防止做技术推广
时误导农民、被村民说‘中听不中用’。”
谈到包地的初衷，王晓奕腼腆地笑了。

王晓奕是 2017 级中国农业大学
植物营养系专业硕士研究生。从小在
城市长大、读书，王晓奕一直是家里的
乖乖女。按照中国农大对她这个专业
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她的大部分学业
要在河北省曲周县农村度过。这里有
中国农大建立的“科技小院”，她要吃
住在此，一边做研究、写论文，一边向
农民推广农业技术。

前衙村有近 2400 亩耕地，超过
2000 亩种植了葡萄，有 30 多年葡萄
种植传统。然而，近几年传统的葡萄
种植遇到了麻烦。

“多年种植葡萄，土壤‘累坏了’，
病虫害加剧，葡萄产量和品质一直在
下降。”前衙村党支部书记龙书云说，
群众看葡萄长势不好，就使劲施肥浇
水打药，可效果并不明显。

前衙村支柱产业遭遇瓶颈，必须
更新种植理念，改进种植方式。

2017 年 9 月，龙书云找到中国农

业大学曲周实验站，请求师生们提供
技术指导。随后，王晓奕和同学们来
到前衙村，他们住在一个闲置的农家
院落里，建立了“前衙科技小院”。

刚到村，王晓奕就和同学们对全
村120多块田地进行取样检测和田间
管理调研。调查发现，土壤中氮磷钾
含量太高，而葡萄生长所需的其他重
要养分却很少。找到问题根源后，王
晓奕等人开始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引进
测土配方施肥、滴灌、水肥一体等综合
管理技术。他们在前衙科技小院里做
了非常直观的模型，对葡萄种植户进
行“手把手”培训。

可是，不少村民对科技小院宣讲
的技术不以为然。“我种葡萄 20 多年
了，你们弄的这套办法是‘纸上谈兵’，
真正用起来肯定不好使！”当时，村民
郭连成摇着头说。

王晓奕以前从来没种过葡萄，甚
至连葡萄树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现
在要给群众讲种植技术，她心里也没
底。群众问的问题经常答不上来，自
己憋个“大红脸”。

“自己动手种葡萄，看看这套技术
管不管用。”王晓奕和同学们暗下决
心。2018 年 3 月，他们自掏腰包凑了
6000 元，承包了一亩三分地，作为葡
萄种植新技术试验田。

对 王 晓 奕 来 说 ，这 是“ 背 水 一
战”。“自己种的葡萄树要是长不好，白
白损失了承包费不说，以后也就别在
村里‘混’了。”她说。

20 多岁的娇娇女，从此成了地地
道道的“农民”。白天干农活，晚上写
日志、分析数据，王晓奕从什么都不懂
到葡萄种植“百事通”，渐渐取得了群
众的信任，每天一出门就有很多人围
过来问这问那。“我们这姑娘可好了，
人长得漂亮，葡萄种得也好，乡亲们把
她当‘宝贝’。”一位村干部说。

2018 年 8 月，王晓奕种的葡萄丰
收了。试验田不仅在水肥上节省了一
大笔开支，葡萄的品质还特别好。产
量提高 10%，节水率 41%，综合节肥
率 43.46%，水肥管理省时省工，除草
剂使用次数为零⋯⋯“硬邦邦”的数据
说话，农户们彻底服了，葡萄种植新技
术迅速在田间推广。

然而，王晓奕探索改进水肥管理
技术的脚步没有停下来。2019 年 3
月，她和当地两个种植户合作，将试验
田扩大到了14.7亩。

“从降低成本、增加产量、提高果
品质量等综合计算，如果村里2000多
亩地全部用上新技术，每年可增收400
万元。同时，可大大节省人工，减少群
众劳作时间和劳动强度。”龙书云说。

研究生“包地”种葡萄

“农大实验站里使用高产高效综
合技术，小麦亩产达到 1200 斤、玉米
1600 斤；一墙之隔的农民的地里，小
麦亩产仅有800斤、玉米1100斤。只
有一墙之隔啊，怎么会这样？”自1990
年回国后，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
学院教授李晓林在植物营养方面做了
大量基础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获得
了多项国家级奖励。然而，随着年龄
增长，一个问题越来越强烈地困扰着
他——科学研究怎样才能走到田野，
转化为农民实用的技术？

2009 年，李晓林放弃安逸的都市
生活，来到偏僻的曲周农村，开始了农
业科技推广探索。

开始，他带着青年教师和研究生
四处寻找科技推广试验田，多方努力
下，在实验站南20多公里处找到一块
集中种植玉米、小麦的田地。然而一
打听，这一块田地竟被几十户村民承
包，分成了几十个小块。

“想让农户做试验太难了，有的嫌
麻烦，有的不服气，还有的啥也不说就
是不行。”李晓林回忆说，他请乡村干
部帮忙协调，总算有20多户农民愿意
拿出连片的 163 亩地来试验。于是，
他们就利用这163亩地搞起了高产高
效技术推广的核心示范区。后来，他
们又在其他村庄陆续建起示范点。

在示范区或示范点，耕种仍以农

民为主体，只不过要种植李晓林团队
选的品种，按照标准来浇地、施肥、进
行田间管理。

为了全程跟踪农民生产活动，李
晓林和其他4位师生一天两次往返于
中国农大实验站和试验田之间。为了
不浪费时间，他们和白寨镇政府协商，
在镇政府附近找了一个院子安顿了下
来。放弃了农大实验站舒适的居住环
境，他们长年吃住在这个院子里，对外
挂起“科技小院”的牌子。

示范区第一季玉米成熟了，比其
他地方农民耕种的田地平均产量提高
了 16.8%。这样一来，农民们的积极
性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按
照示范区、示范点的方法科学种植玉
米和小麦。

看到北京来的专家指导的玉米获
得高产，后老营村村民们“眼红了”。
这个村是西瓜种植村，当时村民正苦
恼于西瓜死苗、产量低等问题。应农
民邀请，李晓林在后老营村建起了服
务西瓜种植的科技小院。

“小院一来，解决了西瓜连作障碍
问题，产量增加，品质改善。后来，我
们还成立了合作社，打开了市场。”一
位瓜农说，自此，村民日子越过越红
火。

科技小院开始在当地“发酵”。李
晓林又陆续应村民邀请在多个村庄建

设科技小院，农大植物营养学科的专
业学位研究生成了科技小院的常驻队
伍，他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开
展研究的同时搞技术推广，零距离、零
门槛、零时差、零费用服务农户。

科技小院越来越多，李晓林也成
了大忙人。他每年 30 余次自驾车往
返北京和曲周，一年中有 200 多天时
间在曲周和农民群众一起生产劳动。
就这样，被大家称为“农民教授”的他
一干就是10年。

今年 5 月 18 日，村民吕增银在白
寨科技小院遇到李晓林很是惊讶：“我
这几年没怎么种地，也不到小院来了，
你们还没走啊？”

“任务没有完成呢，走不了！”李晓
林半开玩笑地说。

此时，距吕增银和李晓林认识已
经10年之久。

吕增银说，前些年种地的时候，一
有事就找李老师和同学们，有时候半
夜把李老师喊起来，现在想想真是苦
了他们。

在李晓林的努力下，10 年间，科
技小院渐渐从曲周走向全国，在中国
大地上遍地开花。目前，已有23个省
份建设了127个科技小院。科技小院
不但拆掉了农民和科技之间的篱笆
墙，还培养了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研究生人才。

“农民教授”李晓林

4 月 19 日，河北曲周县德众科技小院的学生
在葡萄种植园采集实验数据。

4 月 19 日，中国农业大学学生在曲周实验站
做实验。

4 月 19 日，河北曲周县王庄科技小院的学生
去田里做实验。

4 月 19 日，中国农业大学学生在曲周实验站
做实验。

44月月1919日日，，河北曲周县德众科技小院的学生驾驶三轮车下田地河北曲周县德众科技小院的学生驾驶三轮车下田地。。

55月月88日无人机拍摄的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日无人机拍摄的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
本版图片均来自新华社本版图片均来自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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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年来，一代代中国农业大学师生深入河北省曲周县的田间地头，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展
现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奋斗、科学报国的赤子之情和责任、奉献、科学、为民的精神。

2018年10月22日至24日，《中国教育报》连续三天刊发题为《中国农大农业绿色发展示范区启动 千年曲周有望四
十五年实现农业“三级跳”》《千年盐碱滩上的“温饱试验”——中国农大一场接力45年的“赶考”记（上）》《千年盐碱滩上的
“小康试验”——中国农大一场接力45年的“赶考”记（下）》的报道，介绍了中国农大扎根河北曲周服务乡村振兴的动人故
事，多家媒体纷纷对此进行了采访报道。

今天，我们刊发新华社记者采写的相关报道，希望借此鼓舞更多知识分子在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祖国的大地
上共同书写爱国与奉献、拼搏与奋斗、严谨与求实的壮丽篇章。

编者的话

《千年盐碱滩上的
“温饱试验”——中
国农大一场接力45
年的“赶考”记（上）》

《千年盐碱滩上的
“小康试验”——中
国农大一场接力45
年的“赶考”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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