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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周刊·人物

站在陕西省大荔县安仁镇小坡
村的山头望去，万亩冬枣大棚铺向
天际，一车车冬枣从这里发出，走向
全国人民的餐桌、果篮。小坡村也
成了远近闻名的“冬枣第一村”“冬
枣亿元村”。

而20年前，近看水一片，远看
全是碱，种啥啥不长；辛苦一年没收
成，花钱全靠打短工……几句顺口
溜，却是小坡村的真实写照。

“多亏了李新岗教授和他的专
家团队对果农的指导，老百姓的日
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坡村党
支部书记薛安全说。

而像小坡村这样靠冬枣发家致
富的亿元村，在大荔县有 5 个。
2022年，大荔县冬枣年产值超过
60亿元，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
元大关，中国果业品牌价值53.68
亿元，枣类全国第一。

这一串串数字背后，都离不开
一个人，那便是陕西省科技特派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红枣首席专家、
国家林草局枣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李新岗。

长期以来，冬枣都是在9月成
熟收获，而且只有短短的40多天，
效益有限。能不能让冬枣有更长的
成熟供应期，更好的效益，甚至夏天
就上市呢？

李新岗带领团队在全国率先突
破了设施冷棚冬枣栽培技术，大大提
高了冬枣品质，经过示范推广，2010
年大荔冬枣设施栽培超过1万亩，亩
产值约2万元，这项技术也于2011
年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技术的进步是无止境的。
2011年起，李新岗和他的团队就开
始进行设施温棚（也就是日光温室）
冬枣试验。冬季1、2月份，外边冰

天雪地，温棚里30多摄氏度，他们拿
着实验仪器边测量边记录，终于在
2013年成功突破了自然降温破除休
眠的温棚栽培技术，从此温棚冬枣成
为大荔成熟最早的冬枣，上市早、价格
高、市场好，温棚冬枣亩产值增加到了
9万元，枣农的收入大大提高。

栽培技术、棚型结构在大荔冬枣
产区进一步优化和提升，形成了温棚、
棉被棚、双膜棚、普通冷棚等4种棚型
及其配套技术，冬枣成熟供应期也由
过去的40天延长到5个月，从5月一
直持续到11月。超长货架期和错峰
销售期，保证了市场价格坚挺、供不应
求，出口迪拜的优良品种，每颗冬枣6
元，每斤能卖到20美元。

“群众掌握了高科技就如同有了生
产上的‘硬技术’。”李新岗高兴地说。

除了技术推广，近年来，李新岗和
团队制定了《冬枣标准》等国家、地方

标准，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
统，开展全产业链数据监测与分析，开
展冬枣种植的智能监控、标准化管理
和农产品溯源。

冬枣成了大荔枣农的“幸福树”。
如今，村子里的青壮年已经成为冬枣
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以前，在村子劳动的大多是‘空
巢老人’，近年来，农民年龄结构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村子里30—50岁的青
壮年越来越多，究其原因，就是冬枣产
业旺了，年轻人还成为专业技术工人，
除了管理自家园子，还可以到其他冬
枣产区进行技术输出，按小时计酬，一
年能多挣好几万。”薛安全说。

“作为一名农业高校的教师，用科
技力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本职工
作。”李新岗说，未来将继续深耕冬枣
技术，做好技术推广和产业服务，努力
做让政府和百姓信赖的专家。

“枣专家”李新岗：努力做让政府和百姓信赖的专家

12月的陕西安康，气温接近0摄
氏度。而秦岭南麓的山上，枇杷树层
层叠叠，五瓣黄色小花点缀其间，随风
摇摆，空气中弥漫阵阵幽香。

“明年是枇杷收获大年，花多，得
把多的花给疏掉，才能保证结出的果
子大、产量高。”陕西省科技特派员、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鲁周民在枇杷树
间一边剪花，一边讲给身边的老乡听。

到今年，鲁周民已经在枇杷林间
穿梭了整整十年。

十年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安
康市汉滨区关庙镇建立了55亩枇杷、
狮头柑、紫阳金钱橘试验示范园。林
学院教授鲁周民担任了示范园的首席
专家，同时入选了陕西省科技特派
员。自此，鲁周民成了瀛湖周边、汉江
两岸的枇杷、杨梅、柑橘等果树种植户
家的常客。

今年3月份，汉滨区清泉村村委
会副主任张善猛连续几次打电话给鲁
周民，说村民的枇杷园里很多树上的
果实新梢出现了白色絮状物。鲁周民
赶到果园后发现是出现了严重的枇杷木
虱若虫危害。鲁周民及时制定了详细的
防治方案，并让张善猛督促群众严格按
照方案进行防治。最终及时止损，今年
全村仅销售枇杷一项就收入了700万
元。

事实上，鲁周民并不是一开始就获
得种植户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

“刚担任科技特派员时很‘闲’，除
了示范园的工作，周围村民很少来找
我，我就主动走出去找他们。”鲁周民
说，高校与农业农村的关系，最关键还
是取决于能否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
实惠。而这一切的前提是高校科技人
员必须第一时间到达田间地头，用农
民能听得懂的语言讲解技术操作，解
决实际问题，实现丰产增收。

转折发生在2016年。一场五十
年不遇的极端低温天气，气温降到了

零下12摄氏度，果树受到不同程度的冻
害。当时坐果较早、个体较大的枇杷幼
果全部受冻，但由于其生长特性，短时间
内受冻幼果不会表现出症状。为了防止
群众的“经验主义”——疏果操作中疏除
未受冻的个体小的幼果而保留已经受冻
但未显现症状的大果，鲁周民在大年初
八就赶到村里，向村干部和组长说明情
况，并要求必须马上通知到每一个枇杷
种植户，停止疏果操作管理。听完鲁周
民的指导，村民们半信半疑地停止了疏
果操作。而当天气回暖，受冻大果纷纷
掉落时，村民们彻底信服了鲁周民。当
年枇杷收入近100万元，没有出现严重
的经济损失。从此，果树种植户们年年
盼着鲁教授到自家果园示范果树种植管
护技术。

近几年，鲁周民在技术服务中特别
注重“效益”，把疏花疏果与套袋技术作
为技术突破口，使群众当年就可见到实
效，这一方法极大提高了群众应用新技
术的积极性。2019年，“瀛湖枇杷”成功
获批国家原产地地理标志产品。

今年，鲁周民又加入面向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科技特派团的工作中，被选
派到安康市白河县和商洛市镇安县从事
科技服务。鲁周民针对枇杷、杨梅、柑
橘、核桃、拐枣以及魔芋等产业，面向
1200多名果农、企业技术人员、林业技
术干部，开展管理要点、关键季节操作技
术、主要病虫害及防治关键时间与方法
等的具体讲解和现场操作示范。

从农村长大的鲁周民，从小就会干
农活，也深知农民的不易。

“我们学农的目的是帮助乡村摆脱
贫困，而不是从农村长大的我摆脱贫困
的乡村！”鲁周民常说，实现林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科技进步是不可或缺的一
环。科技特派员的任务就是实现新型管
理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做农业产业现
代管理技术研究示范与推广的一线实践
者，做敬农、爱农、懂农的新农人。

“新农人”鲁周民：
学农就学农就是为了帮助乡村摆脱贫困是为了帮助乡村摆脱贫困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赚——

黄土高原来了科技特派员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通讯员 杨远远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
在西北乡村的田间地头、果园畜圈，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他们头顶专家、学者的光环，一个个

却皮肤黝黑、裤脚带泥，将先进的养殖种植技术理念教给农民，手把手带着农民脱贫致富的同时，将
问题难题带回大学实验室。他们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技特派员，把科研论文写在黄土地上
的农业科学家。

为推动大学科研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事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

选派了2500余名理论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科教人员担任科技特派员，深入果园、瓜田、
畜圈，“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赚”。

十余年来，科技特派员们扎根农业农村一线，对接贫困县、包扶县，包抓企业、合作社；对
接贫困村、联系贫困户，常年开展科技成果推广、技术指导培训、创新创业指导，把大学的新技
术、新成果送到农民的田间地头，助力农民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发展贡献了巨大
的智慧和力量。

每年临近葡萄采收时节，总会遇
到连阴雨——陕西人称为“秋淋”。每
到这个时候，葡萄种植界“网红”——
陕西省科技特派员、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葡萄酒学院张宗勤教授就忙得不可
开交。

“持续不断的降雨，部分葡萄园可
能发生积水、裂果、酸腐、植株生长势
弱以及病虫害加重等情况。这时丰收
在望，如何科学管好果园，是农户最关
心的事，因为这不仅关系当年的收入，
更会对来年有影响。”张宗勤说。

其实，一年300多天，张宗勤都奔
波在葡萄产业、葡萄生产一线。

葡萄园出现叶枯、叶片大面积黄
化、病虫害等灾情时，张宗勤总会第一
时间出现在果园。面对雪灾、霜冻天，
张宗勤总是通过微信朋友圈、微信群、
公众号等多种渠道提前预警，并指导
果农预防；每次灾后无论是天刚亮，还
是近黄昏，他都会出现在田间小道上，
进果园、查灾情，提出解决方案和指导
减灾救灾。

陕西省合阳县是葡萄适生区、优
生区，有着“中国红提之乡”的美誉。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植技术和理念
的限制，葡萄品种单一，重产量不重品
质，商品率不到30%，果农效益低下。

作为科技特派员，张宗勤开始重
新规划当地的葡萄生产。他先后引进
50多个鲜食葡萄品种，推广生态栽
培、疏花疏果、肥水一体化等多项技
术，为品种优选与推广奠定基础。
2020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阳葡萄
试验站生产的葡萄获得全国葡萄评优
2项金奖和1项优质奖，给果农作出典
型示范，有效带动陕西产区葡萄品质
大大提升。在标准化模式的带动下，
果农生产出安全、优质的葡萄。

这些年，为了葡萄产业的健康发

展，为了果农增收致富，张宗勤几乎踏遍
了陕西省的葡萄园。为了方便果农随时
随地学习葡萄种植技术，张宗勤开通了

“西秦农人”微信公众号，利用新媒体平
台传播葡萄种植知识，至今已推送文章
600多篇，有的文章单篇浏览量过万。
2022年与中央农广校合作直播讲座“转
变观念、优质葡萄也能轻松种”，收看收
听达29.63万人次。很多果农不一定知
道张宗勤是谁，但“西秦农人”却是葡萄
种植界的“网红”。

“现在移动网络越来越发达，农户基本
都有微信，每次有葡萄种植知识，我都第一
时间发布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这样受益面
更大。”张宗勤开心地说。

同时，张宗勤还根据自己多年的经
验编著了让果农看得懂、用得着、照着
做、学得会、干得好的参考资料。其中，
《冷棚红地球葡萄栽培技术画册》图片
多、文字少，简单易懂，成了果农种植葡
萄的“手中宝”。针对果农最头疼的葡萄
病虫害防治问题，张宗勤又编写了《葡萄
病虫害防治历》，按照季节、葡萄生长的
物候期，提供分阶段解决方案，免费发
放，便于果农查阅使用。

“我们村的果农都认识张教授，他的
电话号码和微信我们都有，生产上有问
题就给他打电话、发微信，无论早晚，他
都耐心讲解，他就是我们的葡萄种植活
字典。”冯贵生从事葡萄种植20多年，和
张宗勤认识已经10多年了。

数十年如一日，是科技特派员们的
生活常态。在学校，张宗勤是导师、教
授；而在田间地头，他是果农的兄弟、亲
切的科技特派员。

“虽然我今年60多岁了，但作为整
日和老乡打交道的科技特派员，我要继
续努力做一名敬农、爱农、懂农的新农
人，把实事做实。”在张宗勤眼里，这或许
就是科技特派员的工作根本。

““葡萄网红葡萄网红””张宗张宗勤勤：：
科技特派员要把实事做实

摊青、杀青、揉捻、做形、发酵、
烘焙等工艺，新鲜的茶叶便成了杯
中的香茗……在陕西省汉中市西乡
县的制茶车间里，新采的茶叶经过
加工以后，可以变成绿茶、红茶、黑
茶、白茶等，一年四季都有茶叶陆续
产出。

“陕南作为传统的绿茶产区，长
期以来，只产一季春茶，60%鲜叶白
白浪费，损失经济价值50%左右，
严重挫伤茶农和茶企从事生产的积
极性。茶博士来了之后，我们相继
研发了红茶、白茶、花果茶、速溶茶
等多个品类，鲜叶资源得到高效利
用，我有信心把茶园种植延伸成为
一条完整产业链。”鹏翔茶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段成鹏说。

“过去一年只采春季40天左
右，夏秋季看着茶芽发得很好，但采

了没有茶厂收购，辛辛苦苦一年一
亩地就挣一两千元。甚至有些农户
嫌种茶效益低都把茶树挖了，改种
其他经济作物。现在县里茶叶产业
链建起来了，茶厂多了，特别是茶博
士带领专家团队来了以后，茶企加工
技术水平提高了、茶叶品类多了，对
鲜叶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茶农可以从
3月初采到9月底，一亩地一年能挣
近万元。”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洄水
镇桦栎村村民胡兴武高兴地说。

他们口中的“茶博士”，是陕西
省科技特派员、陕西省茶叶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西乡茶叶试验示范站首席专家余
有本。

2005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
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建立了茶叶
试验示范站，以此为核心，又在西

乡、紫阳、平利等16个县建立了26
个专家大院、专家工作站、科技示范
基地等合作平台，与当地茶叶推广部
门及龙头企业建立了紧密联系，把更
多茶产业提质增效的“密钥”送到田
间地头、生产车间。

余有本到示范站的第一件事，就
是攻克陕南只有单一绿茶的难题。经
过调研，团队从萎凋、发酵等制茶工艺
的改进和创新中开始了陕南红茶生产
的探索，仅用一年多时间就使红茶生
产技术传遍陕南。近些年，又在陕南大
面积推广白茶的加工技术，开启了陕南
地区一年四季多茶类组合式连续化生产
模式，用技术创新破解了陕南茶产业资
源高值化利用的这道“转型升级”难题。

茶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
成本占生产成本的40%—60%。降
低茶叶生产成本的根本途径就是机械

化，核心是实现茶园管理机械化。近
年来，余有本从机械化茶园建设、机采
树冠培育、机械化耕作、机械化植保、
机采技术、机采机制产品研发等方面
进行了系统研究和集成创新。

“通过技术帮扶，解决了茶企的技
术难题，企业收益，茶农增收，是我最
大的满足，再苦再累也感觉不到了。”
余有本说。

经过16年的发展，全省茶园面积
由原来的不足90万亩，增加到现在的
298.63万亩；茶叶总产量由原来的不
足2万吨，增加到现在的12.05万吨；
茶业产值由原来的不到20亿元，增加
到现在的212.7亿元。

“西乡县茶产业近些年的快速发
展，离不开余有本和试验站。”已与茶
叶打交道37个年头的西乡县茶叶局
局长陈志龙感慨地说。

“茶博士”余有本：茶农增收是我最大的满足

不论是万头规模的羊场，还是
农家小院的羊舍棚圈，很多地方都
留下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技特派
员——养羊专家周占琴的脚印。退
休后的她，每年在生产一线的工作
时间都在200天以上，从春到冬，
养殖户们亲切地称她为“羊老太”。

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尤其
是山区，人们主要靠天吃饭，从种
植业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因此，
养殖业成为重要的经济来源。为了
保护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国家大
力推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牛羊必
须进圈养殖——舍饲。但舍饲羊成
本高，效益低，甚至亏本。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周占琴通
过反复调查，认为制约舍饲养羊业
发展的最大瓶颈是品种。1只母羊
年产1只羔羊，必然亏损；如果1
只母羊年产两只羔羊，就能收回成
本，但仍然没有盈余；如果1只母

羊能年产3只或3只以上羔羊，就
一定有收益。

为此，她将原产于江浙一带的
多胎湖羊引到西北地区。为了利用
好这一多胎品种，她还建立了肉羊
高效生产模式。利用该模式可充分
利用肉羊的“黄金”生长与繁殖年
龄段，使其繁殖与生产潜力得到最
大发挥，羊肉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养殖周期显著缩短，从根本上解决
了舍饲肉羊效益不高的问题。

这一模式在西北地区得到广泛
接受和利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与
社会效益。多年来，不仅陕西，还
有很多来自甘肃、内蒙古、宁夏、
天津、安徽的牧业公司和养殖场向
她咨询技术难题或请她现场指导，
她都是有求必应。

作为一名从甘肃庆阳走出来的
专家，2018年退休后，周占琴多
次回到家乡，回到那个干旱少雨、

土地贫瘠的地方。她说：“这里的人
贫穷却不吝啬，这片土地贫瘠却很有
情。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里有给
了我许多关爱和期待的乡亲，我有责
任和义务回馈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
的乡亲。”

周占琴回到家乡，给他们讲技
术，讲到日落西山，讲到冬去春来。
他们中间很多人成了周占琴的粉丝，
接受了周占琴的观点，应用周占琴的
技术养好羊，好好养羊，赚钱了，致
富了。一声声“周老师”叫得那么亲
切，周占琴为他们致富而高兴，也为
自己的人生价值再次体现而自豪。

周占琴一直认为，自己如果能向
前多走几步，养殖场和养殖户就能少
走一些弯路。

在安塞区，她听说建华镇王龙塔
村有个残疾人王治元养了几十只羊，由
于缺乏技术，经常出问题。她二话没说
就进山了。经过她的多次指导，王治元

的羊越养越多，年收入达到10万元。
志丹县东武沟村王建斌以前养山

羊，由于经营不善，累计亏损170多
万元。他不仅成为了贫困户，而且感
到生活已经没有希望。幸运的是，周
占琴的肉羊养殖技术讲座点燃了他再
次创业的希望。周占琴不仅给了他很
多鼓励和建议，还多次到他家中进行
实地指导。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的肉
羊饲养量从几十只发展到几百只。现
在他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成为志丹县
的养羊致富能手。

多年的科特派工作，周占琴总能
让养殖人员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羊老太”是众多周占琴帮扶、指导
的养殖户对她的亲切称呼。

“退休不是事业的终点，而是从一
个阶段迈向另一个阶段，从一种生活
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节点。”周
占琴常说，走出去，直面生产，退休
了，仍然可以为社会发光发热。

“羊老太”周占琴：我有责任和义务回馈这块土地

图片依次为张宗勤、李新岗、周占琴、鲁周民和余有本进行技术指导。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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