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乡村大地， 活跃着这样一群人， 他们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科技特派员。 他们懂
农业、 爱农村、 知农民， 将城区创新要素和
科技资源导入农村， 将先进的理念、 技术、
知识输送到田间地头， 为的就是带领农民致
富， 让农民收获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

2005年， 北京市科委开始推行科技特派
员制度， 经过十多年来的深入挖掘和培养，
北京市现有9226名科技特派员深入农村， 他
们是党的 “三农” 政策的宣传队、 农业科技
的传播者、 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 乡村脱
贫致富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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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李红霞
北京农林科院植物保护环境保护研究所研究员

□本报记者 张晶

谷继成
北京农学院教师

“大庄科乡的燕羽山香草园就好比是我一手
带大的孩子， 我相信， 未来有大好的前途等着乡
亲们。” 今年， 北京农学院教师谷继成正式成为延
庆区大庄科乡的科技特派员， 不过他与这里的缘
分， 却要从很多年前开始讲起。 延庆区大庄科乡
距延庆城区40公里， 自然环境十分优越， 2016年，
大庄科乡开始发展生态产业园， 举全乡之力， 推
动建设 “燕羽山香草园” 项目。

“北京开始发展香草产业的时间大概在2000
年， 如今行业市场已经十分成熟了。 燕羽山香草
园想要从中分得一杯羹， 就必须有自己的特色。”
谷继成告诉记者， 1997年从北京农学院毕业后 ，
他便留校工作至今。 “1999年， 我在回龙观地区
承包了117亩土地， 用来研究葡萄资源与香草套种
模式， 这一干就是10年，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看到了香草产业的发展前景， 于是从2010年起，
我开始专心投入到香草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系统性
领域研究中。 通过调研发现， 目前我们的香草产
业薄弱环节是未能进行精油深加工及功能性精油
产品的开发，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国内精
油类产品销售火爆， 市场需求旺盛。” 为此， 在燕
羽山香草园建设之初， 谷继成作为相关领域的专
家， 参与规划了 “以香草种植为基础， 深度开发
后期产品为提升” 的可持续发展产业形态。

三年多来， 谷继成亲眼见证了园区从最初的1
亩地发展到如今的150亩地， 覆盖村落从黄土梁村
起，现在辐射到全乡6个村庄，从业人员更是从1人

壮大至150余人。期间，谷继成把他的芳香植物研究
中心也建到了这里，并以此为基础，发明改进了香
草产业链所涉及的关键环节，包括化妆品制备一体
机、小型水蒸馏设备、植物消纳池等，为香草产业走
上环保、可持续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

得益于谷继成的深度介入， 在各方的积极努
力下， “燕羽山香草园” 逐步发展壮大， 已形成
了香草一产 、 香草二产 、 香草三产系列产业 ，
“一产方面， 我们种植经营了150亩香草， 二产方
面， 我们建立了精油坊、 手工皂坊等， 三产方面，
我们正在大力发展薰衣草观光园区。” 谷继成说，
香草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目前， 已直接带
动全乡全职与兼职从业人员上百名。

“我们希望通过香草种植， 帮助村民脱贫致
富， 同时， 还能改善地方生态旅游环境。” 谷继成
介绍道， 大庄科乡所辖29个村庄中， 有6个是低收
入村， 这里可耕作土地资源丰富， 但是在此之前，
村民们多在种植玉米， 每亩土地收益不足1000元，
而改种香草后， 农民们的经济效益获得了明显提
升。 “现在， 我们按照一村一草、 一村一品的原
则， 逐年增加香草种植品种。 我了解到 ， 明年，
乡里准备把香草种植面积扩大至500亩， 招用村民
250余名， 其中， 还包括一部分残疾人就业， 以此
让更多村民享受到香草种植带来的红利。”

香草专家助延庆农民
走上乡村振兴路

46岁的李红霞自1999年参加工作以来， 已连
续20年从事农业生产与研究工作了， 多年的科研
探索和工作经验， 让她熟悉并热爱着脚下这片土
地， 也更关心农业与农村。

2018年， 北京市农林科院植物保护环境保护
研究所研究员李红霞成为内蒙古兴安盟科技特派
员工作站站长， 从此直接参与到了京蒙扶贫协作
和精准帮扶工作当中来。 “令人欣慰的是， 在科
技扶贫协作中， 助推 ‘政产学研用’ 一体化的科
技创新转化模式在内蒙古兴安盟已得到顺利发
展。” 李红霞说。 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深入兴安盟地
区扎赉特旗特旗、 科右前旗、 科右中旗等农业主
产地， 考察调研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秸
秆炭化后的废弃物———木醋液严重积压、 无法排
放、 无法后处理等难题， 他们集中投入技术研发
力量， 进行技术创新和专家现场指导。 科技特派
员们从土壤检测入手， 进行测土配方施肥， 利用
生物炭基肥与木醋液系列农资投入品， 创新水肥
药一体化的种植模式， 制定了玉米、 水稻、 甜菜
等农作物全程种植技术方案， 从农作物的种子消
毒处理到生长期乃至收获期的植物营养管理和病
虫害的绿色防控， 改变农户的种植习惯， 调整了
农资投入品的使用方案， 不仅促进了农作物的长
势、 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 改善了品质， 还降低
了劳动力的投入成本， 减少了化学肥料和农药的
用量， 控制了化学投入品的面源污染。

值得一提的是， 两年来， 李红霞和她的团队
从木醋液深加工设备改造升级， 到优化深加工流
水线、 提高精制效率和质量； 从筛选创制新型木

醋液系列农资投入品包括氨基酸液体肥料等配方，
到新配方的试验示范与推广； 从木醋液系列投入
品对土壤的改良、 农作物诱导抗病性提高到农作
物全生长期的水肥一体化增产提质方案； 从产业
协作到科技扶贫， 均取得了阶段性效果。 而这种
成绩背后， 是特派员们两地奔波的辛苦与坚持。

李红霞介绍 ， 她还在积极推进京蒙科技协
作， 把内蒙古的资源适时引进首都， 支持京郊的
现代农业发展。 在平谷区峪口镇西营村建起了有
机大桃示范基地 ， 就是京蒙科技协作的重要成
果。 据介绍， 平谷大桃种植面积达到20万亩， 连
续20多年的传统栽培管理正面临土壤板结的风险，
大桃的产量和品质有不稳定的趋势。 将木醋液系
列农资产品引入京郊大桃产区， 不仅改良了土壤，
还为桃树提供必需的营养元素， 同时还发展了桃
园生态多样性的病虫害绿色防控模式， 利用生物
农药、 天敌昆虫保护桃树的全生长期， 有效提升
了大桃的产量和品质。

平谷区西营村委党支部书记王忠介绍， “我
们真真实实感受到了科技特派员的力量， 有了他
们的成果， 大桃产量比常规生产提升了20%， 各
个品种的大桃都能提高2个糖度。 现如今， 西营村
的大桃每斤可以卖到10元以上， 库存期长达1个
月， 远远高于市场价格和常规储存期。” 对此， 李
红霞倍感骄傲， “造福京蒙两地农民， 这就是我
们一直以来的心愿。”

创新成果转化
造福京蒙两地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