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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席卷全岛的香蕉
枯萎病
促使高校前瞻性研究迅速转向病害
防控，催生出海南第一个科技小院

长期以来，科研方向与生产需求脱
节、科技人员与农民群众脱节、人才培养
与社会需求脱节等问题，阻碍着我国农
业科研事业的发展。

为了打破这一桎梏，2009年，中国农
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带领团队，于河北省曲
周县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科技小院，探索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新模式。

鲜为人知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在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一个专
攻香蕉种植养护技术的科技小院也悄然
建设起来。

事情要追溯到2008年。当时，海南
香蕉产业处于鼎盛时期，产业投资回报
率几乎达到100%，全省种植面积一度接
近百万亩，企业和种植户无不欢欣鼓舞。

在这片繁荣景象里，海南大学热带
作物学院教授阮云泽将目光拉长——无
论哪种作物产业，要想走得更稳、更远，
就必须掌握规律、科学养护。

她带着学生走进散布全岛的各个香
蕉种植园，开展多次对比试验后发现，各
香蕉园的施肥标准、生产管理全凭种植
户经验，差异极大。

粗放的种植方式，初期或许不见端
倪，但会对作物生长、土壤产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于是，2009年，在海南万钟
实业有限公司的支持下，阮云泽与研究
生决定在乐东的基地扎根，驻点研究香
蕉营养特性和施肥技术。

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教师王蓓
蓓当时是海南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联
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在她的见证下，
海南第一个科技小院诞生了——

当年，她和同学们来到基地，还未来
得及施展身手，香蕉枯萎病就突袭而来，
在多个市县点状爆发，随即如一场瘟疫
席卷全岛。

为了找到防控香蕉枯萎病的技术，
阮云泽带领学生团队迅速将研究方向从
施肥技术转向病害防控。海南万钟实业
有限公司投资700万元，在基地建立了
海南第一个香蕉枯萎病防控非营利性民
营研究所，香蕉科技小院初具雏形。自
此，这些涉农专业研究生们，开始在田间
地头长期驻点、联合攻关。

先知农爱农，而后强
农兴农
科技小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让
产学研用各环节紧密相连

小满之后，高温多雨的
天气频繁光顾大地。又是一
场骤雨初歇，临高县临城镇
龙跃村村民劳叔赶忙蹚进菠
萝生产基地里，弓着身子察
看果苗情况。

“汛期来了，高温高湿的
田间环境容易诱发多种病
害，我们该怎么预判、怎么防
治？”他边看边问身边一个学
生模样的年轻人，然后把得
到的回复一一记下来。

这幕要是放到一年前，
村里人是不敢信的。跟土地
打了几十年交道，劳叔这个
公认的“土专家”竟成了“小
学生”，而他求教的“老师”，
是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硕
士研究生梁邺。

“年轻人懂科学、懂技
术，当然要听他们的哩！”劳
叔指向基地旁一座二层小
楼，“自从有了这所科技小
院，有了驻点的大学生，就有
了送到地头、送到农民身边
的专业技术，我们干起活来
踏实多了。”

劳叔口中的科技小院，
是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海
南大学、临高县科学技术协
会共建的海南临高菠萝科技
小院。在海南多个市县，还
设有香蕉、火龙果、水稻、燕
窝果等科技小院。

科研方向怎样结合生产
需求、科技人员怎样融入农
民群众、人才培养如何适应
社会需求……科技小院里发
生的故事，正在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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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科技小院”不一般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生怕下一秒你们就
哭着喊退学”
农活干得纯熟，试验做了千遍，
青苗常被风雨摧毁，研究生生涯
大部分在小院度过

小院虽小，却蕴藏着极大的能
量。香蕉科技小院设立后，在1000亩
的试验土地上，一场持续时间长、技术
覆盖面广的田间试验拉开了序幕。

土壤熏蒸与消毒、健康种苗繁
育、抗病品种筛选和抗病性评价……
香蕉科技小院建成后的6年里，有约
30名研究生长期在田间地头开展研
究和测试。

阮云泽回忆，为了攻破香蕉枯萎
病这项世界性难题，她指导驻点研究
生先后采用了1000多个处理办法“抢
救”海南香蕉，“有的办法现在想起来
有点‘傻’，比如大面积淋洒消毒液、给
香蕉树打吊瓶等等，其实都是病急乱
投医、治标不治本的”。

这段时光是热血的，但也是艰难
的。说起驻点生活，阮云泽的研究生
们纷纷开启了“吐槽”模式。

由于科技小院建在农业生产一
线，学生们驻点于此，出门即基地，举
目即田野——

白天，在地里灌溉、施肥、采样、试
验，衣服汗湿了被晒干、晒干了又被汗
湿；晚上，回到水泥毛坯房里，吃着快
餐，在蚊虫叮咬中艰难入睡，不时还会
被老鼠、眼镜蛇等不速之客惊扰。

王蓓蓓笑着“埋怨”身旁的阮云
泽：“当您的学生太苦了，驻点一个暑
假后，我的皮肤这十几年再也没白回
来。”阮云泽接了话：“我怎么不知道你
们苦呢？每次打电话问情况都不敢多
聊，生怕下一秒你们就哭着喊退学。”

生活之苦尚可克服，最难熬的还
是科研条件的局限和对发展方向的迷
茫。海南台风暴雨天气频发，“捧在手
心里”培育长大的青苗，常常一夜之间
被狂风横扫一空；小院里科研设备有
限，驻点的研究生需要每月一次搬着
沉重的样品辗转回校处理……

坐在摇摇晃晃的往返班车上，很
多学生会在那一刻陷入迷茫——

同学科的同龄人中，有不少只需
埋头实验室、伏案电脑前，就能在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反观自己，整个研究
生生涯，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时光在科
技小院度过，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农
活干得纯熟、试验做了千遍，加上天气
作怪，研究成果迟迟出不来，论文考核

“压力山大”。
这样的大学生活，真是自己想要

的吗？
直到今天，类似的艰苦与迷茫，还

在新一代研究生身上延续。“一般来
说，研究生都是9月报到入学，但要当
阮老师的研究生，7月就得来校，来校
就得下村驻点。”梁邺说。

科技小院里一遍遍上演的坚守和
孤勇，到底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给农民
带来什么？

“站在讲台上心里有底”
因为真实接触过土地、作物与农
民，讲到书上的理论，实践案例信
手拈来

答案是有力的。在与香蕉枯萎病的
“抗争”中，阮云泽团队经过多番试错，终
于总结出一套防控技术体系。

这套体系综合了轮作与间作技术、
微生物有机肥应用技术、绿色熏蒸与微
生物有机肥联合技术和香蕉品种轮换技
术，在海南植蕉区应用后效果显著，一定
程度上遏制了香蕉枯萎病的蔓延，减缓
香蕉产业收益的下滑，并很快推广至广
西、云南等省区，乃至老挝、缅甸等国家。

试验过程中，阮云泽团队获得6项国
家基金项目的支持，吸引了更多研究生
进驻科技小院、下沉到农业生产一线。

对驻点研究生来说，王蓓蓓开展的菠
萝轮作和微生物有机肥联合防控香蕉枯萎
病的研究，获评南京农业大学优秀博士毕
业论文。她毕业后，以E类人才的身份留
在海南大学，成了阮云泽的“左膀右臂”。

现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担任助理
研究员的洪珊，从2014年开始在香蕉科
技小院开展轮作作物诱导的根际核心微
生物群落构建及其防控香蕉枯萎病研
究，科学揭示了轮作阻控香蕉枯萎病的
机理。该篇论文获得了2021年海南大
学优秀博士论文。

宝贵的驻点经历，最终成为影响职
业生涯的华彩之笔。洪珊说，从有机肥
堆制，到田间生产管理以及室内试验控
制与验证，在科技小院里积累的实操经
验，为她后来的科研工作夯实了基础。

王蓓蓓则说，因为真实地接触过土
地、接触过作物、接触过农民，书本上的理
论就不再是扁平、抽象的，“每每给学生授
课，无论讲到哪一章节，我都有实践案例
顺手拈来，站在讲台上我心里有底。”

复制香蕉科技小院的模式，海南东
方水稻科技小院、海南东方燕窝果科技
小院、海南乐东火龙果科技小院、海南临
高菠萝科技小院等机构相继落成。农民
们都说，别看这些科技小院有的只是一
个院落，有的只是几间民房，却背靠着充
满希望的田野，孕育着乡村振兴的未来。

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硕士研究生
甘良驻点的海南东方燕窝果科技小院，建
在东方市大田镇乐妹村。前不久，基地的
燕窝果有了好收成。这种口感甜糯、营养
丰富的高端水果，收购价最高达到每斤
70元，让果农们对继续种植充满期待。

同样的期待，也体现在农业企业的
发展规划里。海南临高菠萝科技小院建
立以来，驻点的研究生们依托海南天地
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布局的临高县
菠萝基地，从企业和农民需求出发开展
科学研究，不断攻关菠萝心腐病、水心
病等技术难题，并与该公司共同开展菠
萝的选种、育种工作。“这为企业补齐科
研短板、少走弯路起到了积极作用。”该
公司产业研发部部长殷涛说,省农业农
村厅正在打造菠萝全产业链，我们积极
邀请同为副链长单位的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和省农科院参与到科技小院的建设
中，进一步壮大科研实力，攻克菠萝产业
的技术壁垒。

说起自己的学生，阮云泽眼里满
是藏不住的笑意：“硕士研究生李菊曾
在乐东火龙果科技小院驻点，还没毕
业就成了海南农业圈的名人，每天都
接到来自企业或种植户的电话，邀请
她去种植园开展土壤测试。”

李菊算过，截至目前，来自全省各
地、经她测试的土壤样本已超10万
份。此前，她帮东方市一座农场建起
实验室、引进研究生的消息在行业协
会中传开，引得数十家火龙果种植基
地负责人慕名而来、寻求支持。

扎根海南乡村十余年，科技小院
的“业务”范畴也在不断延伸。一方
面，驻点师生可以将科技成果加快转
化为农民可用的技术；另一方面，师生
可以通过技术推广、科普培训、企业服
务等方式，提升农民科学素质，为当地
打造“带不走”的乡村振兴人才。

劳叔说，现在，只要看到身着“科
技小院”工作服的大学生，在田间作业
的农民总会吆喝两声，请他们帮忙看
看土壤情况，看看肥料配比。

“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就帮
他们联系相关专家；遇到卖不出去的
作物，我们就帮他们联系企业。”梁邺
说，科技小院里的研究生就像一条条
纽带，把教学、科研、生产、销售等各个
环节紧紧联系在一起。

产学研用全链条贯通的能量还
在不断释放——近两年，由阮云泽团
队参与编制的《香蕉菠萝槟榔等作物
科学施肥指导意见》《全国水稻产区
氮肥定额用量（试行）》等，为海南乃
至全国的土壤保护和作物种植（施
肥）提供指导。其中大量翔实的数
据、扎实的案例，均由科技小院的驻
点研究生提供。

“如何强化产教融合育人机制、
强化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是新形势
下研究生教育需要回答的课题。”阮
云泽说，在科技小院中萌生的，是创
新实用的人才培养模式，让涉农专
业学生首先要知农爱农，再承担起
强农兴农的使命。这种研究生培养
模式，日前已被教育部办公厅、农业
农村部办公厅、中国科协办公厅发
文推广。

劳叔也为海南科技小院取得的成
果感到高兴。他知道，有了可以转化
的成果，有了社会大众的认可，大学生
们就能留下来，科技小院就能“活”下
去，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也能与
子孙持续共享。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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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熏蒸与消毒
健康种苗繁育
抗病品种筛选和抗病性评价
……
研究团队从上千次试验中
摸索出一套“抢救”香蕉的方法

除了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
还可以通过技术推广、科普培训、企业服务等方式

提升农民科学素质，打造更多乡村振兴人才

轮作与间作技术
微生物有机肥应用技术
绿色熏蒸与微生物有机肥联合技术
和香蕉品种轮换技术
从海南植蕉区推广至广西、云南等省区，乃至老挝、缅甸等国家

海大热作学院教授阮云泽在指导学生观

察菌株对香蕉苗生长的影响。

有了科技小院的技术支持，临高生产

基地里的菠萝长势良好。

⬅ 海大热作学院硕士研究生梁
邺在与果农探讨菠萝常见病虫害的防
治办法。

海南临高菠萝科技小院与生产基地。

➡ 阮云泽团队在实
验室培育的香蕉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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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方法综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