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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张天教 任彬彬

1月15日晚,湖南省农科院蔬菜所副研究员
周书栋飞往三亚南繁基地，继续辣椒育种研究。
其中5亩地，是他专门为国家级贫困县———泸溪
县的地方特色品种“玻璃椒”改良而准备的。

从长沙到泸溪的兴隆场镇等辣椒主产区，
一路大巴需要7个多小时。 这条路，周书栋已跑
了9年。 从2009年起，他一直担任驻泸溪县的省
科技特派员，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停留在那
里。

引进蔬菜优良品种、推广蔬菜生产技术，是
周书栋年复一年干的活。其中分量最重的，当属
“辣椒行动”。

泸溪辣椒种植历史已有300多年。 近年来，
年种植面积达5万多亩。 当地有个说法，大多数
农家孩子的读书钱就是靠种“玻璃椒”得来的。
但由于农户繁种技术落后和田间管理粗放，“玻
璃椒”退化严重，产量越来越低，种植效益越来
越差。

周书栋的“辣椒行动”，是从引进“博辣红
牛”“博辣红帅”等优良杂交辣椒品种开始的。

“邹学校院士团队培育的这几个杂交辣椒
品种，是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首选品种。 ”周书
栋回忆， 为了让椒农接受， 当初还动了一番脑
筋，多次带领辣椒种植大户去长沙、山西等地考
察辣椒产业，反复给农民“洗脑”，还进行了一场
对比试验。

那是2011年，周书栋在泸溪县兴隆场镇、小
章乡、永兴场镇分别选择了3块地作为“博辣红
牛”示范田，各占1亩多地。 旁边，就是“玻璃椒”

的地盘。经过大半年的生长，应邀前来观战的县
农业局专家和椒农们，心里有了数。

论抗性，“博辣红牛”基本没死苗，“玻璃椒”
的死苗率则达到百分之十几。

论外表，“博辣红牛”果型顺直，果表红艳亮
丽。

论成熟期，“博辣红牛”比“玻璃椒”早熟半
个月。那半个月里卖的是独家，价钱比大量上市
时每公斤贵2到4元。

比赛结果成了点燃椒农热情的“星星之
火”。 第二年，“博辣红牛” 种植面积扩大到500
亩。 如今，全县已稳定在5000亩，每亩可增收
2000元。

2015年， 邹学校院士团队培育出了新品种
“博辣15号”。 周书栋说，2016年在泸溪县推广，
次年迅速扩大到3000亩， 每亩产值有8000多
元。 椒农们好开心。

有了好品种，还要好栽培。改变种植习惯也
不容易。

起垄是辣椒种植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但当
地的椒农出于习惯，加上盘算成本，起垄的高度
远远小于技术要求的高度。 怎么办？ 讲课、放
PPT、发资料，作用不大。 周书栋就在下雨天去
基地转悠， 时不时拔出几棵不合要求的垄中栽
种的辣椒苗子给椒农们看。因垄位低，这些辣椒
苗子的根部长期被水淹没，都坏了。 椒农们“觉
醒”了，起垄的高度也慢慢达标了。

当地辣椒传统育苗方式为一家一户分散育
苗， 易遭寒流袭击而导致秧苗死亡。 2008年的
冰灾，曾给椒农们带来巨大损失。周书栋针对泸
溪的气候特点和种植习惯， 制定了辣椒集约化
育苗技术方案，并在“玻璃椒”的起源地兴隆场

镇甘田坪村进行试点， 解决了多年来制约辣椒
大面积种植的育苗问题。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杂交辣椒新品种
和新技术的推广也越来越顺利。 周书栋又回到
了对“玻璃椒”的改良中。2016年他选育出的“玻
璃椒1号”， 在泸溪县种植总面积达到3.8万亩，
有的地区亩均收入超过万元。

■链接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深入总结基层实践、科
学深化提升、 大力倡导推进的一项十分重要的
农村工作机制创新。 1999年发轫于福建南平
市，2002年起在全国推广试点。 2016年国家出
台 《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若干意见》，科
技特派员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2005年以来，湖南省科技厅配合省委组织
部大力开展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专项行动，每
年组织4000多名科技特派员深入农村基层一
线，围绕当地产业和科技需求，与农民建立“风
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带技术、信息
开展创业和服务， 有力推动了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和应用， 形成了科技人员深入农村开展创业
和服务的有效机制， 为精准脱贫作出了积极贡
献。

� � � �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贾政军 罗煜）记者今天从湖南
省卫生计生委获悉，我省与中国出生缺
陷干预救助基金会已协作启动“出生缺
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78种遗传代
谢疾病患儿可申请救助，救助最高标准
为10000元。

目前， 在我国每年2000多万新生
儿中，约有40万到50万的儿童患有遗传
代谢病。遗传代谢病不仅给患儿带来巨
大的痛苦，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
的精神、经济负担。 据悉，今年的救助病
种包括：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先
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 苯丙酮尿症、
新生儿糖尿病等78种遗传代谢病。

同时合乎以下4项的患儿即可申请
救助：患儿父母双方或一方具有湖南省

户籍；0至14周岁(含)临床诊断的遗传代
谢病的患儿；家庭经济困难，且诊疗费
用的自费部分大于3000元；诊疗费用通
过国家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报销，报销比
例在90%以下。 患儿在2015年1月1日
（含）以后产生的诊疗费可以申请救助，
每例患儿可以一次性获得3000元至
10000元不等的救助金。

据悉，该救助项目面向全省开展，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是项目管理单位，
全省14个市州的市级妇幼保健院及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湖南省儿童医
院、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三家综合医
院均是项目的具体开展单位。 家长可
直接在这些医院申请救助，也可在户
籍地（或居住地）县级妇幼保健院咨
询申请。

� � �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通讯员 刘
挺 任彬彬 记者 胡宇芬）今天下午，湖
南省集成电路产业优秀科技创新企业
投融资路演会在省科技厅举行。 湖南省
集成电路设计与应用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内的进芯电子、天羿领航、迈克
森伟电子等8家企业参加路演， 获得意
向投资金额5.1亿元。 据悉，依托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展投融资路演，在我
省尚属首次。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推进国
家技术创新工程的重要载体，在建设技
术创新体系、提高产业整体水平和科技
成果转化中的重要作用不可替代。 自
2007年启动联盟试点工作以来，湖南省
共有42家省级联盟、5家国家级联盟。 这
次活动是我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到
资金链的积极探索， 是通过联盟支撑和
引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一次有
益尝试。

� � �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刘琳)在创客空间陆续进驻高职院校
这一热潮的带动下，高职创客教育成为培
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 1月16日，湖南省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高职创客教育
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南省高职创客
教育专委会”），在湖南机电职院成立。

湖南省高职创客教育专委会的学
校成员有长沙民政职院、湖南机电职院
等29家职院。 2018年，该专委会将聚焦

创客课程建设， 启动人才培养课程、教
育师资培养、 教学方法等研究项目；还
将举办创客节、创客公益活动等，建立
创客人才同盟，并推动仪器设备、科学
数据等科技资源的共享，为培养创新型
技术技能人才，建设创新型的高职院校
作出贡献。

现场，湖南机电职院举行了首届“创
客节”活动，展出了170余件创新创意作
品。

� � � �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杨元崇）近
日，吉首大学湖南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心正
式启动“千村调研计划”。参与调研实践的吉
首大学学子， 将深入湖南省内1000个行政
村，聚焦乡村产业现状，把鲜活的调研论文
写在湖南的乡村大地上。

2017年12月7日成立的吉首大学湖南
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心，是我省首家以深入
研究乡村振兴问题、探索乡村振兴湖南模式
的研究机构。 据该中心主任黄昕教授介绍，
今年寒假，吉首大学将组织1000名学生，开
展乡村产业现状调查， 并撰写调研报告，提
炼各地乡村振兴的有益经验及启示。 他表
示，从今年起，每年都将组织开展“千村调研
计划”。

� � � �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今天，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向宜章县第十一中学定向捐赠600
万元， 用于学校综合性教学楼建设，改
善办学条件。 该教学楼建成后，可容纳
36个班级1400名学生。

据介绍，历经16年发展，鑫远集团已

成为一家以地产开发、 健康产业投资、环
保运营、 商业运营为主的大型民营企业。
从长沙“鑫远心灯”慈善项目到浙江湖州
鑫远慈善基金，从汶川抗震救灾到长沙抗
洪赈灾，从联合长沙新闻频道爱心助学到
定向捐赠宜章县第十一中学等，鑫远集团
近年来累计捐赠超过3000万元。

科技扶贫故事会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科技厅主办

9年“长跑”带富椒农
78种“遗传代谢病”可申请救助

救助金最高达1万元

集成电路创新企业路演

8家企业获意向投资5.1亿元

“高职创客教育”成热门
吉首大学启动

“千村调研计划”
提炼各地乡村振兴的

有益经验及启示

鑫远集团捐赠
600万元助力宜章教育

� � � � 1月17日，长沙市望城区湖南雷锋纪念馆中央广场东侧，耸
立着新建的雷锋生平事迹陈列新馆。 新馆展览面积由原来的
1072平方米扩展到3381平方米， 预计3月5日第55个学习雷锋
纪念日前夕对外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雷锋生平事迹
陈列新馆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