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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临近暑假，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教授
王森的行程早已排得满满当当： 广西河池市嫁
接的核桃去年已经开花，但挂果情况很不理想，
要去现场“把脉问诊”；广东广州市试种的中秋
酥脆枣总是不长个儿，得去找找原因，没准能突
破酥脆枣向南推广的技术瓶颈……

除了大学教授，王森还有好几重身份：湖南
省派科技特派员、岳阳市林业局首席专家、浏阳
市大围山镇金钟桥村荣誉村民等等。10余年
来，他始终深耕经济林科研教学实践的第一线，
在祁东、凤凰毛都塘村、长沙县、岳麓区莲花镇
等地开展科技志愿服务， 毫无保留地向当地农
民传授果树种植技术。

可谁曾料想， 这位资深林业专家曾经一门
心思想着“逃离种树的命运”。

今年47岁的王森是河南灵宝人，自小就和
果树打交道。浇水、施肥、修剪枝叶……王森都
是一把好手，但他“最怕种树”。“每次要走上几
里路给苹果树浇水，冬天给苹果树修剪枝叶，手
和脸都得冻坏。”王森笑言道，“我就盼着用功读
书跳出农门，再也不用回去种果树了。”

没想到，上了大学，他读的还是果树专业。
在大学期间， 凭借过硬的理论知识和扎实的实
践技能，王森经常和老师一起带队下乡实践。王
森强烈地感觉到了基层对林业知识的渴求，而
每当看到自己的汗水变成林农们的笑脸时，王
森感觉“从中找到了自信”。慢慢地，他开始真正

喜欢上了林业。
2000年起，王森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

院攻读硕士、博士。2005年，一则来自祁东县的
求援信息让他和南方鲜食枣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地的种植户找到了一种酥脆可口、 核小
多汁的枣树新品种，试种了几亩，但挂果情况不
是很理想，于是向中南林科大求助。王森在导师
谢碧霞教授的鼓励下，每天“泡”在枣树林里寻
找解决问题的钥匙。

“传统上认为南方不宜种枣，因为枣成熟的
季节正好赶上南方梅雨季， 很难保证枣子的产
量和品质。” 王森和研究团队选育优良单株，通
过避雨栽培技术避免先天不足；同时，王森还找
到了一种“木质化枣吊结果”技术，可以大大延
长枣树的结果期。

王森通俗地解释说， 枣树一般每年开一次
花、结一次果，如果开花期赶上雨天，就很难结
果子。而使用“木质化枣吊结果”技术改良后的
枣树，可以在花瓣被雨打落后再开一次花、再再
开一次花……直到挂果为止。

“因为这种枣一般在中秋前后挂果，脆、甜、
核小，所以得名中秋酥脆枣。”王森介绍说，“传
统15片-30片叶子结一个果， 而我们的实验田
可以每两片叶子就结一个果， 产量可以提升十
几倍。”这项技术也荣获我国林业行业最高科技
水平奖项———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不仅如此，王森还发现了“氨基酸差异”对
枣树品质和产量的关键性作用，发明了专利“一
种亚热带地区枣树坐果剂”，并荣获中国专利优

秀奖。推广实践证明，这种营养调节剂可使每亩
增产鲜枣100余公斤。

王森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一株中秋酥脆枣
树一年就能挂果，4至5年进入丰产期， 一亩地
每年产枣250公斤以上。 按每公斤鲜枣售价20
元计算，每亩可收入5000元以上，而枣树的产
果期长达50至100年，是名副其实的“摇钱树”。

2010年，祁东县将中秋酥脆枣产业定为该
县的农业支柱产业， 王森和他的团队更是倾囊
相助，为贫困户免费送树苗、送肥料、送技术、送
服务。目前，祁东已种植6万余亩枣树，带动当地
上万人脱贫。 王森还指导当地不断延伸枣产业
的产业链，建立枣酒深加工基地，最大限度地保
障种植户的收益。

2015年，祁东的中秋酥脆枣获批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而具有耐湿、耐旱、耐贫瘠品质
和抗病虫能力的中秋酥脆枣， 非常适合湖南的
丘陵地貌。在王森和团队的积极推广下，目前，
全省种植的15万亩鲜食枣树中，中秋酥脆枣占
10万亩左右。近3年来，中秋酥脆枣在我省的产
值超过9.3亿元。

种上几亩枣、摘掉“贫困帽”的故事，在三湘
各地精彩上演，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湖南省优
秀科技特派员、 湖南省最美志愿者等各种荣誉
也纷至沓来， 但王森格外清醒：“湖南鲜枣产业
有今天的成就，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我从一
个普通农家子弟能成为大学教授， 却是土地给
我的回馈。 我愿意用林业科研人的薪火持续温
暖这片土地。”

湖南日报7月5日讯（记者 左丹 通
讯员 吕志 喻诚） 今天，2019年袁隆平
国际高端农业人才培养中心理事会成立
大会在湖南农业大学举行。 会议宣布袁
隆平院士担任该中心理事会主席， 中国
工程院院士官春云、印遇龙、邹学校等担
任中心理事会副主席。官春云、邹学校出
席会议。 这是湖南农业大学大力推进研
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又一力举。

2017年5月，湖南农大联合隆平高科、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了
袁隆平国际高端农业人才培养中心，采取
“援外培训+学历教育”培养模式，助力“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加强国际高
端农业人才的培养。 中心成立两年来，招
收留学研究生46人，援外培训1100人。 湖
南农大校长邹学校院士表示，此次袁隆平

国际高端农业人才培养中心理事会的成
立，有利于加强学校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与
合作，有利于凝聚各方力量、厚植发展优
势、 提升学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水平，推
动袁隆平国际高端农业人才培养中心取
得更丰硕成果。

会上，湖南农业大学分别与红河学
院、 曲靖师范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以推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孟
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构建跨国家、跨
区域、 立交桥式多层次人才培养模式，
促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
化传承与创新、 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合
作。

华图教育集团湖南区负责人为在
该中心求学的7个国家的14位留学研究
生颁发了2019年华图教育专项基金。

湖南日报7月5日讯 （通讯员 黄磊
记者 龙文泱）今天，第三届锦绣潇湘湖
南文化旅游创新创意大赛之遇见望城沙
龙活动在长沙望城举行。

本次活动由省文旅厅、 长沙市政府
主办。据介绍，大赛以文旅产业融合创新
为方向， 围绕望城的古镇文化、 绿色生
态、乡村民俗、特色美食、体育竞技、康养
健体等文旅元素，面向社会征集新形象、
新产品、新业态三大内容。其中，新形象

为针对望 城
旅游设计 的
IP形象，新产
品包括体 现

望城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地方特色物产、
手工艺制品等旅游商品， 新业态则涵盖
文化主题酒店、房车营地、邮轮游艇等新
体验、新技术、新概念业态项目。

在沙龙活动中，省内外文创专家、团
队与本土企业围绕望城如何通过创新
提升文旅品牌效应、培育市场主体、促进
产业融合等方面进行了研讨。他们认为，
文创活动能有效提升城市的文化竞争
力和影响力， 本次大赛强调产业链的互
动，将极大地促进参赛项目落地发展。建
议参赛选手深入研究湖湘文化， 通过创
新的、 带有国际视角和互联网视角的艺
术形式表现出来。

湖南日报7月5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黄舜）今天，为期3天的“金健杯”全省第四届粮食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在长沙落幕。 郭蒙磊获职工组粮
油保管员竞赛第一名， 李枣枣获职工组粮油质量
检验员竞赛第一名，两人均被授予“湖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湖南粮食集团代表队获团体第一名。

全省粮食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每3年举办一
次。此次竞赛由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主办。全省14个市
州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湖南粮食集团、 洞粮
集团、省经贸高级技校、益阳职院共18支代表队
的81名选手参赛，他们代表着我省在粮油保管
和粮油质检两个职业上的最高技能水平。 竞赛
由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两个部分组成。

同时， 此次竞赛作为第四届全国粮食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的选拔赛， 将产生代表湖南参加
全国竞赛的选手。

四院士助力培养国际高端农业人才
袁隆平国际高端农业人才培养中心理事会成立

湖南日报7月5日讯（记者 陈昂昂）
如今的湖南烈士公园健身广场绿树成
荫，地面新铺了软塑胶，新安装了许多健
身器材，夜间灯光明亮。可就在3个月前，
这里地面坑洼、 雨天积水， 健身器材老
旧， 晚上更是一片幽暗……广场得以旧
貌换新颜， 缘于省政协委员的一条微建
议。

3月初的一个夜晚，省政协委员李壮
丽来到烈士公园散步。 当她走到公园健
身广场时，发现没有灯光，由于白天下了
一场雨，广场四处积水，经过此处的行人
一不小心就会一脚泥水。

烈士公园每天都有大量游客、 市民
前来游玩和锻炼， 这样的健身广场既不
便使用，也有损公园形象。随后，李壮丽
通过政协云提出“整修烈士公园健身广
场地面”的微建议，希望有关部门予以重
视，安排资金予以整修。微建议提出后，
李壮丽又进行了领办， 并与公园管理处
取得了联系。园方表示积极采纳建议，及
时进行整改。

6月底， 李壮丽再次来到烈士公园
时，发现健身广场已经全部整修，面貌
焕然一新。“整修效果比我想象的还要
好，而且增加了灯光，新安装了很多健
身器材，看得出在那里锻炼的市民都非
常高兴。” 李壮丽满意地说，“虽然微建
议反映的是小事，但小中也见大。烈士
公园积极采纳政协委员建议，认真承办
整改此事，我为他们点赞。”

烈士公园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石
未查说， 针对省政协委员反映的健身广
场存在的问题，管理处非常重视，向省体
育局、 开福区文体局等部门多次报告和
对接。今年4月，省体育局对广场进行了
整体提质改造；在提质改造的过程中，管
理处还召开了座谈会， 征求市民的意见
建议， 对之前市民比较喜欢的健身器材
予以保留，新增了41个比较符合市民和
游客需求的健身器材。同时，地面铺上了
彩色的软质塑胶， 对周边环境也进行了
配套美化，“非常感谢委员提出的建议，
推动我们在短时间内把问题妥善解决。”

微建议助推
烈士公园健身广场旧貌换新颜

第三届锦绣潇湘
湖南文化旅游创新创意大赛
之遇见望城沙龙活动举行

情牵湘土地
———湖南人才在乡村

王森：

用林业科研人的薪火
温暖三湘大地

全省第四届粮食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落幕
郭蒙磊、李枣枣分获个人第一名，

湖南粮食集团代表队获团体第一名

智慧农业
智能防疫

7月3日，农技人员在稻田旁安装虫情测报灯、气候监测仪和农林
生态远程实时监控系统等智慧农业综合服务配套设施。近年来，东安县
建立智慧农业综合服务平台，在南桥镇谭江村、鹿马桥镇五通庙村、端
桥铺镇新屋村、 大庙口镇石瑞村建设全国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分中心
(省级)田间监测点，自动监测农作物虫情、病情和土壤墒情，为全县及周
边县区近400万亩耕地提供大数据服务。 严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