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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通讯员 彭雅

8月18日，午时的太阳明晃晃地挂
在天上，热浪袭人。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门口，袁德义开着一辆吉普车，直奔位于
长沙市望城区东城镇的油茶基地。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袁老师。他皮
肤黝黑，戴着一副边框眼镜，嘴唇有些
厚，说起话来语速很快，带有口音。“300
公里以内的地方，我都是自己开车去。”
说完，袁老师熟悉地把手机设置好导航，

“它能选一条最省时的路。你们看，1个多
小时我们就能到目的地了。”

对袁老师的采访从车上的聊天
开始。

当好科技参谋，为驻地
经济发展把准脉

“前几天我刚从海南回来，那边的
茶油卖1000元一公斤，我们这里的只
卖 120 元一公斤。那边的油茶好在哪
里呢？它的香味和芝麻油一样香。而
且，它的数量少，物以稀为贵嘛。海南
那边想多种点，发愁不知种什么品种，
也不知道怎么种。前几年，我们国家公
益性科研专项帮他们选了几个品种，
今年是新品种植的第3年，硕果累累。”
袁老师不仅语速快，也很健谈。这一路
上，都是他在说，我们听。

袁德义是一名从事经济林果研究
和推广的教师，现为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林学一级学科带头人。2007年4月，
长沙市选派第一批科技特派员，袁德
义成为其中的一员，先后被派驻到宁
乡市、浏阳市和长沙县，至今他已在

“科技特派员”这条路上走了13年。
“2017 年，海南大学筹建农林学

院，想调我过去当院长。我想了一下，

还是拒绝了。因为我研究的东西都在
湖南，走了就半途而废了。长沙挺好
的，我蛮喜欢。”话音未落，袁老师娴熟
地转动方向盘，车子右拐驶入一条宽
敞的高速公路，车速也明显加快了。

科技特派员要做些什么？袁德义
有自己的理解。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结合当地的
土壤、气候和产业发展优势，为老百姓
科学确定产业发展构想，帮助他们把
一些优质的品种种植好。现在农村大
部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来的
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如果让他们重新
换种一类经济植物，他们不懂新技术，
我们就要去给他们上培训课，手把手
地教，这样的效果很明显，老百姓基本
上都能种好。”

在宁乡驻点时，袁德义为巷子口
镇编制建设“缥缈佛王山、万亩桃李
园”，大力发展桃李的《巷子口万亩桃
李园产业规划》；在浏阳驻点时，为大
围山镇制定“游大围山、采农家果”，以
发展南方砂梨为重点的《浏阳市大围
山镇经济林果总体发展规划》；在长沙
县白沙田茂农庄驻点时，提出“白沙花
果乡、长沙后花园”的构想，通过田茂
农庄带头，把白沙乡建成“三季有果、
四季有花”的优质无公害特色水果基
地……可喜的是，这些规划已经一一
写在了大地之上。

浏阳大围山的项目，袁德义带领
团队从 2003 年开始做，做了十几年，
从最初的40亩地做到现在将近4万亩
地，每年收入一个多亿，当地老百姓致
富了。长沙县田茂农庄的人也抢着要
请袁老师过来指导，因为当地的果苗
虽然长得好，却不结果子。2009年，袁
德义来到白沙镇，结合当地需求，把白
沙乡建成了优质无公害特色水果基
地。如今，白沙镇的林果产业还带火了
当地生态旅游，每年举办的赏花节吸
引游客上万，当地村民乐开了花。

把论文写在山间地头，
在绿水青山中建设金山银山

一个小时后，车子已驶入望城郊
区。袁老师把方向盘往左打，车子顺势
进入一条小路，两旁的树长得很茂盛。
他感慨地说：“原来这两边都还没有
树，现在长这么高了。”

顺着小路七拐八拐，车子最终在
一户农家的小院停了下来。屋里走出
来一个精瘦黝黑的汉子，年纪约摸50
岁。他热情地跟袁德义打招呼：“袁老
师，您来啦！”袁德义点点头。这时，从
隔壁房里走出一男两女，模样很年轻，
他们喊了声“袁老师”，只见其中一个
女孩手里还握着剥了一半果皮的油茶
果。

“这位是照看油茶基地的人，叫卢
耀魁。那3人中有我的学生，也有我研
究团队中的老师。他们经常来这里做
实验。”简要介绍完之后，袁老师迫不
及待要带我们上山看油茶树。此时的
太阳越发毒辣，我撑着伞还能感觉到
皮肤被烤得生疼。袁老师接过卢耀魁
递来的草帽，一行人上山了。

山上的油茶树郁郁葱葱，绿得沁
人心脾，树上挂着大大小小的油茶果，
青青的，圆圆的，惹人喜爱。“你们看，
这片油茶林种植的都是我们团队研发
的新品种——‘华金’‘华硕’‘华鑫’。”
袁德义像介绍自己的孩子一样。

“再看看这一片林。”袁德义指着
紧挨着的另一片油茶林说，“这一块种
植的还是原来的老品种。虽然树长得
枝繁叶茂，却不怎么结果子。老百姓要
的是产量和效益。我们从2005年开始
研究油茶的品种改良，到现在已有15
年了。你们看看，这样一对比，它们之
间的产量和效益差别很明显。可能再
过两年，我们的新品种就会完全取代
老品种。所谓‘二十年磨一剑’，我们做
研究就是要给老百姓弄出一些好的品
种，还有新技术，一定要实实在在让老
百姓看到效益。”

发明“油茶保果素”，使油茶低产
林亩产油由原来的不到 10 公斤快速
提高至30公斤左右；选育锥栗4个新
品种，实现“良种良法”，通过在汝城、
龙山、花垣、洪江和浏阳等地示范推
广，显示出巨大的潜力；多年扎根白沙
乡，使小水果成为当地农业支柱产业；
帮助大围山建立起“大围山砂梨”特色
水果这一知名水果品牌，被大围山金
钟桥村授予“荣誉村民”；培育推广“海
油 1 号”等 4 个特色油茶良种，被海南
澄迈县政府授予“荣誉市民”……

袁德义带领其团队，把论文写在

山间地头，在绿水青山中建设金山银
山。他以木本粮油树种为抓手，推进山
区精准扶贫，在科技引领产业扶贫上
取得了显著成效。

科技与农村无缝对接，
村民奔上小康大道

参观完油茶基地，我们随袁老师
返回屋中，正好碰到一行人到来。走在
最前面的男子身着衬衫长裤，一副企
业家派头。见到袁德义，他大步流星走
过来握手打招呼。

这名男子叫卢世魁，是湖南雪峰
山茶油专业合作社的总经理，也是这
个油茶基地的老板。2010 年，卢世魁
出资在望城承包下这个基地，与中南
林科大林学院签订产学研基地合作协
议，袁德义成为这里的科技特派员。这
个基地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成长为
大果油茶产业技术集成示范园，除了
当初规划的油茶基因库、油茶采穗圃、
大果油茶种植示范园等内容，基地里
还拓展了种苗繁育、肥料和机械研发
等项目，启动了全产业链技术集成运
营生产。

在这一行人中，还有从贵州远道
而来的考察团，他们专程坐高铁来大
果油茶产业技术集成示范园考察。袁
老师这次来基地，也是应卢世魁的邀
请，为贵州考察团进行技术答疑。在座
谈交流中，袁老师不仅介绍了油茶新
品种的优势，也从贵州的土壤、气候和
产业发展等方面分析了当地种植油茶
的优势，考察团一行人一边听，一边做
记录，十分认真。

待我们启程返回长沙时，夜幕已
降临。在车上，袁老师依旧十分健谈，
未见丝毫疲惫。他说：“作为科技特派
员，我们要多培养像卢世魁这样的致
富带头人，不仅要为他们指出发财的
门路，还要告诉他们种植的方法。一年
至少做4次培训，春夏秋冬，教他们在
不同的季节管理好这些经济作物，慢
慢引导他们上路。”

“我们在汝城扶贫时，当地有个叫
范小良的，他有5个孩子，家里很穷，即
使外出打工也难以养家糊口。后来，我
们教他种植锥栗，现在他一年的纯收
入有 200 多万元。原来他们挤在一个
破房子里，现在不仅盖了新房，还花30
多万元买了新车。周围的人见他‘种植
锥栗不用愁，又养孩子又盖楼’，都主
动要求种锥栗。现在，他们种植了几万
亩锥栗，越来越多的人脱贫致富了。”

“发挥专业特长，当好科技参谋，
是我们科技特派员的首要工作职责。
一名高级知识分子进入农村，农民对
你最期盼的是什么？是你能否为其指
一条正确的发财致富之路。我能做什
么？我该怎么做？怎样才能让当地农民
致富？这些问题一定要首先想清楚。”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袁德义想得
分外明白。

手记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从不缺他们的身影

陈薇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在哪里，科技
特派员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

袁德义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13 年来，他深入湖南的乡村、企

业、田间、农户，与驻地的老百姓一起
跑遍林间地头，帮助村民解决种什么、
怎么种的问题，手把手传授农户操作
技术，引领越来越多的人奔上了小康
大道。

回顾这些年的历程，袁德义不提
自己所做的贡献，反而感谢主管部门
和农民朋友对他的厚爱，感谢长沙市
开展科技特派员这项工作，让身为农
林院校老师的他更接地气，在其中得
到锻炼成长。

科技特派员，就是一群将科研创
新转化为生产实践，努力提高农业创
新力和竞争力，并将成果体现在广阔
土地上的人们。

袁德义是这个群体的一个缩影。
他们深入到贫困乡村，积年累月

地和贫困群众在一起，服务脱贫产业，
无私奉献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
振兴。他们是发挥资源优势，把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通过
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的生力军。他
们是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直接服务
于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创业扶贫先锋。

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科研与
生产的距离拉近了。一大批新品种、新
技术迅速在生产中得到推广和应用，
在当地老百姓中形成“信科技、要科
技、用科技”的好景象。

为袁德义点赞！为科技助力脱贫
攻坚和支撑乡村振兴的广大科技特派
员点赞！为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
先锋们点赞！

胜利的曙光，就在不远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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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德义，男，1967年出生于湖北随
州，二级教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
一级学科带头人，湘西特聘专家，湖南
省科技特派员，林学院分管教学副院
长。长期在科研生产一线，近年培育出
油茶、锥栗等9个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
木本粮油良种，获省级以上科技奖 4
项，曾获长沙市科技特派员“突出贡献
奖”，多次被评为“湖南省优秀科技特
派员”并记二等功1次；曾获首届“湖南
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生态建设突
出贡献奖先进个人”等荣誉。

8月31日
上午，长益高
速公路扩容工
程（G5517 长
常北线高速长
益段），机动车
行驶在刚刚放
开交通的道路
上。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傅聪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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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邓晶琎

长沙去益阳的路，有望告别“日常
堵”。

8月31日，随着G5517长常北线高
速长益段（即长益高速公路扩容工程）开
通，湖南新增一条长沙通往益阳、常德、
湘西州等地的快速通道，将极大缓解现
有长益高速公路的交通压力。

这条全长 50.28 公里的高速公路，
为何自开工之日起便受到高度关注？通
车之后，又将带来哪些新变化？

高速公路成“两新一重”
主战场

“六车道行车，畅快！”8月31日，从
益阳开车来长沙的车主吴先生，在刚刚
通车的长益新高速上行驶不到半小时，
便到达长沙市岳麓区。

就在 3 天前，他从长沙走四车道的
老长益高速回益阳，遇上了周末出城高
峰，用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完。

现在，长沙到益阳有了新高速，一圆
两地百姓多年期盼之夙愿。

这些年，从长沙开车去益阳、常德方
向，堵车场面时有发生，长益高速一度被
列为“全国春运十大最堵高速”之一。

为何长沙去益阳这么堵？
“长益高速是省会长沙通往湘西北

地区，以及重庆、四川和湖北西南部的咽
喉通道，交通流量大。”省高警局交管科
民警李祥介绍，每逢重大节假日，越往益
阳、长沙方向，车流量越呈阶梯式增加，
拥堵现象加剧。

近几年，老长益高速的单日高峰车
流量超 10 万台次，远超设计流量的 2.5
万台次至 5.5 万台次，修建一条新高速
势在必行。

2016 年11月，总投资78 亿元的长
益高速公路扩容工程作为省重点建设项
目，拉开施工序幕。2018年4月，项目建
设全面按下“快进键”。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全国不少重
点项目因原材料物流受阻影响进度，而
长益扩容工程项目部早在春节前就备好
了料，2月3日就有路基精加工人员进场
复工，是全省最早一批复工重点项目之
一。

湖南在全国率先启动复工复产，是
今年湖南经济运行的一抹亮色。尤其是
在建高速公路项目进度加快，为上半年
全省投资增速上涨 4.7%的“家底”筑牢
了基石。

8 月 31 日，在长常北线高速长益
段通车的同时，醴陵至娄底高速扩容、
沅陵至辰溪、白果至南岳、永州至零
陵、炉红山（湘鄂界）至慈利、桑植至龙
山等 6 条高速同步开工，估算总投资
714 亿元。

至此，湖南今年已新开工 9 条高速
公路，年底前还将至少再开工 3 条高速
公路。今年全年实质性新开工高速公路
项目里程有望创历史新高，超过“十三
五”前4年总和。

“今年还将确保龙琅（涟源龙塘至新
化琅塘）高速通车60公里，全年建成通
车110公里。”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何海鹰说，高速公路项目成
为“两新一重”建设主战场，将为湖南落
实“六稳”“六保”贡献重要力量。

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全寿命
周期”

盛夏 8 月，益阳市赫山区笔架山乡
新崇安村，180亩农田绿意盎然。一条长
3466米的新河特大桥，在农田上方横空
跨越。

驱车行驶桥上，前方视野宽阔，农
田、流水、人家仿佛从道路两侧生长了出
来。

在全长仅 50 余公里的长常北线高
速长益段，新河特大桥这样的大小桥梁
就有67座。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避良田、让沃
土。”长益扩容公司总经理郭一枝告诉记
者，项目沿线分布有大量基本农田，如果
按一般高速公路以地面铺设为主的设
计，将占用较大耕地面积。

为最大限度保护沿线耕地资源，长
常北线高速长益段采用了“以桥代路”设
计方案，在耕地路段全部采用高架桥跨
越，全线共减少耕地占用55公顷。

从设计到建设，再到运营，长常北线
高速长益段始终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

“全寿命周期”。
开发运用钢结构桥梁虚拟预拼和

检测新技术，创新运用桥梁养护机器
人，路面摊铺采用“巨无霸”大宽幅摊
铺机，应用排水沥青路面打造“海绵”
高速……长常北线高速长益段在行业
内创新试点了多项新技术，以科技护
航工程质量。

高速公路通车后，服务品质如何？
8月31日，长常北线高速长益段全

线唯一的1对服务区——长沙西服务区
开门营业。这是湖南高速集团首对自营
服务区。

自驾车去张家界的刘女士，走进首
次亮相的“湖南高速能源”品牌充电站，
给自己的电动汽车充电：“这里充电桩
多，很方便。”

长沙西服务区设有 8 个充电桩，是
目前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桩布设最
多的站点。

服务区的公共卫生间，则是湖南高
速公路“厕所革命”的示范点，配有洗手
液、纸巾、干手器等装备，还专设女士化
妆间、母婴室。

目前，长沙西服务区提供充电、加
油、卫生间服务。便利店、餐饮等服务将
在10月开启，届时肯德基等知名餐饮品
牌将首次入驻湖南高速服务区。未来，服
务区还将开设文创市集、音乐交流等全
新体验场景。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马捷表示，要以高速服务区转型升级
为契机，推动形成多元化业态格局，提升
湖南高速公路窗口形象。

“智慧高速”抢占新基建高地

“前方乌山隧道发生事故，请缓行并
提前变道……”8 月 30 日，长常北线高
速长沙段，一辆自动驾驶汽车的显示屏
跳出实时信息。此时，汽车自动减速并提
前变道。

这是长常北线高速长益段在通车前
夕“上演”的一次自动驾驶车辆避让事故
场景演练。

“智慧的路上行驶着聪明的车。”在
现场进行测试的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
技术研发部工程师李润东解释，长常北
线高速长沙段是国内首条支持自动驾驶
的高速公路。

在这段高速公路的两侧，每隔 150
米布设一套5G基站和摄像头等配套设
施。通过车、路、云协同技术，可全面精准
掌握每段路、每辆车的实时信息，从而有
效提高路面安全管控、通行效率和应急
指挥监管水平。

2017年4月，省委书记杜家毫在检
查调度高速公路交通安全保畅时指出：
信息化是解决道路交通拥堵问题最有效
的手段。

长常北线高速长益段在施工建设期
间，主动拥抱科技，率先在全国高速公路
上掀起了一场数据“头脑风暴”。

记者发现，除了道路两侧，在互通、
服务区、隧道处，也布设了相应的数据采
集设备。这些设备后期投入运行后，普通
车辆车主也可自动接收前方车辆路况信
息。

比如，前方几公里车流较大，后方车
主可收到即时信息，进行提前分流，由此
精准缓解交通压力。

在这条“智慧高速”上，“黑科技”还
精准体现在细节上。

长常北线高速长益段最长桥梁——
沩水河特大桥，桥梁护栏上方，每隔几十
米就安置有一个方形小盒子。

“这是雾天行车防撞‘神器’。”长益
扩容公司总监李鹏形象比喻道，这套雾
天行车安全诱导装置会根据能见度、车
流情况进行智能化红灯闪烁，可有效保
障雾天行车安全。

传统基建与新基建融合发展——长
常北线高速长益段率先作出了生动实
践，助力我省智能交通配套产业迅速崛
起。

今年来，湖南抢抓国家重大政策机
遇，以新基建项目为契机布局产业创新
链条。在长沙，已吸引347家智能网联汽
车关联企业入驻，智慧交通应用场景从
跟跑到领跑，一条智能汽车全产业链生
态之路正在高速向前延伸。

（参与采写：黄刚 王大建 江钻）

长益新高速，新在哪

湘西北，再高速
金中基

2020年8月31日，湖南交通史上
再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天，长益高速扩容工程正式通
车。至此，从长沙至益阳有两条平行高
速公路直达。

真快啊！长益新高速，双向6车道，
从长沙走益阳只需25分钟车程，而过
去因拥堵需一个多小时甚至几个小时。
这条新路的开通令人欣喜无比，也感慨
万千。

时光回转，22年前长益高速通车之
初，对当时湖南里程最长、投资最多、质
量最好的这条高速公路，人们是多么的
骄傲与自豪，可也感叹“路宽车马稀”。

谁会想到，发展的脚步是如此之
快，曾经宽阔大道变成塞车的场所。这
条省会通往湘西北以及重庆、四川、湖
北西南部的咽喉通道，一度被列为“全
国春运十大最堵高速”之一。近几年，老
长益高速的高峰车流量一天超10万台
次，远超设计流量的2.5万台次至5.5万
台次。长益高速扩容是势在必行，也是
湘西北人民多年之所盼。

湖南最早的一条高速公路，是连接
黄花机场和长沙市区的长永高速，号称
省门第一路。后来的长潭高速，把长沙、
株洲、湘潭“金三角”连接，奠定了长株
潭一体化的基础。

湖南高速公路从无到有，特别是近
几年发展较快。截至2019年底，全省高
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6802公里，居全
国第7位。今年，安慈高速石门段通车
后，湖南将实现“县县通高速”。

长益新高速建成通车，将大大缓解
交通拥堵压力，也是全国第一条支持自
动驾驶的智慧高速公路。在这段高速公
路，用上了5G新技术、“黑科技”。譬如
雾天行车防撞“神器”，根据能见度、车
流情况进行智能化红灯闪烁，可有效保
障雾天行车安全。

湘西北，再高速。它的意义不仅在
于其交通条件改善及智能化升级，而且
对带动湘西北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可以想见，鱼米之乡的八百里如画
洞庭湖，千峰夺翠的世界旅游明珠张家
界，也将因此变得更加夺目耀眼！

长益新高速
行车指南

长常北线高速长益段全长50.28
公里，双向6车道，设计最高时速为120
公里。线路起于观音岩枢纽（长沙市望
城区），止于苏家坝枢纽（益阳市赫山
区），途经长沙望城区、乌山街道、黄金
园街道，宁乡市金洲镇、双江口镇，益阳
市赫山区、欧江岔镇、泉交河镇，对接平
洞高速和长张高速。全线共设观音岩、
黄金园、乌山、金洲北、宁乡北、泞湖、笔
架山、苏家坝互通立交8处，收费站5
处，长沙西服务区1处。

目前，观音岩收费站前的银星路仍
在施工，因此观音岩收费站暂未开放。
新高速开通后，车主从长沙往益阳方向
有两种出行选择：

一是从离自己最近的长沙绕城高
速收费站上高速，再通过观音岩枢纽转
入长常北线高速长益段；

二是从望城区黄桥大道行驶至黄
金园收费站上长常北线高速长益段。

车主从长常北线高速长益段转其
他高速或下高速有几种情况：

从泞湖收费站下高速可前往益阳
市赫山区；

乌山枢纽是长常北线高速长益段
与许广高速的连接枢纽，往岳阳、湖北、
广东的车主可从乌山枢纽转许广高速
行驶；

苏家坝枢纽与长张高速、益阳绕城
高速连接，需要往常德方向行驶的车辆
可在此转长张高速继续行驶。

（邓晶琎 整理）

湘经评

8月18日，袁德义在望城油茶基地指导油茶管理。 彭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