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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底，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主办“多主体农业协同

创新平台：来自科技小院的经验”网络研讨会，向全球推介中国
科技小院模式，来自 50多个国家的 500余人参会。
会上，平和县坂仔镇五星村柚农林新民分享了自己与平和蜜柚科技小院的合作经历。

平和县是我国最大的柚类生产基地，被誉为“世界柚乡、中国柚都”。然而，蜜柚产业长
期过量施肥，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成为阻碍产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科技小院助力

下，平和蜜柚走上“减肥”增效之路。
起初，林新民与其他柚农一样，担心减肥会导致蜜柚减产；慢慢地，他在试验中尝到甜头，并成为小院“代言人”。

科技小院引导柚农改变传统施肥方式，推动平和蜜柚走上绿色提质增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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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一名高校青年教师带着 2名学生，到平和县开展
调研，对房前屋后皆是蜜柚树的场景颇感震撼。这名教师，就
是福建农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国际镁营养研究所副教授
吴良泉。

吴良泉，1987 年出生于永春县一个山村，2014 年从中国
农业大学获得植物营养学博士学位后，回到本科母校福建农
林大学工作。他将研究重心放在柑橘、茶树等特色经济作物
上，主要研究镁素综合管理、养分资源管理，研发肥料新产品，
已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科
研项目 10余项。

2016 年，吴良泉正着手准备一个关于柑橘高效专用复合
肥研制与应用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项目。一家大型肥料企
业找上门来寻求合作，希望吴良泉为企业生产蜜柚专用肥提供
指导，企业则为项目研究提供经费支持。双方一拍即合，吴良泉
遂选定在全国最大的蜜柚生产基地——平和县开展研究。

初到平和，他带着学生到农户的果园走访调研，发现当地
柚农普遍缺乏科学指导，认为施肥越多，产量越高。“在地理位
置、气候条件类似和产量相当的情况下，这里每年的蜜柚用肥
量是国际上柑橘优势产区的 6倍。”吴良泉说。

抽样采集土壤样品后，吴良泉还发现，过量施肥造成当地
土壤酸化、板结严重，90%的表层土壤样品 pH 值低于 5.0，而
蜜柚适合生长的土壤 pH 值为 5.5 至 6.5。这不仅影响蜜柚品
质，也对水源、环境造成较大压力。

“减一半试试！”吴良泉综合业内专家、国际柑橘主产区以
及平和本地种植大户的经验，形成初步的优化方案，在平和县
内不同地方找了 10 多户柚农合作，拟在他们的柚园里开展

“减肥”试验。
种了二三十年蜜柚的农户们半信半疑：“减这么多肥，柚

树不会减产吗？”
尽管从理论上分析，“减肥”是可行的，但此前国内并没有

关于蜜柚的相关研究和一手数据，对“蜜柚究竟需要多少养
分”“是因为品种特殊，还是因当地降水量大、肥料流失多，导
致蜜柚比其他柑橘类需要更多肥料”等问题，吴良泉也没有太
大的把握。

当时的蜜柚亩产值约 2 万元，对于柚农而言，试错成本太
高了。为了让柚农们吃下定心丸，吴良泉向合作农户保证：“亏
了算我的！”

回想当时的承诺，吴良泉笑言，大抵是因为年轻气盛。但
他心里清楚，科研工作者要勇于承担技术创新风险，“不管结
果如何，试了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

听了他的承诺，有些柚农心动了，林新民便是其中之一。
彼时 53 岁的林新民，打理着自家 1100 株柚树，每年每株

柚树最多要施 8 公斤肥。“与吴老师合作，柚树施肥不用我管，
减产了也有人兜底，用一小块地做试验未尝不可。”于是，林新
民拿出 110株柚树，交由吴良泉及其学生进行施肥管理。

接下来的一年内，个别合作农户因为担心减产，中途偷偷
施肥；而林新民坚持了下来，每年每株柚树复合肥用量减到 4
公斤。

到了蜜柚采收季，周边许多柚农和收购商闻信前来观摩。种
了多年蜜柚的农户们一眼便瞧出林新民试验树的不同：果树更
加健壮，蜜柚个个长得光滑饱满，打开一尝，水分更足，甜度更
高。收购商给出的收购价，每公斤蜜柚比周边农户高出0.4元，按
亩产3500~4000公斤蜜柚算，2亩多的柚林增收约3000元。

林新民乐了，主动为自家另外的柚树“减肥”。
“第一年不减产，是不是因为消耗了土壤原本的肥力？之

后会减产吗？”面对柚农的新疑惑，吴良泉团队又将“减肥”试
验延续至第二年、第三年。

7 个试验点的三年数据显示，“减肥”不但没减产，品质反
而有所提升，蜜柚的酸度下降了，口感也更好了。对于柚农而
言，降本更加直观，每年每亩地可节约 1000元的肥料费用。

“亏了算我的！”
在试验过程中，吴良泉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最初，我们的研

究采用的是项目制，参与人员少，我和学生只能阶段性地在平和
开展调研，难以长期扎根田野，实时获取生产信息，及时为农户
提供技术指导。”他坦言。

在此背景下，2018 年，福建农林大学国际镁营养研究所将
这支研究团队扩充到 10 余名师生，在平和围绕蜜柚“减肥”开展
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平和蜜柚科技小院雏形初现。

2019年6月，平和蜜柚科技小院于坂仔镇五星村正式揭牌成立。
这是全省首批5家科技小院之一，也是全国蜜柚产业首家科技小院。

吴良泉被聘为平和蜜柚科技小院首席专家。包括他在内的
8名福建农林大学教师（其中 7 人为科技特派员）带着研究生（每
年常驻 3~6人），在蜜柚科技小院开展工作。

要改变柚农们的种植观念并不容易。“做给柚农看！”科技小
院通过果园流转，建立了一块长期定位试验（指在固定田块上多
年连续进行相同处理的农业定位研究方法）基地，持续开展蜜柚
优化定量施肥试验，并时常请柚农现场观摩。

基于这块基地，师生们测量出蜜柚对氮、磷、钾等养分的实际需
求。吴良泉介绍道，以氮为例，在施肥量较大的情况下，每年每公顷柚
树通过落花落果、修剪枝条、果实带走的养分为267公斤，但柚农每公
顷柚树常投入1300公斤养分，多余的养分实际上并未被吸收利用。

五星村柚农赖国永的一个疑惑，也被科技小院成功解开。
他有三株柚子树生长在狭窄的田岸边。“没地方施肥，每次

就在树冠下随意撒点肥料。没想到，这三株柚树反而长得比其他
柚树健壮。”他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出于对根系分布与土壤营养的关注，科技小院的师生
们曾挖开土层，查看柚树的根系分布。他们惊奇地发现，用于吸
收养分的须根主要分布在距离柚树主干 20至 80厘米处，这与当
地柚农乃至师生们的原有认知有很大不同。

“柚农怕在树冠内施肥会伤根，习惯在树冠外延滴水线外施
肥，导致肥料实际吸收利用率不高，肥料的大量流失也使原本已
经酸化的土壤进一步酸化。”吴良泉说，得益于施肥位置与肥料
用量更好匹配，那三株柚树长势更良好。

师生们扎根生产一线，也常常能在与柚农的交流中得到启
发，细化研究方向。

“这叶片怎么黄黄的？是缺少什么元素？”“这是蜜柚叶片典型缺
镁症状。”科技小院团队发现，柚农使用的通用型复合肥中氮、磷、钾
浓度高，过量施肥导致氮、磷、钾养分大量盈余，而蜜柚对镁等养分
的需求却被忽视了，且过量的氮、钾肥施用和土壤酸化进一步加剧
蜜柚缺镁。实际上，镁对于蜜柚生长大有裨益，能促进光合作用，利
于糖类物质运输，增加单果重和甜度，使果皮厚度更薄、色泽更好。

为此，科技小院团队提出“‘减肥’压酸，补镁增效”的蜜柚绿色提
质增效技术——根据蜜柚根系生长分布和养分需求规律，改变施肥
位置，并在萌芽期、稳果期、壮果期、采果期根据不同的养分需求定量
施肥，严格控制氮、磷、钾肥尤其是磷肥的使用量，同时适量补充镁肥。

赖国永按科技小院倡导的种植方法，管理自家 500 多株柚
树，每年可节省 7000 多元肥料费用。更重要的是，“柚子长得好，
不愁卖，收购商到果园一看，现场就转账收购，一分钱没欠”。

三株柚树的奥秘
每到施肥季，平和蜜柚科技小院团队就忙着围绕蜜柚“减

肥”进行更大范围的技术推广。从制作“蜜柚小院说柚”科普视
频，到进村开展科普讲座、技术培训，手把手指导柚农科学施
肥……处处都有科技小院师生的身影。

据统计，平和蜜柚科技小院已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了 4
个 核 心 示 范 区 ，累 计 与 1000 余 户 柚 农 合 作 建 设 示 范 田
4800 余亩，辐射带动全县蜜柚产区。

几年来，林新民紧跟科技小院团队的脚步，在自己的蜜柚
园内引进蜜柚绿色提质增效技术，每株柚树的施肥量已减至
1公斤，蜜柚产量同比提高 5%，糖酸比也有较大提高。

而他，也俨然成为科技小院的“代言人”，常常在各种科普
活动和技术培训会上现身说法，用闽南语与柚农交流，鼓励更
多柚农学习、应用科技小院系列技术。

“科技小院探索的蜜柚绿色提质增效技术，既可大幅减少
柚农的肥料投入成本，又可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为蜜柚产业绿
色发展提供支撑，有助于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平和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毅伟介绍，为此，今年来，平和举
全县之力，对蜜柚绿色提质增效技术加以推广，由科技小院团
队对农技人员、广大农民开展技术培训，带动该技术在全县范
围内落地。

今年 5 月，一场化肥减量增效行动推进会在平和县召开。
会议号召全县党员种植户带头落实化肥减量增效，把自家果
园建成生态果园。

如今，在平和县党员种植户的柚园边上，都立着醒目的
“减肥”公示牌，上面详细写着种植亩数、去年施肥量、今年计
划施肥量等。

何时施肥？施多少？如何施？在蜜柚科技小院的指导下，
平和县还制作了《农户果园化肥减量落实卡》，分发给每户
柚农，上面详细记录定额施肥的技术要点和落实情况。党员
干部挂钩到户，上门指导柚农按照《农户果园化肥减量落实
卡》上的要点，精准施用适合蜜柚种管的配方肥，特别是控
制磷肥用量，最大限度减少不合理施肥，提高肥料养分的有
效利用率。

吴良泉在组织学生对全县蜜柚施肥情况开展抽样、问卷
调查后发现，与 2018 年相比，如今全县施肥量（氮、磷、钾养分
总量）减少了 60%以上。

林新民成了“代言人”
近日，记者走进林新民的蜜柚园。柚子压弯了枝头，树下

套种的大豆已长出半指长的豆荚。
“冬种油菜花，夏种大豆，荚长到 4~5 厘米时就把它割掉

放在树冠以内，压青还田做绿肥，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有利
于提高蜜柚的产量和品质。”林新民熟稔地介绍道。

这套关于“绿肥”的经验，来自廖红教授。
廖红，从事植物营养学和根系生物学研究近 30 年，现为

福建农林大学根系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际植物营
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土壤学会植物营养学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等。

去年底以来，平和县在全县范围内建设了 4000 亩生态果
园示范基地，由蜜柚科技小院提供技术指导，并邀请廖红担任
指导专家，为蜜柚产业绿色发展把脉。

“肥减下来后，改良深层的酸化土壤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廖红教授带头研发蜜柚土壤改良专用有机肥，这种有机肥具
有缓释效果，一年施两次肥即可，既能满足柚子生长所需的全
营养，提高养分利用率，也能改良土壤，标本兼治；同时，提倡
柚农冬季在柚树下套种油菜花用以压青还田做绿肥，增加土
壤有机质。”吴良泉说，平和县政府则提供资金支持，为示范基
地的柚农免费发放专用有机肥和油菜籽。

得此助力，蜜柚科技小院已在示范基地推广“蜜柚土壤改
良专用有机肥+调整施肥位置+冬种油菜花+禁用除草剂”技
术模式。

为了汇聚更多科技力量，进一步助力蜜柚产业绿色健康
发展，今年 6 月初，由福建农林大学与平和县政府共建的平和
蜜柚研究院揭牌成立。

根据协议，福建农林大学派出专业研究人员组建产业服
务团队，并将在五年内持续投入 50 名研究生，根据平和柚类
产业绿色发展需求，分期开展“柚类产业规划布局与发展战
略”“柚类绿色优质生产与发展关键技术研发”“柚类精深加工
技术与绿色健康食品生产”等方面的科技攻关和政策研究。

廖红被聘为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成员，吴良泉则担任研究
院副院长。

吴良泉表示，蜜柚科技小院团队会参与蜜柚研究院的部
分工作，双方将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助力平和县柚类产业绿色
优质发展与乡村振兴。

汇聚更多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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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平和““柚海柚海””

硕果累累硕果累累

我省科技小院是在中国农技协的指导下，由省科协联合福建
农林大学、省农科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创建的，集农业科技创新、
农业技术服务、农村科学普及、人才培养培训于一体，旨在服务“三
农”和乡村振兴，打通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专家
与农民、科研与生产、育人与用人的零距离对接。

近年来，我省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制度首创地优势，不断探
索打造科技特派员制度新样板，创建推广科技小院，并率先成立
全国第一家省级科技小院联盟。截至目前，我省已建立4批共33
家科技小院，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新 闻 链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