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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产类科普基地建设与实践
——以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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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植物生产类科普项目充分利用学校博士人才,围绕植物保护专业实验室、虚
拟仿真实验室、科研温室基地、标本室四个模块教学科研资源优势,面向娄底地区中小学生、涉农专业
大学生、高素质职业农民三个大众群体,开展科普教育活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
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积极推进科普工作的社会化、群众化、经常化,提升娄底市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和
普及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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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Plant Producti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Base
--Taking 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Kaifa Guo Yicheng Li Shangzhi Zhang Xiu Liu Yunyun Zhou Chenzhong Jin*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Biotechnology, 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plant producti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roject of 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kes full use of the doctoral talents of the university and focuses on the advantages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resources of four modules: plant protection professional laboratory, a virtual
simulation lab, a greenhous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 specimen room. Facing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agriculture, and high-quality farmers in Loudi, this project is
aimed to carry ou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activities, populariz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dvocate scientific methods, spread scientific ideas, promote scientific spirit, and further socialize,
popularize and regularize the work of popular science through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for science education and
eventually, improve the public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quality and popularize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Loudi
City.
[Key words] Loudi; popularization; Doctor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ublic welfare class; professional ability
competition; farmer nurturing
1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植物生产
类科普基地的概况

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方面取得

效益,在湘中地区形成良好的影响力,为

优异的成效。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作出积极贡献。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位于湖南湘中地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植物生产类科普

区娄底市,为湖南省属地方性高校。学校

基地由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申报、湖南省

继承和发扬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积淀

科技厅审批的的省级科普基地项目。近

2.1科普基地功能定位

以校训“谋近以致远、养根而俟实”、校

一年来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形成了一套

植物生产类科普基地作为培养社

风“人才至上、仁爱满园”的办学精神,

较完善的运行管理机制,面对娄底市中

会公民尤其是青少年生物科学素养的

确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近几年来,

小学生、大学生、职业农民等积极开展

重要场所,对提升整个社会的科学素质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

植物生产类科普活动,取得良好的科普

有着积极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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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植物生产
类科普基地的功能定位及组成

[1,2]

。因此,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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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积极推进社会化、群众化、经常

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植物生产
类科普基地科普队伍建设

加了标本制作鉴定和病虫草害图片识

化,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提高公

科普团队是科普基地建设的核心要

别；生态(昆虫)微景观制作及PPT展示模

众科学文化素质服务 。为此,湖南人

素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植物生产类科

块,第一名团队的“橘势大好”向大家展

文科技学院植物生产类科普基地定位

普基地围绕娄底市青少年、大学生、职

示了橘园绿色防控主要技术；第二名团

要开展“三服务”。

业农民三类大众群体,普及科学技术知

队“我的老年生活”为大家展现回归田

一是为娄底地区中小学生服务。激

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

园、回归自然的悠闲生活。
“依山傍水”、

发中小学生自然科学兴趣,培养中小学

扬科学精神,开展科普教育活动,积极推

“水光山色”、
“十里眼光,三寸天堂”等

生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主人翁意识,提

进科普工作的社会化、群众化、经常化,

微景观作品表达了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信

高中小学生的科学素质。

提升娄底市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和普及科

心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学术沙龙模块,

普基地在面向公众开展科普教育活动

[3]

二是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大学生服

[4]

知识竞赛,；有23名植物保护专业学生参

学知识。已建成包括兼职科普老师15人、

新进博士首先为老师和学生做了学术报

务。提升涉农专业基础知识、实验操作

科普志愿者30余人的科普团队。兼职科

告,分享在博士科研过程中的趣事。植物

技能、创新实践能力,锻炼学生的创新思

普老师有硕士、博士等学历,以专业研究

保护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6人分别分享

维、科研方向、团队合作等,营造学农、

特长为娄底大众开展科普活动,他们知

了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经过激烈角逐,

爱农的良好专业氛围。

识广博,乐于科普,潜心指导,勤于交流。

各模块最终产生1个一等奖、2个二等奖、

三是为娄底地区职业农民服务。培

科普志愿者主要为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3个三等奖、优秀奖若干。

养娄底地区懂技术、会经营、善营销的

大学生,负责日常管理、科普讲解、标本

高素质职业农民。

制作和下乡村宣传。

2.2科普基地内容组成

高素质职业农民培育。依靠娄底市
农科所开展高素质职业农民培育。在市

同时,我们积极和娄底市青少年科

区开展2021年“科技活动周”活动,免费

中小学博士科普公益活动。在娄底

技创新工作室对接,对娄底市中小学科

发放农业科普书籍、宣传单与资料500

市科协和娄底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工作室

技辅导员老师进行培训和指导,建立中

余份。娄底地区围绕果蔬种植、双季稻

的协助下,我们2021年在娄底地区中小

小学生物科普队伍。

种植、油菜种植等开展专题培训5场次,

学开展博士科普公益课堂活动,参观湖

4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植物生产
类科普基地的实践活动

培训农村科技人员200人,免费发放农业

南人文科技学院标本室、实验室、温室
大棚活动,博士科普户外实践活动三个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植物生产类科普

实验室、科研温室基地和标本室,参观娄

模块的中小学科普活动。
植物保护专业能力竞赛。参照全国

技术书籍与资料500余份,参观学习学校

基地在娄底地区积极开展生物科普活动,

底市种植基地实践交流等活动,将农业

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和社会影响。

新成果、新技术、新产品、农药安全使

大学生植物保护专业能力大赛的内容和

中小学博士科普公益活动。博士科

规则,我们在2021年开展植物保护专业

普队伍在娄底市三小、七中、百亩、小

教授博士学术科普论坛。开展博士

知识竞赛、昆虫标本制作与病虫草害图

碧等学校开展博士公益科普课堂13场

教授学术科研论坛5场次,参与老师30人

片识别,生态(昆虫)微景观展示与介绍、

次,为中小学生2000人次进行生物科普

次,参与学生600人次。促进师生科研成

植物保护学术沙龙报告等4个模块植物

讲座。组织2场次共计200多人参观湖南

果交流、拓宽知识视野,激发学术热情。

保护专业能力大赛。

人文科技学院标本室、实验室、温室大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植物生产类科普

高素质职业农民培育。依靠娄底市

棚活动,认识生物(昆虫、植物)标本,学

基地项目受到娄底电视台、娄底新闻网

农科所开展高素质职业农民培育,2021

习生物标本制作方法,实验室仪器设备

的宣传报道,取得良好的社会影响。湖南

年围绕果蔬种植、双季稻种植、油菜产

用途等。组织2场次100多人到娄星区双

人文科技学院植物生产类科普基地创新

业等相关开展科学技术培训。通过课堂

江镇、双峰县进行“薯你最牛”,“橘

性地开展了一系列服务活动,在推进生

讲解,参观学习学校标本馆、实验室,参

势大好”野外调查实践活动。这些活动

物科普到娄底地区中小学生、大学生,

观学校科研温室基地,娄底市种植基地

在娄底新闻网、华声在线等新闻媒体,

职业农民等活动中形成了亮点,取得较

等交流实践活动。

微信朋友圈宣传报道,取得良好的社会

好的成果,有效地发挥了科普基地的功

影响。

能,为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生态和文化

教授博士学术科普论坛。邀请湖南
人文科技学院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博

植物保护专业能力竞赛。在专业知

用、农产品食品安全等科普推广。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士、教授开展学术科普论坛,2021年围绕

识竞赛模块,来自植物保护、农学、园艺、

5 结语

博士教授科研经历、社会焦点农业问题

食品科学与工程的本科生以及农艺与种

感谢娄底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工作室

(粮食安全、转基因问题、生态环保等)

业、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的研究生

谢爱华,繆元芳,康序,彭立文等多位老

等开展相关学术科普报告。

共计280余名学生参加了植物保护专业

师对博士科普公益课堂、户外实践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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