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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爱平 通讯员 杨远远

科技特派员专题报道

每次看到我公号发布文章下方网友的评论我都很感

动，觉得自己的努力都值得。作为整日和老乡打交道的科

技特派员，我要继续努力做一名敬农、爱农、懂农的新农人，

把实事做实。

张宗勤
陕西省科技特派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副研究员

本溪市冷水鱼养殖实施

科技特派团计划以来，科技

特派团队通过采取“核心示

范基地+核心示范户+养殖

户”三级体系的示范推广模

式，充分发挥核心示范户的

引领和带动作用，使本溪冷

水鱼养殖结构得到调整，夯

实了乡村振兴工作。

汪铁伦
辽宁省科技厅农村处副处长

典型派

◎本报记者 雍 黎

◎本报记者 郝晓明

稻田白鹭飞，禾下鱼欢腾。9 月 7 日，在重庆市忠县新立镇华福村的

稻鱼共生基地里，稻鱼和谐共生，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基地负责人刘玉

全正忙着收割成熟的水稻，投放秋季的鱼苗。原本种植水稻的他，在重庆

三峡职业学院科技特派员团队的帮扶下，采用稻鱼共生的种养模式，不仅

鱼稻双丰收，收入也比以前翻了几倍。

专家组队，探索农户增收之路

“你看这稻田里的鱼，长得就是不一样，肉质特别好！”刘玉全捧着一

条才捞出来的鲤鱼说，因为稻田里不打农药也不用肥料，鱼和水稻都是无

污染的绿色食品。

刘玉全是四川人，在忠县做农机生意，8 年前他承包了 800 亩稻田种

植水稻，一亩收入仅 1500元，除了成本人工，一年下来所剩无几。他正在

发愁如何增收的时候，2015年，重庆市科技特派员、水稻专家黄文章在忠

县科技局的介绍下，前来进行技术帮扶。

“我当时想到一方面通过水稻品种调整，促进提质增产；另一方面能

不能引入稻鱼种养模式，提高稻田的综合效益。”黄文章说，作为重庆三峡

职业学院引进的专家，他想到了引入重庆三峡职业技术学院的科技特派

员团队，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水产专业老师周亚博士，两人一拍即合，开始

联手开展科技服务。

稻田养鱼是在水稻种植的同时兼顾渔业发展，实现水稻与鱼的

互利共生，它的优势明显：水稻田里的害虫可以被鱼吃掉，减轻病虫

害；鱼类的排泄物可以为水稻提供养分；鱼类在活动的同时松动土

壤，促进水稻吸收肥料，抑制杂草生长，有益于水稻的生长；优质的

稻田给予鱼类充足的生活空间和良好的生存环境，鱼品质上乘、肉

质鲜美。稻鱼种养模式已经有不少地方在推广，不过想要做好却并

不容易。

作为将“养殖”与“种植”跨界融合发展的生产模式，稻鱼种养需要杀

虫施肥，但是养鱼又不能使用农药和肥料。如何实现稻鱼既保证品质又

能双丰收，是难点也是痛点。科技特派员们认为，这也正是需要他们发挥

优势和作用解决的问题。

推广3万余亩，年经济效益1.1亿元

“我们探索出了三峡稻渔综合种养模式。”黄文章介绍，科技特派员团

队结合国内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和三峡库区农业基础条件创新的这一生态

种养模式，主要包括“一季稻，两茬鱼，三结合”。虽然只种植一季水稻，但

产量能够达到亩产稻谷 900斤以上，而且味道好。鱼则分为两茬养殖，当

年就能稻渔双收。

“采用了科技特派员教我的种养模式，现在不仅收入提高了，稻鱼也

成了忠县优质农产品品牌。”刘玉全笑着算了一笔账，一亩稻田水稻产量

至少有 1000斤，稻田米一斤售价在 10元以上；鱼产量 200多斤，稻田鱼在

市场一斤售价可达 15元。现在他一亩稻田综合效益可达 5000元，去年他

家 800亩稻田收入超过了 200万元。

“以前农民种水稻几乎不赚钱，但是通过这种因地制宜的模式，却

能极大地提升综合效益，重庆约有稻田 1000 万亩，如果能够推广三峡

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将会形成产业对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黄文章

介绍，目前科技特派员团队有 10 余名专家教授、30 余名教师参与组建

“‘智慧稻渔’产业研创团队”，专项开展稻渔综合种养的品种、饵料管

理、水质管理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应用研究。下一步，科技特派员团队

在进一步推广三峡稻渔综合种养模式的同时，还将推广田埂种植果

蔬，提高稻田产值。

据了解，科技特派员团队以“试验基地+示范基地+稻鱼企业”为架构

开展稻渔产业服务，现在梁平区川西渔村和万州区石桥水乡分别建立了

稻渔种养试验基地，开展三峡库区稻渔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试验；在忠

县晨帆农业、万州印合农业合作社、开州开竹米业等地建立了示范基地，

作为不同海拔稻渔种养的示范点，带动周边区县发展稻渔产业。目前科

技特派员团队在万州、梁平、忠县、云阳、开州、潼南、南川、武陵等区县服

务面上稻渔产业 3万余亩，年经济效益 1.1亿元。

重庆生产力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他们

将一方面扩大科技特派员选派范围和领域，让更多的科技特派员能够发

挥专业和人才优势服务乡村振兴；另一方面，将积极帮助科技特派员争取

项目，更好地支持科技特派员进行科技创新，帮助农民提质增效。

在三峡稻田里

科特派让养殖与种植跨界融合

黄文章（左）和周亚（右）在重庆市忠县新立镇华福村的稻鱼共生
基地查看稻田鱼。 本报记者 雍黎摄

金秋时节，一进入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

治县小市镇久才峪村冷水鱼养殖基地，顿觉神清气

爽，这里植被茂盛，溪水潺潺。顺流而下的溪水被

引到一个个串联的小水塘里，上万条金鳟、虹鳟、哲

罗鱼、鲟鱼、细鳞鱼畅游其间。鱼料投进去，鱼儿翻

腾跳跃，溅起片片水花，很是壮观。

“过去仅仅养了虹鳟鱼，这几年品种多了，收

入也不错，特别是新品种哲罗鱼，很受市场欢

迎。”提起养殖冷水鱼的过往经历，久才峪村的村

民金有利很是感慨，跟虹鳟鱼打了半辈子交道，

可前几年却到了连养殖成本都收不回来的地

步。“多亏了科技特派团、科技特派员的技术帮

扶，悉心指导，才让我们冷水鱼养殖户走出困境，

重拾信心。”金有利说。

引进新品种，帮农户走出困境

本溪市位于辽宁东部山区，冷水资源十分丰

富，是辽宁省重要的鲑鳟鱼养殖基地，在我国冷

水鱼养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当地农民便筑起流水池塘，利用山间溪

流养殖虹鳟鱼，并逐步形成了规模化养殖，渔业

也成为当地主导产业。

“刚开始养殖虹鳟鱼时，利润高，鱼病少，订单

不断，家家户户都不愁销路。”本溪县草河掌镇京

溪鲑鳟鱼养殖基地，有着20多年虹鳟养殖经验的

大户王炳刚介绍，随着市场走俏，养殖户随之增

多，利润也越来越微薄，加上鱼病影响，有时连成

本都收不回来，虹鳟养殖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优势产业不能成为“鸡肋”。辽宁省淡水水

产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淡水水产院）研究员、科

技特派员赵晓临认为，走出虹鳟鱼的养殖困境，

需要引进新品种，提升养殖模式，实现渔业转型

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2010 年，淡水水产院组建研发团队，依托国

家农业公益行业专项“冷水性鱼类养殖产业化研

究与示范”项目，引进了野性尚存的哲罗鱼进行

示范推广，率先在本溪县草河掌镇和小市镇扶持

冷水鱼养殖合作社和养殖户，开展了冷水鱼的新

品种示范、新技术指导。

开创新局面，哲罗鱼辽宁安家

哲罗鱼是我国珍稀名贵的淡水鱼，肉味鲜美

细嫩，营养丰富，具有生长速度快、抗疫病力强等

特点，较为适合冷水地区养殖，市场售价也是虹

鳟的 3—5倍。

赵晓临和她的冷水鱼团队从黑龙江水产研

究所引进哲罗鱼，免费发放给本溪地区养殖户进

行试养后，从鱼卵孵化、苗种培育到成鱼养殖，赵

晓临团队进驻草河掌镇、小市镇等地现场蹲点，

面对面、手把手地传授新品种的养殖技术。

在科技特派员团队的帮扶下，当地形成了哲

罗鱼繁育、苗种自给自足、商品鱼售卖的冷水鱼

产业链，并以本溪繁殖为核心点，辐射辽宁多地，

开创了辽宁商品鱼养殖产业化的新局面。

10 多年的悉心培育，冷水鱼团队成功在辽

宁建立起哲罗鱼人工繁殖、苗种培育、成鱼养殖

体系，推广养殖面积达 9 万平方米，累计增产

5374 吨，经济效益达 3.2 亿元，辽宁跃升为我国

重要的哲罗鱼养殖基地。

完善产业链，打造特色小镇

2020 年，在辽宁省科技厅的支持下，淡水水

产院组建了以科技特派员赵晓临为首、徐浩然为

主要业务骨干的 15 人科技特派团队，以便更好

地解决渔业生产中遇到的病害防治、水质环境、

苗种繁育等实际问题。

辽宁省科技厅农村处副处长汪铁伦介绍，本

溪市冷水鱼养殖实施科技特派团计划以来，科技

特派团队通过采取“核心示范基地+核心示范

户+养殖户”三级体系的示范推广模式，充分发

挥核心示范户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使本溪冷水鱼

养殖结构得到调整，夯实了乡村振兴工作。

“现在，生态养殖成为本溪冷水鱼产品的独

特优势。”本溪市科技局四级调研员傅天明说，科

技特派团的专家不仅带火了冷水鱼产业，还推动

了本溪乃至辽宁省淡水养殖品种的结构调整，对

美丽乡村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本溪市南芬区下马塘街道太平山村，1500

平方米的养鱼池里，上万条优质冷水鱼在水中畅

游，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观者赏心悦目，养殖者

信心十足。如今，太平山村已形成集民宿、垂钓、

餐饮、旅游观光为一体的休闲渔业乡村旅游景

点，游客慕名而来，活鱼礼盒、鱼产品深加工等特

色冷水鱼产品倍受欢迎，高品质鲑鱼也随之迅速

走入寻常百姓家。

赵 晓 临 表 示 ，科 技 特 派 团 以 技 术 为 切 入

点，正引导扶持养殖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

农场，打造以冷水鱼养殖为主线，具有山区水

乡特色的生态旅游小镇，希望在抓好优质特色

冷水鱼品种选育的基础上，让冷水鱼成为辽宁

的热产业。

科技特派团出手，冷水鱼成辽宁热产业

临 近 陕 西 葡 萄 采 收 时 节 ，总 会 遇 到 连 阴

雨 ——陕西人称为秋淋。每年的这个时候，葡

萄种植界“网红”——陕西省科技特派员、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副研究员张宗勤就忙得

不可开交。

“持续不断的降雨，部分葡萄园可能发生积

水、裂果、酸腐、植株生长势弱以及病虫害偏重等

情况。这时丰收在望，如何科学管好果园，是农户

最关心的事，因为这不仅关系当年，更会对来年有

影响。”9月12日，张宗勤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不仅丰收时节，葡萄种植的全时段，特别是

葡萄生长中的关键时刻、紧急时刻，科技特派员

张宗勤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农户的果园，以及

各种与葡萄种植相关的新媒体平台；果农们也会

第一时间想到或直接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在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的葡萄试验示范站找张老

师咨询，张宗勤也总会耐心地为果农出谋划策。

因此，以“西秦农人”为网名活跃在各种葡

萄类新媒体的科技特派员张宗勤，不仅成为了

葡萄种植界的“网红”，更被果农称为“及时雨”

“贴心人”。

合阳县是葡萄适生区、优生区，有着红提葡

萄之乡的美誉。但以前由于果农不掌握技术，盲

目生产，品种单一，重产量不重品质，所以商品率

不到 30%，果农效益低下。

作为科技特派员，张宗勤看在眼里，急在心

头，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他开始重新规划当地的

葡萄生产。在合阳县坊镇坊西村、路井镇新民社

区，他推行冷棚葡萄栽培，示范农药化肥双减技

术；在乾落社区推行避雨栽培技术；在新池镇添

缘现代农业园区、富源合作社主推优质高档葡萄

的精品化、有机生产技术，辐射带动了其他地区

葡萄产业发展。

老百姓看见了张宗勤指导生产的葡萄带来的

效益，他的理念和技术也随之被迅速接受和推广，

初步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4种模式：“合作社+”模

式，“龙头+”模式，“抱团+”模式和“三产+”模式。

在标准化模式的带动下，果农生产出安全、

优质的葡萄，受到了客商的欢迎和称赞。

2020 年试验站生产的葡萄获得全国葡萄评

优 2 项金奖和 1 项优质奖的骄人成绩，张宗勤指

导的合作社与公司也获得 5项金奖。

今年合阳县的红提葡萄早早就被客商预订

了，每亩收益达 2 万多元，一亩地比以前能增收

5000到 1万元。

技术推广，打造葡萄生产新模式

为了更好地发挥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帮助更

多果农少走弯路、多挣钱，张宗勤引进栽培了 50

多个鲜食葡萄品种，还推广生态栽培、疏花疏果、

肥水一体化等多项技术，为品种优选与推广奠定

基础。

张宗勤每年主讲的省、市、县技术培训会 20

多场次，田间地头现场指导 50余场次，他的讲课

内容接地气，易懂、易记、易学。“我也是理论实际

相结合，把田间地头积累的经验与更多的果农分

享，我其实也在学习，有的点子也是果农给我的

启发。”张宗勤谦虚地说。

为了让农户随时有参照，张宗勤还根据自己

多年的经验编著了 3 本书，成为了让果农看得

懂、用得着、照着做、学得会、干得好的参考资

料。其中，《冷棚红地球葡萄栽培技术画册》图片

多、文字少，简单易懂，成了果农种植葡萄的“手

中宝”。根据果农最头疼的葡萄病虫害防治问

题，张宗勤今年又编写了《葡萄病虫害防治历》，

按照季节、葡萄生长的物候期，提供分阶段解决

方案，免费发放，便于果农查阅使用。

除日常进行科普宣传，张宗勤还不忘解决好

一般性与应急性问题。无论是雪灾还是霜冻，张

宗勤总是通过多种渠道提前预警，指导果农预防

灾害；灾后每次都是天刚亮就出现在田间地头，

进果园、查灾情，并提出技术解决方案，提供防灾

减灾指导。

葡萄园出现叶枯、叶片大面积黄化、虫害等

灾情时，张宗勤也会第一时间来到果园，来到果

农身边，果农都觉得他是自己的亲人。张宗勤获

得了 2020 年度合阳县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还

获得了合阳县农业科技服务奉献奖。

这 些 年 ，为 了 葡 萄 产 业 的 健 康 发 展 ，为

了果农增收致富，张宗勤几乎踏遍了陕西省

的 葡 萄 园 ，足 迹 还 遍 及 山 西 、宁 夏 、新 疆 、广

西、四川等地，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用自己渊

博的知识和对农民的赤诚感情为当地百姓做

好服务。

合阳县的冯贵生从事葡萄种植 20 多年，

和张宗勤认识已经 10 多年了，他说：“我们村

的果农，张老师都认识，他的电话号码和微信

我们都有，生产上有问题就给他打电话，无论

早晚，他都耐心讲解，他就是我们的葡萄种植

活字典。”

西安市鄠邑区的王卫国看了、吃了合阳县

葡萄试验示范站的葡萄后说：“服了，张老师种

的葡萄都是极品，咱种的葡萄和人家的比，差

太远了。”今年，王卫国三天两头电话、微信咨

询张宗勤。

传经送宝，他是葡萄种植活字典

自 1994 年开始，张宗勤便开始在杨凌农业

高新技术成果博览会上做主题讲座，还参与百名

专家咨询活动和科技三下乡等活动；2008 年，他

又开始在农林卫视等电视媒体做技术讲座；2016

年，张宗勤开通并运营微信公众号“西秦农人”，

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葡萄种植知识。

“现在移动网络越来越发达，农户基本都有

微信，每次有葡萄种植知识，我都第一时间发布

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这样受益面更大。”张宗勤开

心地说。

“西秦农人”微信公众号开通 6年来，推送文

章已经 600 多篇，有的文章单篇浏览量就过万；

“西秦农人”抖音号也发表了作品 100 多篇。很

多果农不一定知道张宗勤是谁，但“西秦农人”却

是葡萄种植界的“网红”。张宗勤的多篇推文也

被不同媒体引用、推荐、转载、转发。

2020 年以来，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有的技术指导，张宗勤无法与果农进行面对

面的交流，但新媒体却让他与果农实现了无缝对

接。张宗勤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有关葡萄病

防治、葡萄病虫害防治等内容的推文，还用新媒

体音频、视频直播了 7次，共有 13万人次收听、收

看、学习。去年，“西秦农人”推文 90 余篇，阅读

量超 5 万人次。网友完美人生留言：“喜爱张老

师给我们上课，特别是疫情期间的及时指导，让

葡萄继续获得丰收，他就是我们果农的财神爷。”

“每次看到我公号发布文章下方网友的评论我

都很感动，觉得自己的努力都值得。”张宗勤感慨。

2018 年开始，张宗勤升级了自己的通讯设

备，确保每次培训会全程直播，会后还能回放学

习，更好地放大培训范围与效果，每次受众都能

达到上万人次，总受众则超过了百万人次。

陕西省宝鸡扶风的果农王发强说：“老师宗

勤，人勤嘴勤。田间地头，言传身教。传播技术，

言语亲民。”

数十年如一日，全年无休是科技特派员们的

生活常态。在学校，张宗勤是导师、老师；而在田

间地头，他是果农的兄弟、亲切的科技特派员。

“虽然我今年 59岁了，但作为整日和老乡打

交道的科技特派员，我要继续努力做一名敬农、

爱农、懂农的新农人，把实事做实。”在张宗勤眼

里，这或许就是科技特派员的工作根本。

与时俱进，科技服务不止步

葡萄种植遇难题葡萄种植遇难题
就找就找““西秦农人西秦农人””张宗勤张宗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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