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把论文写在红土地上，你把实验室搬到
乡村田间。数十年如一日潜心育人，懂农业爱
农民科技助农。你是农民儿子，帮助父老乡亲
脱贫致富，初心不改；你是大学教授，培养无数
人才服务三农，使命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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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南丰县，大家耳熟能详的可能是中国蜜橘之乡、
傩舞之乡和曾巩故里。其实，南丰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国
家级名号——“中国龟鳖之乡”，该县太和镇更是拥有“中
国龟鳖良种第一镇”之美誉。2019年，南丰全县龟鳖养殖
面积达2.4万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年产种蛋3亿枚，甲
鱼养殖规模和产值居全省各县（市、区）首位，是全国闻名
的甲鱼亲本养殖，种蛋、种苗供应基地，其中种蛋、种苗供
应量更是占到了全国市场的 50%，掌握了市场定价权与
话语权。南丰龟鳖何以占得全国市场鳌头？是什么支撑
了南丰龟鳖行业发展壮大？迅速发展的背后又经历了哪
些波折？近日，记者深入南丰县太和镇等地，探究该县龟
鳖产业发展壮大背后的秘密。

龙头引领，牢牢掌握全国市场定价权

“2017年，南丰被评为‘中国龟鳖之乡’，太和镇被评
为‘中国龟鳖良种第一镇’。为什么这两个国字号的荣誉
会落在南丰呢？因为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适合甲鱼生
长，南丰甲鱼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优势——‘三高一低’：产
蛋率高、受精率高、出壳率高、病死率低……”8 月 25 日，
太和镇龟甲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内，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聂
丽萍向记者介绍起南丰龟鳖行业发展现状时，语气中充
满了自豪。据介绍，2019年，全县龟鳖产业养殖户800余
户、参与户2000余户，养殖面积2.4万亩，总产值突破 20
亿元，成为继蜜橘之后南丰县又一农业支柱特色产业。

然而，南丰龟鳖产业也曾经历“血的教训”。南丰龟
鳖产业发展至今，总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 1992 年至
1997 年的初始期、1997 年至 2015 年的扩充期、2015 年至
今的崛起期。“扩充期尤其火爆，只要养了龟鳖的就能赚
钱，当时南丰各地的小山塘都变成了养殖龟鳖的小水
塘。”江西联超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汤建新说，

“无序竞争、品种杂乱、质量参差不齐，南丰龟鳖产业在
2013年经历了最惨痛的时期，导致很多农民亏得血本无
归。”对于曾经的惨痛教训，在龟鳖行业摸爬滚打了近30
年的汤建新至今记忆犹新。

从火爆到亏损的阵痛，迫使南丰县开始重视龟鳖产
业的组织化、产业化、品牌化工作。2016年，该县引导养
殖户成立南丰龟鳖协会，并于次年成立江西第一个龟鳖
产业联合体——南丰龟鳖产业化联合体，为龟鳖产业发
展带来机遇。因为体量大、市场占有率高，南丰牢牢掌
握了全国龟鳖产品的定价权。龟鳖产业发展逐步走向
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形成了龟鳖饵料、种蛋、种苗、商
品龟鳖、母种等各环节分工明确的产业链条。通过行业
自律，不正当竞争明显下降，大大提高了龟鳖产品品质，
实现了龟鳖产品由传统生产向质量控制标准化、养殖生
产设施化、技术服务社会化、养殖管理规范化的现代渔
业转变。建立以太和镇为核心的龟鳖产业集群区域，以
外塘龟鳖类亲本培育为主的养殖方式，并逐步形成了以
龟鳖类亲本培育、种蛋孵化、种苗培育、温棚“二段法”稚
幼苗育养、外塘商品龟鳖生态养殖、后备龟鳖亲本选育、

“稻-鳖综合种养”及“莲-鳖综合种养”等一体化的现代
养殖新模式。

在强化组织化、产业化的基础上，该县极力推进龟鳖
品牌化发展。全县现有注册的龟鳖养殖公司11家、渔业
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77家，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
场6家，其中获批“三品一标”无公害水产品基地18家，有
机水产品 2 个，无公害水产品 16 个，省级龙头企业 1 家，
省级示范社1家，省级原良种场4家，市级龙头企业1家，
现有甲鱼注册商标7个。

同时，该县积极引导企业建立质量追溯体系，注册出
口商标，唱响自主品牌，实现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切实提
升龟鳖产业效益和附加值，进一步扩大“中国龟鳖之乡”
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2018年，江西联超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成功获得进出口资格，开通了观赏龟出口业
务，并注册了“汤翁”品牌，成为全省唯一一家拥有自主进

出口权的乌龟出口企业。

科技支撑，助力龟鳖产业发展壮大

众所周知，添鹏生态甲鱼养殖基地是全省最大的甲
鱼工厂化育苗基地，总投资 4500 余万元，养殖总面积
1500亩，其中温室大棚养殖60亩，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
年产甲鱼150万公斤，实现利润1200多万元。

2011年，江西添鹏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开始与南昌大
学生命科学院洪一江教授开展长期合作，建立中国龟鳖
行业重点研发基地、南昌大学教育实践基地，先后研发出
添鹏一号、添鹏二号等优质品种，并迅速占领市场，龟鳖
产业持续壮大。

然而，甲鱼死亡率高等难题也曾长期困扰添鹏公司，
成为严重制约公司规模发展的“拦路虎”。2014年，江西
省开始实施科技特派团富民强县工程，由江西省科学院、
南昌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六家单位联合组成南丰县甲
鱼科技特派团，成员包括品种改良、饲料配制、养殖模式、
微生物调控等9位专家。在了解到添鹏公司遭遇的难题
后，科技特派团成员带着技术设备深入养殖场，观测、试
验、收集数据。找准原因后，为添鹏公司送来了江西省科
学院开发的新产品——壳聚糖复合微生态制剂，通过降
低水体中亚硝酸盐和氨态氮含量，大幅度降低了甲鱼的
死亡率。此举不仅让添鹏公司年增收数百万元，更让公
司深刻认识到科技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

在推动龟鳖产业发展过程中，南丰县积极强化产业
科技支撑。积极创建高科技龟鳖种子优选、提纯复壮工
程实施平台。选择具备“省级原良种场”资质的江西添鹏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为骨干、联合区域龙头企业公司、合作
社作为项目协作单位，以南昌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省科技
特派团工作站专家为指导，联合建立高层次科技创新实
施平台，为开发新品种、提升品质、打造品牌等提供强有
力支撑。

绿色发展，实现生态效益和市场效益双赢

“这种甲鱼叫黑花，是最新品种，在我们太和镇配的
（种），三年的老鳖每公斤最起码要120元……”8月25日，
太和镇龟甲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内，一名员工喜笑颜开地
向参观者展示着稻田里喂养的甲鱼。

据介绍，太和镇龟甲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占地面积约
50亩，其中标准化乌龟、甲鱼塘 30亩，主要推广“龟（鳖）
菜共生”和“莲龟（鳖）共存”生态种养方式，既提高资源利
用率，又降低了成本，并引进了 5 级净化污水处理系统
（即物理沉降、自然稀释、植物过滤、有益菌调节、净化处
理等五级净化，水质可达到二级水质标准），实现了“养龟
（鳖）不换水而水质清澈，种菜不施肥而正常成长”的小型
生态共生系统。

南丰县大力推进稻田综合种养，并逐步发展“稻-鳖
综合种养”及“莲-鳖综合种养”等一体化的现代养殖新
模式。完善龟鳖养殖尾水整治方案，各经营主体均签订
承诺书。目前，已立项 9 家经营主体养殖尾水处理工程
项目，5家企业已建成，2家企业正建设施工。

此外，南丰县结合生态文明建设和农村环境整治，持
续开展渔业资源保护专项整治，进一步修复了县域范围
内渔业生态环境。同时，定期开展水生生物保护工作，大
力提倡健康养殖。狠抓投入品监管的同时，建立“三项记
录，五项制度”，完善水生动物防疫检疫、水产品安全监督
服务体系。

今年初，南丰县顺利通过农业农村部验收，成为国家
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站在新的起点，南丰龟鳖产业
未来怎么发展？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给出了答案：
扩大生态商品养殖规模，延伸产业链条，强化科技投入，
提升品质。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培植创建南丰龟鳖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打造龟鳖产业百亿产值强县。

南丰龟鳖何以占得全国市场鳌头？
本报记者 袁 华 张海光

2015 年，带着对老区人
民的深情厚爱，上海市普陀
区开始支援会昌县筠门岭镇
脱贫攻坚。五年来，普陀区
瞄准对当地具有关键带动作
用和普惠性的项目，制定精
准帮扶方案，累计投入帮扶
资金 1719 万元，助推筠门岭
镇打赢脱贫攻坚战。至2019
年底，该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同比增加1500元。

打通致富路
“以前出村的路狭窄、弯

多，安全隐患大，大卡车基本
进不来，脐橙运输成本高；现
在交通顺畅了，修了 4.5米宽
的出村公路。”日前，60 岁的
筠门岭镇龙头村贫困户王金
浪给自家种的 32 亩脐橙浇
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2017 年，普陀区投入资
金 411 万元，当地政府配套
73万元，修建了长达3.7公里
的龙头村公路，使龙头村与
圩镇的距离缩短了约5公里，
5000多名村民受益。

“道路通，产业兴。如
今，村民发展产业积极性高
涨。村里现在人均种植脐橙
5 亩，还种植了 800 亩吴茱
萸，既保护了绿水青山，又有
较好的经济效益。”龙头村第
一书记吴海滨说。

精准扶贫，交通先行。
五年来，普陀区将交通扶贫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
生工程来抓，共投入 1080 万
元，帮助筠门岭镇修路、建
桥，极大地方便了当地群众
出行，促进了产业发展。

聚力高质量发展
五年来，普陀区从硬件

和软件两方面着手，促进筠
门岭镇产业高质量发展。

“现在即使下大雨心里
也踏实，不用再担心自家的
大棚被大水冲毁。”筠门岭镇
竹村村蔬菜产业基地负责人
许庆丰告诉记者，今年普陀
区人武部投入了 15 万元，政
府配套 15 万元，为流经基地
的小河建好了河堤。

该基地是筠门岭镇引进
的农业龙头企业，采取“农业
园区+龙头企业+合作社+贫
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与竹
村村4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建

立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
户户均种植2亩以上蔬菜；帮
助14户贫困家庭人员实现务
工，每年户均创收1.5万元。

令筠门岭镇镇长许海斌
印象深刻的是，正当筠门岭
镇风风火火推进发展旅游支
柱产业时，普陀区的同志在
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主动提
出投入 266.5万元，帮助镇里
修建了长达 5 公里的盘山景
区旅游公路，当地群众称赞
说：“普陀区的同志把好事办
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为了促进当地干部解放
思想，运用好新发展理念，普
陀区投入 50 万元，支持会昌
干部培训工作，进一步帮助
提高干部干事创业的能力。
同时，投入 20 万元在筠门岭
镇门岭村新建面积达10亩的
蔬菜产业基地，增加村集体
收入，既提高了村党支部的
影响力，又增强了村干部发
展产业的本领。

敲开幸福门
五年来，普陀区不遗余

力地推动筠门岭镇普惠性民
生项目建设，增强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

走进筠门岭镇卫生院，
记者听到了一个个感人的事
例。得益于普陀区先后投入
的 477.9万元资金，医院换上
了新的救护车，新投入使用
的医技大楼内，DR 检测仪、
多功能生化仪、血球分析仪
等设备一应俱全，医院的医
疗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现在卫生院变化大，看
病方便多了。”家住门岭村的
贫困户周文英，对就医环境
的改善深有感触。周文英患
有“三高”，以前经常要到县
医院治疗，如今在家门口就
能看病，节省了很多精力和
成本。

五年来，筠门岭镇群众
经常回忆起普陀区为他们做
的一件件好事：投入 60 万元
支持新建门岭村便民服务中
心，帮助打造的一站式党群
服务阵地，让群众办事更加
便捷高效；出资15万元，协助
竹村村建设安全饮水工程，
让全村1800余人喝上了干净
水；走访慰问了360名困难学
生，发放慰问金3.6万元。

“我来自农村，深知农村
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将科
技力量转化成农民增收致富
的法宝，是我最大的心愿。”
带着这个心愿，东华理工大
学教授李荣同上世纪80年代
末就踏上了科技扶贫之路，
一走就是30余年。

1964 年，李荣同出生在
崇仁县的一个小山村，从小
跟着父母干农活。1982年考
上大学，李荣同特意选择了
植物学专业。大学毕业后，
李荣同进入高校当老师，教
学之余总是往乡村跑。

黎川县食用菌种植历史
悠久，但传统的种植方式已
无法满足市场需求。2015年
初，李荣同带领省科技特派
团成员进驻黎川，准备大干
一场。“讲讲知识还行，让他
种菇我不太信。”起初有的农
民并不看好李荣同。

面对质疑，李荣同没有
退缩，在进行了无数次单调
而枯燥的实验后，于当年8月
发明了自动控制烘干装置。
这套装置缩短了烘干时间，
生产的草菇品质好，价格比
以往高。村民的态度开始转
变，尝试着用李荣同的新设
备，很快草菇供不应求。近
年来，李荣同还制定菌种制
作技术标准，引进自动化控
制技术，研发虎奶菇栽培技
术，升级发展传统草菇、茶树
菇等菌类种植，让食用菌成为
黎川的主导产业、优势产业。

如何改变传统单一的销
售方式，让食用菌进一步走
向全国？李荣同将目光投向
了互联网。他整合省科技特
派团和东华理工大学的科研
力量，打造远程数据管理平
台，举办电商培训班，让菌菇
产品“触网”电商平台，实现
了大规模的线上销售。如
今，黎川食用菌在全国有着
较高知名度，占领国内 60%
的市场份额。

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并
没有让李荣同停滞科技助农
的步伐。2018 年，他与黎川
扶贫移民部门商量，到浙江
引进黑木耳新品种，实现黑
木耳产业覆盖全县贫困户。
紧接着，猕猴桃、马家柚、吊
瓜等多种蔬菜水果产业，也
相继在黎川“开花结果”。同
时，李荣同还推动科技成果
走出去，对新疆托克逊县进
行食用菌技术支持，为农业
援疆贡献力量。

作为高校教师，李荣同
时刻不忘育人初心。他利用
省科技特派团团长的身份，
经常把课堂搬到校外，带着
学生深入生产一线、田间地
头，现场给学生讲解专业知
识，在实践育人的广阔天地
里引领学生成人成才。“大学
生不仅要读好课堂这本‘有
字’之书，更要读好社会这本

‘无字’之书，只有真正学好
本领，才能为国家发展贡献
力量。”李荣同说。

牵手敲开幸福门
刘兆春 本报记者 蔡超然

“第三届感动江西教育年度人物”巡礼

李荣同：科技特派员
本报记者 骆 辉

9月10日，乐安
县罗陂乡罗陂村田
间地头，当地农民正
利用晴好天气抢收
中稻。航拍收割机
在稻田间行进作业
的景象，宛如一幅美
丽的图画。
本报记者 李 劼摄

抢
收
中
稻

太和镇龟甲生态养殖示范基地。

太和镇龟甲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内，一名员工喜笑
颜开地展示着稻田里喂养的甲鱼。

图片均由特约通讯员袁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