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咩……咩……咩……”夏日阳光下，

上栗县长平乡杉木村一处青翠山谷中，一

排排羊圈里，传出阵阵黑山羊的欢叫声。

“今天羊儿的叫声，更悦耳了。”正在羊

圈中忙碌的上栗县康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杨其掌满脸笑容地说，就在不久

前，公司拿到了种禽畜生产经营许可证，“上

了‘户口’，我们的小羊更要茁壮成长了。”

良种是养殖业高速发展的关键。作

为龙头企业，康鑫公司获得这个许可证，

意味着长平黑山羊养殖业将加速繁育规

模化、产业化、品牌化进程。

地处湘赣边革命老区的长平乡，是

国家级生态乡镇，素有“赣西黑山羊之

乡”美誉。长平黑山羊肉质营养丰富，深

受“无羊不成席”的萍乡人喜爱。一直以

来，当地农民就有养殖黑山羊的习俗，成

为一项传统农业产业。

“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黑山羊，原

来是放在山上散养，没有形成规模化，虽

然养殖数量不少，但羊的品质不高，经济

效益较低。”长平乡党委委员杨鹏介绍，

过去粗放型的养殖方式，缺乏科学的技

术指导和管理方法，疫病防控能力不足，

加上种羊近亲繁殖普遍，提纯复壮工作

滞后等原因，导致赣西黑山羊保种问题

日益严重。

近年来，当地积极改进传统养殖方

法，编制《黑山羊产业发展规划》，引进农

业龙头企业，引领村民科学养殖。小小

的赣西黑山羊，终于形成了大产业，在带

动百姓致富，助力乡村振兴之路上，奋蹄

前行。

在杉木村的康鑫公司黑山羊繁育基

地，一个现代化的养殖场已见雏形：一条

油黑的柏油道路直通基地，一间间宽敞

通风的羊圈错落有致，一只只可爱的小

羊羔正在悠闲地享用美食。“基地占地

200 亩，建有标准化栏舍 8000 平方米，育

种黑山羊 2000 只。基地二期建设已在筹

划中，计划 3 年内达到 1 万只种羊，育肥

数量达 50 万只的规模。”杨其掌介绍，公

司除了自己的技术力量，还引进江西农

业大学博士后工作站，联手打造创新基

因芯片基地、智能兽医“120”等科创服务

平台，让养殖户能养上纯正的黑山羊，让

传统养殖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得益于龙头企业的带动，黑山羊养

殖成为杉木村乡村振兴的加速器。“去

年 ，通 过‘ 公 司+合 作 社+认 种 代 养 ’方

式，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10 万元。今年 5
月，康鑫公司免费为村里的脱贫户提供

优质羊羔代养，年底回购后，户均可增收

5000 元以上。”杉木村党支部书记黄维志

介绍。

放眼长平乡，除了“领头羊”康鑫公司，

佰信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燕窝塘养殖场等

紧随其后，带动了 32 个养殖合作社、28 个

家庭农场、2700余户农户。去年，已实现黑

山羊年存栏量2万余只，出栏量3万余只的

产业规模，户均增收7000元以上。呈现出

村村都有羊欢叫、户户都能发羊财的“喜羊

羊”场景。

有悠久的养殖传统，又有了坚实的

现代产业基础，长平乡党委书记王积分

对“小羊大业”更加信心满满。“依托龙头

企业康鑫公司，我们正在建设上栗黑山

羊科技研发中心，打造国家级赣西黑山

羊原种场项目，坚持良种良法配套，增强

良种培育能力，实现黑山羊产业裂变式

发展。”王积分说，“今年年底，力争实现

繁育优质种羊 1 万只，年出栏商品羊 10
万只，年产值达到 3.5 亿元，养殖户户均

增收 1.5 万元。”

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烟波浩

渺，水域辽阔。要在水体面积超过 3000
平方公里的鄱阳湖中寻找仅 1 毫米大小

的透明鱼卵，这是一项怎样艰巨的工程？

近日，九江市农业科学院与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联合申报

的科研项目——“鄱阳湖刀鲚重要栖息

地识别与保护应用”顺利通过专家组评

审。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曹文

宣院士领衔的专家组给出了 91.8 分的高

分，认为该成果技术水平总体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

该项目最大的突破是识别了鄱阳湖

刀鲚产卵场，发现鄱阳湖刀鲚资源正在

快速恢复，表明全面禁捕和刀鲚栖息地

保护政策已显成效。

该项目中研究的刀鲚，学名长颌鲚，

是长江中的旗舰物种，因身形细长，俗称

刀鱼。刀鱼一直有着“长江三鲜”之首的

美誉，但是，进入本世纪，刀鱼分布范围

急剧萎缩，其价格逐年攀升，曾创下单条

5.9 万元的天价。

从“济济一堂”到“一脉单传”
刀鱼生个娃真难

苏轼诗云：“溶溶晴港漾春晖，芦笋

生时柳絮飞。还有江南风物否，桃花流

水鮆鱼肥。”刀鱼被誉为“长江第一鲜”，

自古以来，刀鱼被很多“吃货”惦记。明

朝李渔说：“食鲥报鲟鳇有厌时，鲚（刀

鱼）则愈甘，至果腹而不释手。”清代《调

鼎集》也称刀鱼为“春馔中高品”。

刀鱼曾经是餐桌上的家常菜。据统

计，1973 年长江刀鱼总捕捞量高达 4000
多吨。但是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在江湖阻隔、过度捕捞、生境退

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长江刀鱼分布范

围大幅萎缩，捕捞量急剧下降，20 世纪 90
年代，年均产量为 800 多吨，2003 年跌到

了不足 30 吨。“芦苇齐腰高，刀鱼用担挑”

这句古老的渔谚，已经成为记忆。

刀鱼是一种溯河洄游性鱼类。每年

春季，亲鱼自海区分批进入河口沿长江

上溯至平缓的河流或者湖泊产卵，幼鱼

育肥至秋后或翌年入海。“刀鱼要经历长

距离洄游，所以刀鱼是否能够到达预定

位置并成功产卵，可以反映江海之间

的连通性，更是作为长江生态系统

的旗舰物种，反应长江生态系统的

健康状况。”九江市农业科学院副

院长王建民说。遗憾的是，除了

产量急剧下降之外，刀鱼的保育

场也因为各种开发受到大幅

破坏，导致刀鱼早期个体大

量损失，资源量得不到有效

补充。

从3000平方公里到1毫米
大海捞针寻找刀鱼产房

为了保护长江刀鱼，2002 年 2 月起，

我国对长江刀鱼实行专项管理；2003 年，

长江开始实施禁渔期制度，并在 2015 年

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但依然没有扭转刀

鱼资源持续衰退的局面。2018 年 9 月，

国办印发《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

工作的意见》，明确率先在水生生物保护

区实现全面禁捕，2018 年 12 月 29 日，农

业农村部发布《关于调整长江流域专项

捕捞管理制度的通告》，从 2019 年 2 月 1
日开始全面禁捕长江刀鱼。2018 年，九

江市农业科学院对生活在鄱阳湖中的

刀鱼开始了系统全面的调查，为开展

刀鱼自然种群的针对性保护提供科

学支撑。该课题主持人九江市农

业科学院高级水产师高小平告

诉记者，鄱阳湖是长江流域

最大的通江湖泊，也是历史上刀鱼重要

的产卵场，鄱阳湖刀鱼的栖息、繁殖对整

个长江流域水生生态发挥着重要补充作

用。采集到鱼卵，是找到刀鱼产卵场的

直接证据。刀鱼的鱼卵颜色近透明，且

仅大小 1 毫米左右，而鄱阳湖水体面积在

丰水期超过 3000 平方公里，寻找这样一

粒透明鱼卵，无异于大海捞针。

2019 年开始，项目组申请特许捕捞

后，沿鄱阳湖湖口县、九江市濂溪区、庐

山市、都昌县、永修县、余干县及重要支

流赣江、修河、信江、饶河等鄱阳湖全水

域网格状设置了 136 个采样点，开展针对

性 调 查 工 作 。 以 刀 鱼 繁 殖 高 峰 期 为 重

点，通过主动捕捞，解剖观察样本性腺，

了解鄱阳湖刀鱼的分布情况，分析刀鱼

种群结构及时空分布特征，推测其可

能存在的产卵场位置，同时进行水质

和地形环境调查。“项目组成员一年有

200 多天都在船上，在各个水域进行

调查，风雨无阻。”九江市农业科学

院水产师许群告诉记者，捕捞回来的样

本需要在实验室进行测量、登记、解剖、

分析、比对。4 年来，项目组收集了数以

万计的数据。

通过逐渐缩小范围，确定重点区域，

2021 年，项目组在各处水域采集仔鱼 1.84
万尾、卵 131 粒，依据形态鉴定疑似刀鱼

仔鱼约 1900尾、卵 56粒。通过随机选取 9
粒卵进行分子鉴定，确认为刀鱼鱼卵。

历时 4 年，长江刀鱼在鄱阳湖的产房

位置终于确定了。

从毫无头绪到有的放矢
种群恢复指日可待

今年 4 月，“鄱阳湖刀鲚重要栖息地

识别与保护应用”项目提交了初步成果。

该研究结合多种分析方法，采取现代科

技，共识别出 5 处产卵场、8 处索饵场，掌

握了刀鲚的洄游通道和规律。这是近 40
年来首次对鄱阳湖刀鲚进行系统全面的

调查，调查结果同时体现出长江“十年禁

渔”带来的鱼类资源快速恢复所取得的成

效。与 2018年相比，2020-2021年刀鲚平

均单船捕捞量增幅最高达到 916%。

4 月 21 日，项目评价专家组认为该

成果技术水平总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曹文宣院士在项目综合评分与评价结论

中指出，该成果的应用将提升刀鲚资源

保护工作的技术水平，对资源保护及可

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高小平告诉记

者，依托研究成果提出的长效保护方法，

可以有效保障鄱阳湖刀鲚繁殖群体的生

殖、繁衍和育幼活动，对长江流域刀鲚资

源会起到巨大的补充作用。

我们相信，刀鱼有了鄱阳湖这个安

宁温暖的家，长江流域刀鲚资源量有望

恢复。我们也期待，宋代陆游笔下“柳色

初深燕子回，猩红千点海棠开。鮆鱼莼

菜随宜具，也是花前一醉来”的场景，早

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老 区 新 貌

JIANGXI DAILY 132022年 6月 20日 星期一

■ 责任编辑 袁 华 李 滨 美术编辑 刘济海
视 线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

大计。日前，《江西省“十四

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正式

印发。作为“十四五”教育行

业重要专项规划，规划科学

指导“十四五”时期全省教育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推动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

《规划》突出推动高质量

发展这一主题，以体系建设

为抓手，着力构建优质均衡

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支撑技能社会建设的职业教

育体系、开放多元的高等教

育体系和完善服务全民终身

学习的教育体系，把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贯穿各级各类教

育发展的全领域全过程。

具体来看，在学前教育

方面，“十四五”时期，我省将

大力扩充普惠性幼儿园、大幅

提升办园质量，学前教育毛入

园率在 90%以上，力争全省通

过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国

家督导评估的县（市、区）占比

达 55%。在义务教育方面，力

争全省通过县域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国家督导评估的

县（市、区）占比达 35%。在普

通高中方面，坚持普职大体相

当，推进普通高中教育特色多样化发展，支持每个县至

少建好办强1所公办普通高中。在职业教育方面，大力

推动职业教育融合创新发展，打造“技能江西”职教高

地，实施中职学校培基固本工程，推进全省中职学校分

级认定达标，落实每县（市、区）至少办好 1 所公办达标

中职学校，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将不低于

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 10%，计划培养 7 万人。同

时，持续优化江西高等教育布局、深化高校“双一流”建

设，推进终身学习服务体系的构建。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规划》以服务国家发展为导向，重点提升人才供

给、高校科技创新、教育服务区域发展能力、教育对外

开放四个方面的供给水平，不断深化江西教育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以职业教育为例，规划提出支持南昌、九江、赣

州、宜春、新余、抚州等地建设职教园区；组建中部地

区和革命老区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院，引导职业

院校根据我省产业结构调整合理设置并动态调整专

业；鼓励支持职业院校建立乡村振兴院系，大力培养

乡村公共服务人才、农村产业发展人才和农业生产经

营人才等，推动职业教育主动适应和服务科技、工业、

交通、农业、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强省战略”，增强服

务创新发展能力。

在高等教育方面，通过深入推进新时代“中西部

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实现基本教学条件全面达标；深

入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

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医学教育创新构建

“健康江西”人才培养体系等举措，加快建设高质量本

科教育。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促进研究生教育量质

齐升，力争全省在校研究生规模增长 60%左右，全力

支持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位授权点，力

争全省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数量增长 30%左右，

全省博士学位授权点数量增长 60%左右。推进创新

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多项指标高于全国平均发展目标值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各级各类教育普及目标

全面实现，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

民，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提高，社会关

注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多样化可选择

的优质教育资源更加丰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

教育、继续教育有效衔接机制更加完善，服务全民终

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推进。到 2035 年，我

省教育水平大幅提升，实现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和现代化，全面建成教育强省和人力资源强省。

通过分析对比可以看出，《规划》中有多项指标高

于全国平均发展目标值。如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教

育部提出 2025 年达到 96%，而我省 2020 年就已经达到

96%，考虑到“十四五”时期我省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规划》将 2025 年目标值设定

为 96.5%，比国家目标值略高 0.5 个百分点。又如高中

阶段教育毛入学率，教育部提出 2025 年超过 92%，而

我省 2020 年就达到 92.5%，因此《规划》将 2025 年目标

值设定为 94%，比国家设定目标高 2 个百分点。

《规划》充分体现江西特色，提出在“十四五”时

期，继续充分发挥我省红色文化优势，深入挖掘红色

文化资源，大力发扬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

等红色精神，着力打造江西红色文化育人特色品牌，

做足做深做特“红色文化育人工程”。

在鄱阳湖中寻找1毫米的鱼卵
王蕴蓉 本报记者 张 雪 田 野

业兴长平“喜羊羊”
钟进文 本报记者 尹晓军

55月月 3131日日，，项目组成员对捕捞回来的样本进行数据收集项目组成员对捕捞回来的样本进行数据收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田田 野摄野摄

5月 31日，九江市农业科学院对生活在鄱阳湖中的刀鱼进行调查。 本报记者 田 野摄

依山傍水的黑山羊繁育基地。通讯员 李 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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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在余干县乌泥镇铜鼓包村川富温棚黄

鳝养殖基地，农民正对网箱进行日常养护。近年来，

当地充分利用丰富的水资源优势发展生态环保型网

箱黄鳝养殖，已形成苗种人工繁育、生态健康养殖和

流通销售产业体系。 通讯员 韩海建摄

短 评
从养家糊口的“山坡羊”，到发家兴业的“致富

羊”，传统的长平黑山羊养殖业，走上了由“放养”

到“精养”的发展之路。要问产业兴起的秘诀，无

疑在于有了“领头羊”。依靠龙头企业的带动，在

养殖技术上迅猛发力，在精养规模上迅速壮大，在

带动百姓致富上迅疾奔跑，小羊渐成大业。

当然，发展之路无止境，“喜羊羊”要长盛不

衰，还需要政府不断引导，企业不断壮大，百姓不

断参与，形成一个各方获益、生态良好的“牧场”，

长平之势，方得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