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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养结合打造“博士农场”

生态猪场有机肥浇灌绿色水稻与蔬菜

通讯员 施玲 摄
□通讯员 朱敏欢 记者 欧阳蕾昵
说到养猪场，很多人想到的词不外乎
“脏”和“臭”。在崇明新河镇，女硕士于新
花创办的上海恒健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旗下
的恒健猪场却颠覆了人们对传统养猪场的
印象。
这里，每栋猪舍都安装了全覆盖式的
喷雾消毒系统，半小时内可自助完成整个
养猪场的消毒；猪场内安装地暖系统和天
棚冷辐射系统，该系统充分利用地源热泵
和空气源热泵技术，自动控制室内温度；
猪
场自主设计的料线系统可定时、定量、全自
动化完成饲喂工作；猪场内的粪尿即时分
离技术能降低污水 COD90%以上，有效破

解养猪污水环保难题；精细化饮水控制技
术不仅能够实现节水，而且还能避免动物
疫病的介水传播……高科技的生态养殖技
术，
为猪场实现绿色生态循环养殖，
提供了
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道路。
猪场养殖采取绿色生态模式
2015 年，位于新河镇的上海恒健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投产，这家占地 300 亩，
拥有 3000 头生产母猪、年供优质种猪 1 万
头、年上市优质肉猪 6 万头的养猪场，以创
新技术突破养猪业环保瓶颈，集成全新的
防疫理念和创新技术，实现科学养殖、健康
养殖和低碳养殖。2016 年 8 月，上海恒健
猪场成为崇明 002 号博士农场，农场通过
大量科技创新技术的集成，解决了养猪中

令人困惑的环境污染问题。在这里，猪喝
的是纯净水，吃的是个性化套餐，
住的是四
季如春的“星级酒店”。
常年与养殖类企业打交道，于新花对
整个养殖业系统非常了解。她去过大江企
业工作，也自己创办过动物药品公司，
专门
研究消毒防病新技术以及生产各类新型高
效动物消毒药和消毒设备，
为养殖类企业提
供综合消毒防病技术服务。这几年，
随着人
们对食品安全关注度的不断提升，
于新花萌
生了再创业的想法：
“自己已经拥有一套成
熟的防疫技术，也有养殖从业经验，
何不尝
试一下经营一个生态养猪场，
为社会提供安
全健康的猪种，
让市民吃上放心肉。”
畜禽废弃物实现资源化利用
崇明的原生态环境、良好的农业养殖
条件，成了于新花再创业的首选之地。10
年前，她踏上崇明岛，经过多处选址考量
后，觅得新河镇北湖区域的一块土地，那里
周边为大面积成片的种植农田，且远离居
民点，很适合养猪。在崇明政府部门的牵
线搭桥下，于新花承包了 300 亩土地，开启
在崇明的养猪事业。
“农业发展绝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
价。”按照生态养殖理念，于新花特别重视
畜禽养殖废弃物的处理，将它们进行资源
化利用，
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较好
地解决水、空气、土壤的污染问题。
在恒健猪场周边，是一片北湖现代有
机农业示范基地，基地种植的水稻是养猪
场实施种养结合的“试验田”。当有机水稻
种植区需要有机肥时，农场的液体肥自动
与水按比例混合，通过专用管道灌溉到农
田，实现生态还田。种养结合的实验结果

令人欣喜：
不施化肥的北湖水稻长势喜人，
比同期生长的其他水稻田多出近两成产
值。此外，有机肥还被充分利用于恒健猪
场内新开辟的一块 100 亩蔬菜种植区，生
产出符合现代人消费需求的绿色有机蔬
菜。农场用现代技术打造了一个循环种养
模式，既保住了青山绿水，
又实现了现代农
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树立品牌延伸全产业链
为打造与世界级生态岛相匹配的都市
现代绿色农业，崇明提出了“高科技、高品
质、高附加值”的农业发展目标，于新花也
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前进。
从事养殖业的初衷，就是为了让老百
姓能够吃上真正安全、健康、无药残的猪
肉。这些年，于新花一直专注于健康养
殖。恒健农牧科技公司在规划之初，就设
定了全产业链的目标，
去年，
基地建立了饲
料厂，从源头把控，
保证饲料等投入品的供
应质量，
饲料厂生产的发酵饲料，
把饲料中
的蛋白质转化为氨基酸，让猪肉既安全又
好吃。从饲料投入到养殖的全过程，不使
用抗生素，
充分做好消毒防病工作，使农场
养殖的种猪、肉品以及生产出的有机肥，都
没有抗生素和重金属残留，真正保证了农
产品的安全、可靠。
实施品牌战略是拓展农产品市场、提
高农产品附加值的关键，
为此，于新花打造
了“恒健田园”猪肉品牌，希望把农场安全、
优质的猪肉，做成崇明、上海，乃至全国的
明星产品。如今，农场的全产业链建设正
在稳步推进，品牌猪肉、品牌种猪、品牌有
机肥打造成的“三高”产品，也正逐步走向
市场，走进更多的寻常百姓家。

“茭白哥”勇闯有机农业之路
——有机农场创始人陶争荣的故事
□见习记者 黄蕾宇 通讯员 江卫青
“我自己种田都觉得累，你一个
大学生竟然要去当农民？”母亲当时
张口结舌的表情至今还让陶争荣记
忆犹新。
陶争荣是个典型的青浦 80 后
小伙，大学读的是化工机械设计类
专业，毕业后原本从事工程师工作
的他，究竟是怎么和有机农业结下
了不解之缘呢？
挑起家庭的重担
工程师转行当农民
陶争荣的家乡在青浦区练塘
镇。练塘种植茭白已有四百余年历
史 ，素 有“ 华 东 茭 白 第 一 镇 ”的 称
号。生活在练塘的陶争荣自小耳濡
目染，也一直为家乡出产的“水中人
参”
感到骄傲。
2007 年，大学刚刚毕业的陶争
荣应聘到一家企业工作，每天朝九
晚五，倒也很有规律。在交纳了新
房的订金后，满心欢喜地计划着和
当时的女友步入崭新生活，就在这
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彻底
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当年 9 月，他的父亲被查出罹
患重病，急需开刀，巨额的医药费用
一下子压到了陶争荣的肩上。几经
权衡，他为筹措费用卖掉了新房，父
亲 却 依 旧 没 能 战 胜 病 魔 ，与 世 长
辞。父亲去世后，女友也与他分手

了，家庭一下陷入经济困境……年
轻的陶争荣一夜之间情绪跌入谷
底，他告诉自己，他要想办法撑起这
个家。
踱步在练塘的田垄上，看着四
周一望无际的茭白田，陶争荣脑袋
中冒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眼前的
茭白不就是绝佳的创业项目吗？陶
争荣发现，他所在的东田村，几乎家
家户户都在种植茭白，然而在种植
过程中，有的农户为了追求效率，大
量使用农药化肥，埋下农产品安全
隐患。陶争荣暗自下定决心：他要
竭尽全力，在家乡种出安全健康的
有机茭白。
2008 年 ，陶 争 荣 开 始 筹 备“ 有
机”茭白试种项目。没有土地，他就
挨家挨户和农户去洽谈；人手不够，
就雇佣务农的亲戚和帮工来监管打
理；合伙人撤资，他贷款还债，咬牙
坚持；销路不佳，他从零开始学习营
销，跟经销商掐着一分一厘磨破嘴
皮。
“ 我原来学的是机械设计，对农
业一窍不通，更别说难度更大的‘有
机’农业了。”陶争荣回忆起刚刚创
业时的情景，感慨万千，
“ 不过只要
肯学肯干，坚持下去，总会找到办
法，就像荒地上来回踩的多了，路就
出来了。
“有机”
种植路途艰辛
“勿忘心安”坚强支撑
为了种出真正的“有机”茭白，

陶争荣可谓下了血本，还把自己变
成了“家族罪人”。试种的第一年，
由于缺乏经验，又坚持不用农药化
肥，他种植的 120 亩茭白中 60%都受
到了虫害侵蚀。看着带着虫啃缺口
的茭白堆积如山，陶争荣捏紧拳头，
说不出的心疼。
陶争荣的两个舅舅是种了一辈
子茭白的老农民，平时帮着他看管
农田，根据经验，他们说什么都不相
信陶争荣用这种方式能种出好的茭
白。
“不用农药化肥怎么可能有好收
成？”由于不忍心看到外甥“全军覆
没”，两个舅舅私做主张，趁他不在
田间时偷偷用了农药。陶争荣发现
之后，为了坚持自己的“有机”理念，
狠下决心，把两个舅舅以及沾亲带
故的帮工统统解雇。这样一来，和
和 气 气 的 亲 戚 关 系 变 得“ 剑 拔 弩
张”，客气懂事的外甥变成了不讲情
面的“家族罪人”。好在母亲一直在
身后支持着他，替他分担繁重的管
理事务。
在母亲的支持下，陶争荣吸取
教训，重整旗鼓。他先是花了整整
两年的时间，用土壤净化剂吸附重
金属、化学残留等有害物质；在种植
过程中，用有机植保剂代替农药，用
生物菌发酵的鸡粪肥代替化肥。功
夫不负有心人，陶争荣塘里的茭白
产量越来越大，虫蛀率越来越低。
2011 年，他成功拿到了茭白“有机”

认证，成为华东地区唯一保持该认
证的农户，
“ 陶争荣有机茭白”也凭
借着绿色安全的特质和清甜的口
感，收获了越来越多客户的信任与
喜欢。
提及这份有些“犟”的坚持，陶
争荣笑称“这大概跟我属牛有关吧，
死脑筋，牛脾气。”如今的陶争荣已
为人夫、为人父，他庆幸当年的自己
“一意孤行”选择了“有机”之路，看
到不少市民吃着自家农场出产的食
物，这份心安比任何光鲜亮丽的广
告都要有力量。
多元模式求发展
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上海星尚频道的美食大王
牌节目中，我们家的有机茭白被选
中作为最佳食材行列。”陶争荣展示
着电视节目播放时他用手机拍下的
照片，乐呵呵的脸上挂满挡不住的
自豪。
如今，陶争荣的有机农场已经
扭亏为盈，年产值超过 200 万元，是
普通茭白种植户年产值的四五倍。

当年嘲笑陶争荣的乡亲们看到他如
今的成就，都由衷地感到钦佩。慢
慢的，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模仿他
的“有机”种植模式，滥用农药化肥
的现象正在逐步减少。
去年，争荣有机农场和宁波的
费尔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立合作
关系，试验他们引入的经过欧盟有
机认证的植保产品。在陶争荣的农
业蓝图中，有机茭白不仅要在国内
畅 销 ，还 要 出 口 到 欧 盟 及 其 他 国
家。如今的争荣有机农场，将茭白
种植与鹅、螺、小龙虾、黄鳝、泥鳅、
甲鱼等水产养殖有机结合，利用生
态循环系统，将“‘有机’茭白种植”
推向了现代化的新阶段。
未来，陶争荣想要打造一个茭
白主题的田园综合体，创造一个集
观光休闲农业、亲子教育、家庭需
求、有机生态茭白的生产、加工包
装、深加工制作、产品销售为一体的
生态产业链，让农户增收致富，让全
国人民都尝到清甜可口的练塘茭
白。但愿他的梦想早日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