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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手在民间
——黄国超探索稻田养鱼开辟生态发展新模式
□ 记者 朱远哲

八月之末，正是稻花飘香的时节。蜻蜓振翅拂动稻叶，游鱼甩尾激起水声，偶有野鸟腾空，便
在碧绿的水面上掀起波澜。港西乡村公园的这片稻田里，
万物欢腾。
日头尚且高悬，
暑热还未退去，
黄国超便离开凉爽的室内，巡视起这独属于他的王国。翠绿的
稻田间，他不时驻足，伸出手中的长杆探查水稻情况，间或撒下一把鱼食，望着聚集而来的鱼儿出
神。这已是他从事
“稻田养鱼”
的第 8 个年头，
一切却仍新鲜得如同当初。
2014 年，
黄国超创建上海崇明江凡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从此一心发展鱼稻共作，
打造种养结
合的高附加值农业。多年钻研探索，他终于走通一条生态农业之路，并一举获得市科委、市农委的
“利用水稻种植生态环境养渔集成技术示范应用”及
“稻田水沟一体化”等项目，合作社还多次被中
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关注报道。

在战略眼光
结缘稻田养鱼
初见这位肤色黝黑、朴实干练，充满
农人气质的汉子时，或许少有人能想到，
黄国超曾在生意场打拼多年。商场得意，
小有身家以后，黄国超心底却总觉得空空
落落的。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崇明人，对土
地有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黄国超
说，
“先前几年，我一直在寻找可以尝试的
农业项目。
”
有心人总有好运相伴。2014 年，一次
生意往来间，有人谈及浙江青田的“稻花
鱼”，这让黄国超的心一下猛跳起来，连忙
催促对方多讲几句。原来，青田素来有着
在稻田中养鱼的传统。蓄水的稻田为稻
花鱼提供良好生活环境与食物来源，鱼则
负责消灭害虫杂草，并回馈以排泄物。
“以
稻护鱼、以鱼养稻”，不施化肥，不打农药，
一样有着好收成。
百闻不如一见，黄国超便前往青田，
作了一番实地考察。青田多山地丘陵，农
地分散零碎，难以规模营作，自古便有“九
山半水半分田”的说法。也正是面对如此
不利条件，当地人探索出“稻田养鱼”的农
业模式，以提升土地的综合产出，获得稻
鱼双丰收。2005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世
界范围评选出 5 个古老农业系统，作为世
界农业遗产进行保护。拥有上千年历史
的青田“稻田养鱼”，便成为中国乃至亚洲
唯一的入选项目。
近距离感受了这份“活遗产”的巧妙
机理，黄国超更加笃定，
“ 鱼稻共作”就是
自己长久以来所渴望的那种农业。回到
崇明庙镇，他便流转了 117 亩土地，开沟起
垄，着手开发崇明式鱼稻共作。

完善了稻田营作模式，还掌握了关键的稻
花鱼繁育技术。
时 间 来 到 2018 年 ，崇 明 启 动“ 两 无
化”大米战略，首批推出万亩不用化肥、
只用有机肥和生物农药的水稻，要打响
“崇明大米”的品牌。黄国超看到消息，
大受鼓舞——自己经营的鱼稻共作，不
就 是 标 准 的“ 两 无 化 ”吗 ？ 经 过 四 年 耕
耘，他已有十足底气，眼看生态农业的东
风吹起，他注定无法坐视。
“ 习总书记强
调要高质量发展，干农业的不能落后，也
要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于是，黄
国超在亲朋好友的不解与质疑中，果断
放 下 手 中 生 意 ，回 到 村 里 ，一 下 发 展 了
200 亩鱼稻共作的水稻田。
合作社规模扩张后，黄国超便一门
心思扑在稻田里，除了吃饭睡觉，简直是
寸步不离。熟人都说，稻田养鱼让黄国
超“失了魂”；但黄国超却觉得，自己是把
曾经失去的某种事物找了回来。沉浸于
生机洋溢的稻田之间，他所追求的不仅
是物产丰收，更是精神层面的富足。
2018 年是合作社的水稻和稻花鱼正
式上市销售的第一年。凭借着在圈中积
累的好口碑，离收割还有一段时间，订单
就如雪片一般飞来。此后，合作社又几次
扩大规模，产品始终供不应求。

在创新引领

借助自然的力量

这么些年下来，靠着请教专家、自己
摸索、反复试错，黄国超逐渐摸清了鱼稻
共作技术的门道。当别的水稻种植户满
头大汗，忙着追肥灭虫时，他却清闲得像
个“甩手掌柜”。可即便如此，这片“放养”
的水稻也不生虫，不患病，照样蹭蹭蹿个
儿。许多人对此大惑不解，乃至于深表怀
疑，而仔细听过黄国超的介绍、亲身考察
过养鱼稻田的人，
都会说一句“绝了”
。
在不惧挫折
“要想规模化种水稻，就必须克服病
锁定
“两无化
两无化”
”赛道
害与虫害的不利影响。”黄国超介绍道，
创业从不是一片坦途，作为“第一个 “而我们的稻田生态系统在这方面是有奇
吃螃蟹的人”，黄国超也难免多交一些学
招的。
”
费。稻花鱼作为鲤鱼的一个变种，大抵是
针对稻瘟病与水稻纹枯病，合作社采
青田所特有的。考虑到稻花鱼高昂的引
取降低种植密度、杜绝化肥使用等措施，
进与繁育成本，黄国超最初使用草鱼做起
根本性地减少了病害的发生与传播。
“别
了试验。
“ 效果并不好。”黄国超回忆道， 的农户种水稻，亩产怎么也要 1000 斤以
“以草鱼的各种习性，在浅水区活动是有
上，这往往意味着秧苗过密和化肥滥用等
些勉强了；更糟的是，长到一定大小，草鱼
问题，很容易给病害以可乘之机。”黄国超
会对水稻下嘴。”
解释道，
“ 我们正相反——把目标产量减
还是得请“专业人才”出马——黄国
到每亩 600-800 斤，密度降下来了，也不使
超不惜成本，从青田采购一批稻花鱼运来
用化肥，稻田对病害的‘抵抗力’大大增强
崇明。这群鱼体型迷你，行动灵活，一下
了。”
水田便拍起尾巴，显得极为活泼。在黄国
稻花鱼正是对付稻飞虱的行家。行
超欣慰的笑容里，崇明第一片“鱼稻共作” 走在稻田间，耳畔常能听见稻叶的窸窣摩
农田就这么诞生了。
擦与“啵啵”水声，这便是稻花鱼消灭害虫
最初，黄国超并没打算做出规模。
“那
的动静了。据黄国超介绍，稻花鱼相当聪
时种几亩水稻，养些稻花鱼，只是为了送
明，对敢于靠近水面的稻飞虱，便以大口
给生意伙伴与朋友。”黄国超说，
“ 尤其是
迎接；对那些盘踞高处的，它们会主动撞
市区的朋友，看到崇明的农产品，欢喜得
击稻秆，将害虫震落，再将其从容消灭。
不得了。”但他始终坚信稻田养鱼的发展 “我们研究过，一条稻花鱼 15 秒内能捕食 5
潜力，在区农技中心专家的指导下，不但
棵水稻上的稻飞虱。”黄国超露出自信的

笑容，
“稻飞虱再多，也不过让田里的鱼更
“今年雨热协调，保守估算亩产水稻
肥几分罢了。
”
有 800 斤。”深吸一口稻花香气，黄国超的
水稻的又一大敌，稻纵卷叶螟在这
喜悦难以掩饰。如今，合作社已有三块生
里也得栽跟头。为抗击这种害虫，黄国
产基地，总规模达 2500 亩，接近一半已实
超发掘了一样“大杀器”。
“ 恐怕所有人都
现鱼稻共作。规模增加了，黄国超却主动
觉得杂草是一无是处的坏东西。”黄国超
做了“减法”，将稻花鱼投放数量减半。对
卖了个关子，用手指向自家的田垄，
“我
应 地 ，有 更 多 水 族 入 驻 了 他 的“ 稻 田 王
们却欢迎杂草长满田边地头。”原来，自
国”。根据规划，稻田将以稻花鱼、本地经
然界有一类寄生蜂，常栖息于这样的杂
济鱼种及甲鱼各三分之一为目标，拓展种
草中，它们会寄生在稻纵卷叶螟的卵中， 养结合潜力，提升稻田附加值。
再将宿主杀死。大略而言，本地稻纵卷
稻田内深耕技术，稻田之外，黄国超
叶螟繁育周期大约一个月，而寄生蜂只
则不遗余力地开发着新业态。
“ 传统种植
有半个月左右，这令生物防治效应更加
户割了稻子才开卖，订单式农业则早于收
显著。
“ 就这片稻田而言，在稻纵卷叶螟
割开始交易。”黄国超说，
“ 这也曾是我们
防治高峰期，首月寄生率就能达到 25%， 的销售模式；但如今，往往在我们插秧时，
次月可达 65%以上；对剩余的 35%，依靠
大量水稻就已经‘销售’出去了。”这要归
燕子、蜻蜓、青蛙、蜘蛛等益鸟和益虫，又
功于合作社开发出的“稻田认养计划”
。
可以消灭一批；等残存的害虫爬上叶梢，
“稻田认养计划”瞄准了都市人群亲
想要吐丝卷叶时，我们用挂满饮料瓶的
近自然、回归乡土的心理需求，采取“你认
养我代管”
“ 土地产出都归你”的新颖模
绳子沿稻田这么一拉——”黄国超大手
挥向稻田，
“ 受惊的害虫就掉进水里，进
式。认养者可以通过线上直播“云种田”，
了稻花鱼的肚子。”
或趁闲暇实地“视察”等方式，强化拥有感
“有时候我也惊讶于稻田生态的神
与获得感；认养所得的农产品若是折成市
奇，自然界的确是存在着某种哲学的。”黄
价，还比直接购买更为划算。合作社目前
推出了四种认养套餐，均是一亩以内的小
国超感叹道，
“对我而言，种水稻固然是一
项体力活，但更需要的还是细致的观察和
块土地；最小的 0.2 亩套餐标价 1600 元，保
深入的思考。”精心经营的稻田生态系统
底获得 100 斤鱼稻共作米。
“这个产品还是
很受欢迎的，春天农忙季还没结束，已经
大大减轻了用肥用药及人力成本，但黄国
超仍不满足，又向稻田草害发起攻关，探
有几百亩被认养了。”黄国超对自己的这
索出一套完整处理流程。
个点子相当骄傲，
“ 这说明我们有足够的
秋季退水清塘、收割稻谷以后，随着
品质与信誉，消费者信任我们，愿意进行
秸秆还田，合作社便进入休耕养地期。待
这样小小的投资。”
到年关之后，天气回暖，放水将白地浸泡
非但如此，合作社还立足于稻花鱼，
三天三夜，随着积水排干，杂草便开始疯
推出“张网捕鱼”
“ 浑水摸鱼”等多个趣味
长，等杂草高度达到一指长，便将其一网
农业体验项目，以增强对岛内外游客的吸
引力与粘性，进而推动农旅融合发展。今
打尽，随后进行第二次浸泡、排水和除草
流程。两次“养草灭草”，大大消耗了土地
年，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在崇明成功举
中的草籽，削减了 60%-70%的杂草基数。 办，合作社位于港西镇乡村公园的鱼稻共
此外，合作社采用机插秧模式，下地的秧
作稻田，就与相邻的花博迎宾馆及民宿深
苗已经较为强壮——搭配合理的种植密
入开展合作，打出“第三产业组合拳”。江
度，即使还有杂草冒头，也无法与水稻争
凡合作社“充满生命的稻田”和丰富多彩
夺阳光；杂食性的稻花鱼更是构成抑制草
的农旅体验内容为周边民宿业补上了关
害的最坚实防线。多重机制下，杂草最终
键一环，越来越多岛内外市民听说并记住
转化为水稻的养料。
了这样一处宝地。
今年 7 月，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理工
如今，黄国超承包的稻田已超过 2500
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高校院所组织学生
亩，他正计划将鱼稻共作模式全面推广。
来稻田调研实践，环环相扣的生物防治系 “依靠‘鱼稻共作’打出的知名度，我们可
统让这群未来的农业人才大开眼界。这
以带动整个崇明的绿色大米畅销。”黄国
片稻田中践行的农业方法显得“返璞归
超表示，江凡合作社要扮演好“粘合剂”的
真”，其中的生态理念却是顶级的，黄国超
角色，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大局一起向好
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一个农民的担当精
发展。
神和对生态的坚守。
养鱼稻田间的景观小道旁，建有好几
座全景摄像头，这便是合作社在港西基地
开通的 24 小时“稻田实时监控”服务了。
在诚实坚守
全年不休的镜头下，稻田种养的一切农事
不变的生态承诺
活动都展现在大众眼前；只需关注“江凡
果蔬”公众号，就能进直播间实时观看。
合作社的稻田一年一作，产量看似也 “也不是没有人质疑我们的模式与成色。”
不高，那么收益究竟怎么样？黄国超算了
黄国超笑道，
“但我觉得这反而是契机，做
一笔账。先前年景最差时，水稻亩产量也
这个直播间，就是一种正面回应。”崇明发
超过 650 斤；每亩稻田放鱼苗 300 尾，年产
展“两无化”已到第四个年头，作为这一大
成品鱼 100 公斤以上；此外还有虾蟹黄鳝
潮中最具特色的一分子，江凡合作社用最
等额外产出——按当年的价格算，每亩经
坦率开放的方式，履行和展示着不打农
济效益超过 1 万元。
药、不用化肥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