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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蚕桑业实现新突破

家住黔江区蓬东乡麻田村的周适
合是一名建卡贫困户，多年外出务工
的他，2010年在村干部动员下，返乡
发展蚕桑。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周适合先转
包了原有2个养蚕大户的60亩桑园，
养了80张蚕，当年便产茧62担，收入
7万多元。“1年养蚕的收入相当于在
外务工3年，在家还能赡养父母、照顾
孩子。”于是，周适合决心扩大桑园种
植面积，一心发展蚕桑。

通过流转土地，目前周适合已有
桑园150亩。2016年，他还投资了10
余万元新建养蚕大棚900平方米和1
个小蚕共育室。2017年，周适合共育
小蚕320张，养大蚕195张，产茧156
担，实现养蚕收入31万元。

在黔江，像周适合这样的蚕农不
在少数。据统计，该区目前养蚕农户
总数达到19791户，占农业户总数的
21.2%；全年蚕农售茧收入达1.56亿
元，养蚕农户户平养蚕收入7882元。

2017年，该区441户贫困户养蚕总收
入737.7万元，户均收入16727.2元，
人均增收4090.6元。

黔江的蚕桑业是重庆蚕桑业发展
的一个缩影。当前，我市已形成以黔
江、涪陵、云阳、奉节、武隆、合川、巫
溪、江津等蚕桑生产重点区县，以涪陵
珍溪、黔江太极、合川官渡等骨干乡镇
为代表的优质蚕茧生产带和都市休闲
观光蚕业示范圈，共发展蚕业企业95
个、合作社118个、家庭农场94个，现
有养蚕农户9.5万户。

为提升蚕业经济效益，我市一方
面普及桑园的套种套养，全市桑园套
种面积达31.7万亩、套养5.4万亩，包
括桑园菜、桑园姜、桑园薯、桑园药等
套种模式；另一方面，推进果桑开发，
全市共推广果桑1.6万亩、产值6404.8
万元，桑椹酒、桑椹饮料、桑椹冻果干
等多种深加工产品陆续投放市场。此
外，蚕桑产业链也进一步拓展，桑叶饲
料养鸡、养猪、养牛、养羊示范推广成
功，并实现了桑枝生产食用菌、蚕沙生
产有机肥、鲜蛹制作食品、雄蛾生产药

酒等。
据统计，2017年，全市共生产生

丝 894吨，蚕桑总收入达到12.19 亿
元，名列全国前十。其中，蚕农茧款收
入5.44亿元，蚕桑综合利用收入6.75
亿元，同比增加10.8%；户均蚕桑综合
收入1.28万元，同比增加20.8%。

形成可供复制的经验

“规模化集约化蚕桑基地建设是
现代蚕桑业必走之路，是茧丝绸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所需。当前蚕业发展必
须通过扩大蚕业生产规模、集中各方
面生产要素，推进规模化集约化蚕桑
基地建设。”日前，在重庆市蚕业管理
总站组织召开的全市规模化集约化蚕
桑基地建设培训交流会上，西南大学
杨光伟教授说。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我市将大力推进规模化集约化蚕
桑基地建设。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
全市建立、巩固、辐射、带动50000亩
生产组织模式新、生产技术新、蚕桑品

种新的规模化优质蚕桑基地，形成可
复制、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具体来看，首先，要发展规模化集
约化蚕桑基地。将引导龙头企业、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新建
或改建（新建为主，改建为辅）集中连
片桑园，配套建设小蚕共育室、蚕房及
资源循环利用设施等蚕业生产设施，
推进小蚕集中共育、大蚕统一饲养，实
现绿色生产，提高桑园产量、蚕茧质量
和综合效益。

同时，提升蚕桑生产科技水平。
通过开展蚕桑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配
置蚕桑生产机械设备与器具，集成蚕
桑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提高蚕桑
病虫害防治和技术服务水平，优化工
作环境，改善劳动条件，降低生产成
本，提升劳动生产率。

其次，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着力
培育一批上规模、懂技术的蚕桑专业
大户、家庭农场、蚕桑专业合作社，发
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采取订
单农业、返租倒包、二次返利、合作分
利等方式，密切龙头企业与新型经营

主体的利益联结，创新蚕桑生产组织
模式，促进贸工农一体化发展。

最后，建立蚕桑产业发展机制。
我市将鼓励支持建设小蚕共育专业化
公司（专业养殖大户），推广规模化集
中小蚕共育；鼓励支持建设新型蚕房，
推进大蚕统一饲养，实现“滚动多批”；
鼓励引导专业机构提供蚕需物资供应
社会化服务；加大蚕桑设施设备集成
配套推广应用力度，努力推动蚕桑用
具和蚕桑省力化机具纳入直补；推动
蚕桑产业信息化建设，不断提升产业
信息化水平，增强信息透明度，提高蚕
农发展产业积极性。

蚕桑基地建设初见成效

“按照市商务委要求，我站全力抓
落实，市商务委成立了‘重庆市推进集
约化规模化蚕桑基地建设指导小组’，
指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我站，联合西南
大学、重庆市蚕业科学技术研究院、重
庆市茧丝绸协会等，组成专家技术队
伍，积极开展全市集约化规模化蚕桑

基地建设的政策解读、技术指导和整
合推进工作。”市蚕业管理总站相关负
责人介绍。

上半年，全市集约化规模化蚕桑基
地建设如火如荼。初步统计，全市建设
主体超过30家、桑园面积近1万亩，均
按照基地建设规模化、养蚕设施设备省
力化、蚕桑生产工艺标准化推进，部分
示范基地有望今秋实现养蚕增效。

与此同时，由市蚕业管理总站牵
头的重庆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
平台搭建基本完成。该体系建设将重
点围绕加强技术培训与推广，开展适
应性试验示范和转化，进村入户开展
科技服务的要求，以技术创新专家团
队、功能研究室及试验站为载体，推动
解决生产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真正实
现蚕业转方式、调结构、提品质、促增
长，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此外，在市商务委行业管理处的统
筹安排下，市蚕业管理总站主办了
2018年蚕桑科技下乡现场培训会、重
庆市规模化集约化蚕桑基地建设启动
仪式暨培训交流会等，会上市商务委
行业管理处领导明确了基地建设标准、
解读了政策规范、规划了建设任务，为
实现蚕桑生产转型发展，推动规模化集
约化蚕桑基地建设提供不懈动能。

“当前，蚕桑产业正成为实现产业
精准脱贫、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被更
多的回乡创业者、转行转业者比选成
为实现致富梦的优势产业。”该负责人
介绍。

随着集约化规模化蚕桑基地建设
的推进，我市蚕桑业发展良好。据初
步统计，2018 年春季全市发放蚕种
11.2万张，生产蚕茧0.44万吨，收购综
合均价为38元/公斤、同比增长6%，
蚕桑综合收入4.7亿元以上、同比增长
5%。全市春季生产一代杂交蚕种约
10万张、原种6250张；春夏引进华康
2号、桂蚕2号、秋丰×绫85等多对新
品种，占总生产量的46%，更新换代步
伐加快；市蚕科院等蚕种生产单位上
半年实现蚕种出口0.73万张，同比增
长22%；上半年蚕种质检供抽检蚕种
近12万张，出具检验报告书19份。

唐勖
图片由重庆市蚕业管理总站提供

推进蚕桑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我市3年将建设5万亩规模化优质蚕桑基地
桑蚕业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态产业、扶

贫产业、民生产业，在发展现代特

色农业道路上具有广阔的潜力和

空间。一直以来，重庆蚕桑产业

发展总体健康平稳，但也存在一

些突出问题，如生产经营组织模

式落后、生产规模小、科技创新不

足等。如何促进蚕桑产业发展方

式转变和结构调整？

日前，市商务委制定了《重庆市

规模化集约化蚕桑示范基地建设实

施方案》，提出2018年-2020年全市

要推进茧丝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建立、巩固、辐射、带动5万亩规模

化优质蚕桑基地，规模化集约化蚕

桑基地蚕茧产量占全市10%以上，

从而提升我市茧丝绸产品质量、产

出效益和产业国际竞争力。

黔江区蚕桑基地黔江区蚕桑基地

36年与光明偕行 做患者心中的光明使者
——记江北区中医院国医馆主任张弘星

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只为让更多的人可以
获得光明；他孜孜不倦地学习，用爱心温暖患
者，用技术和责任守护生命；他被誉为患者心
中的“光明使者”，为眼疾患者奉献了自己的青
春。

他就是江北区中医院国医馆主任张弘星。

医者仁心
各地患者慕名而至

“张医生，今天我的眼睛里突然出现了一
块红色，是怎么回事？”

“眼睛痛不痛？痒不痒？你拍张照片过来
给我看一下。”

6月28日晚上8点多，虽然早已过了下班
时间，张弘星却还在通过手机电话为不便前来
就诊的患者提供咨询服务。“你这是眼睛毛细
血管出血，建议你先冰敷一下，然后再到医院
进行治疗。”

为了方便患者及家属随时咨询，张弘星把
手机号告诉每位就诊的患者，并坚持手机每天
24小时开机。

诊室外，重庆、贵州、成都、广州……来自
各地的患者排着长队等候张弘星看诊。由于
张弘星医术精湛，患者好转、治愈后再广为宣
传，外地患者慕名而来的不在少数。他把脉辨
证，依病处方，解释病情，耐心叮嘱，经常超负
荷地运转，有时连喝口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
有，但看到患者重见光明，他说一切都值得。

“患者相信我们，其实是对中医中药治疗
眼疾的信任，作为中医人，这是我们的自豪。”
张弘星坦言，虽然为了保证诊疗质量实行限
号，每天看50个病人，但看到患者从那么远的
地方来求诊，不忍心拒绝的他常常给患者加
号，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不能按时吃饭，不按时下班已经成了一

种习惯了。”张弘星笑着说道。
一次，有位年迈的婆婆前来找张弘星看

病。当他为婆婆开完药方后，婆婆却坚持让他
少开1天的药，张弘星仔细询问原因才知道是
因为婆婆身上带的钱不多。“老人家，没关系。
差多少钱我来垫补，治病最重要。”张弘星曾
经多次为贫困病人酌情减免费用和垫付医疗
费，具体垫付了多少，他已经记不清了。

“从医就意味着奉献。”张弘星说：“医生这
个职业是一个奉献型的职业，休息时间不多，
但是却能在从业生涯中找到那份职业荣耀
感。”

医技精湛
患者心中光明使者

“多亏了张医生，我女儿的视力才有所好
转，现在看东西都清晰多了。”今年6月底，来
自四川绵阳的张女士又带着5岁的女儿前来
复诊。

原来，张女士的女儿患有先天性远视和弱
视，即使戴上眼镜看东西也非常模糊。通过朋
友的介绍，张女士辗转来到重庆市江北区中医
院，找到了张弘星，几次治疗后，张女士女儿的
左眼视力为0.6、右眼视力为0.8。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问题日益
严重且低龄趋势明显，已成为重大社会公共卫
生问题。据了解，目前中国近视人数已经超过
4.5亿人，其中近视高发年龄段为青少年阶段。

张弘星在临床工作中，应用家传方术并结
合现代医学技术，在治疗眼科常见病，多发病
及部分疑难病症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尤其是对
青少年近视、远视、弱视方面，以精湛的技术让
数以万计的青少年摘下眼镜。

“上课时看黑板有些模糊，看东西也是模
糊不清。”4月17日，来自重庆璧山的11岁男
孩陈永泰来到江北区中医院。检查视力后发
现右0.4、左0.3，诊断为双眼近视。

“你这种情况，一方面要坚持服药，另一方
面还要坚持每日训练视力，注意科学用眼，不
然会功亏一篑哦！”张弘星一边给陈永泰开处
方，一边耐心地给他讲解护眼知识。

治疗20天后，陈永泰复查视力，已经提高
到右1.0、左 1.0，“我现在双眼看物体都清楚
了，看黑板也清晰了。”陈永泰取掉了眼镜，双
眼视力恢复正常。

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张弘星从医36
年，接诊的患者由每年3000-4000人逐渐增

多，到2017年增加到1万余人。他的每个脚印
都见证了光明的奇迹，他一路与光明偕行。

精益求精
继承家传取长补短

谈起从医缘由，张弘星说是受到了父亲的
影响。原来，张弘星的父亲是重庆著名的中医
眼科医生，家学的熏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他
从小就立志学医。1982年，18岁的张弘星毕
业后如愿成为了一名眼科医生，将自己最美好
的青春奉献给了中医眼科事业。

工作后，张弘星继承家传医技，并取众家
之长，补己之短，精研方术，因病制方，研制出
了一批使用方便的纯中药制成的专病专药，让
数以万计的眼疾患者受益。其中，他参加主研
的“五酸合剂治疗初中期白内障的研究”项目
荣获江北区科技进步二等奖，而五酸合剂治疗

白内障在业界也收到了良好的口碑。同时他
研制出了治疗视网膜炎，提高视力的《增视合
剂》等10余个纯中药院内制剂，给广大群众带
来更多更便捷的治疗选择。

叶光玉是一名老年白内障患者，因为双眼
看东西模糊不清，几年前曾多次在某“三甲”医
院治疗，疗效不明显，双眼视力下降到0.4，生
活难以自理。该“三甲”医院建议他做白内障
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在一次与病友的交谈中，
叶光玉得知江北区中医院眼科的五酸合剂治
疗白内障效果不错，便慕名而来。

张弘星用五酸合剂、增视目灵合剂中药为
其治疗，治疗2个月后，双眼视力由0.4提升到
右眼1.0、左眼0.8。“现在我看东西清晰了，生
活也能够自理了。”说到这里，叶光玉非常高
兴。

1992年张弘星荣获江北区中医院“职工
读书自学优秀积极分子”，2002年荣获“重庆
市首届优秀青年中医”称号，2003年《实用中

医药杂志》第11期的“杏林新秀”栏目作为优
秀青年中医刊载。2007年5月被评为江北区
名中医；2012年至今聘任为重庆市中医药学
会眼耳鼻咽喉专业委员会委员；2012年荣获
2010—2011年度江北区“十佳卫生工作者”。

张弘星为患者检查眼疾

刘璐 图由江北区中医院提供

【个人简介】张弘星，男，汉族，生于1964

年4月，江北区中医院国医馆主任、重庆市中

医学会会员、江北区名中医。从事临床工作

30 余年,研制出 10 余个纯中药院内制剂，让

数以万计的早、中期白内障，中心性视网膜

炎、结膜炎、角膜炎以及屈光不正等患者解

除疾苦。特别是在治疗青少年近视、远视、

弱视方面，作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