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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生 吴志
杰)“夏教授讲述的智慧生物农药运用，给我们
产业发展带来了新希望!”11月20日，聆听完主
讲嘉宾夏玉先的精彩演讲，来自璧山区正兴镇
的农业企业主冯应强意犹未尽：“这堂讲座专业
性强、有实例、有指导意义，让我对今后打造绿
色田园、健康餐桌充满了信心。”

重庆日报记者在讲座现场看到，前来参加
讲座的观众大多为“80后”“90后”，且大部分为
农业生产一线的经营者、技术员，不少人还拿出
手机对准夏玉先的演讲PPT，将重要的知识点
一一记录下来。

冯应强的公司在正兴镇流转了245亩土
地，主要从事水果种植与水产养殖。目前，他的
大部分产品获得了绿色认证，葡萄等产品正在
按有机食品标准打造。他信心满满地对记者说
道：“未来，我要按照教授说的生产标准，走一条
绿色生态的精品农业路线。”

听完讲座，来自福禄镇的农业公司老板蔡
金东同样备受鼓舞：“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绿色
有机的食品势在必行。不过，当前市场最大的
两个问题是，企业主不懂得营销优质农产品，消
费市场也存在不理性消费因素，导致很多优质
农产品未能体现出优价。未来，政府与企业还
得从这两处发力，让健康餐桌真正进入千家万
户。”

“当前，因为信息不对称、价格高等原因，还
有很多农民不了解智慧生物农药的好处，需要
不断加大推广力度。”璧山区农业农业村委的农
业干部林煌映也颇为激动，“乡村振兴需要智慧
农业，智慧生物农药基本对人身体无害，打开了
农作物生长的新局面。接下来，我们农技中心
会在生物农药、生物化肥推广上多下功夫，以此
减少对人体的危害及环境的污染。”

重庆大学在读博士、璧山区农业农村委
挂职干部石欣欣说：“我们在大学里学习的
基本都是理论知识，到农村工作后才发现，
理论要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还需要克服
不少困难。今天，我领略了夏教授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生动实践，了解了科技研究与推
广应用的艰辛与不易。我向这些砥砺前行
的前辈们致敬，也将学习他们坚持不懈的钻
研精神！”

农业领域青年表示——

“打造健康餐桌，
我们坚定了信心！”

嘉宾专访

“可以喝的农药”让人大开眼界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 实习

生 吴志杰) 11月20日，由市农业
农村委指导，重庆日报、博恩集团、璧
山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乡村振兴
大讲堂”第六讲，在璧山区文化艺术
中心精彩开讲。重庆大学基因工程
研究中心主任夏玉先作为主讲嘉宾，
以《守望绿色田野 打造健康餐桌》
为题，向现场数百名观众讲述了农产
品安全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意义，并
分享了他在智慧生物农药领域的研
究成果，提出提高农产品质量与效益
的解决方案。其带来的“可以喝的农

药”让现场观众大开眼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主办方把此次
“乡村振兴大讲堂”课堂设在了致力于
农业绿色发展的璧山区，更具现实指
导意义。近年来，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主题，璧山区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已经
建成璧北10万亩蔬菜、璧南10万亩
苗木、璧西10万亩水果这三大产业基
地，发展起广普脐橙、三合茶叶、丁家
儿菜、正兴蜜柚、福禄沃柑、大路黄花
等特色产业。其中，“璧山儿菜”被评
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

“农产品质量与环境安全，是21
世纪人类的巨大挑战。我们深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应把农产品质量和
安全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夏玉先
开门见山抛出了自己的观点：种子、
农药、化肥是保障农业生产所必需
的三大物资，那么，究竟如何保障农
业生产，打造绿色餐桌呢？他向在场
观众亮出了自己研究多年得出的答
案——智慧生物农药。

作为探索“智慧生物农药”的先
行者，夏玉先带领科研团队，以大米
和食用色拉油为主要原材料，研发出

了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杀虫
剂。由于该杀虫剂具有广谱、环保、
高效、安全、智慧、持续等六大特点，
因此在业界有着“生物武器”的美誉，
被媒体称为“可以喝的农药”。

这种杀虫剂彻底颠覆了人们“农
药=毒药”的认知，因为它的生产原料
仅仅是食用油和大米。其效果却颇为
神奇——既能消灭害虫又能保留益
虫，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及产值。

有例为证：铜梁有个萝卜种植大
户采用了这种智慧生物农药后，不仅
抑制了地上害虫滋生，有效防治了地

下害虫，还达到了萝卜出芽率高、萝
卜表面光滑无虫斑等效果。“他的萝
卜售价，每斤超过市场价几毛钱。”夏
玉先说，“这个案例说明，虽然智慧生
物农药价格比化学农药高出不少，但
是只要优质农产品能体现出优价，其
推广就不难。”

“守望绿色田野，打造健康餐桌，
是时代需求，大势所趋。”夏玉先讲
到，广大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要
注意两点：一是必须减少化学农药、
化学肥料的使用，甚至做到不使用化
学投入品；二是尽量采用生物农药、

生物肥料，确保农产品无农残。
一个多小时的专业分享，夏玉先

以深入浅出的讲解博得了阵阵掌
声。分享结束后，现场还有不少听众
意犹未尽，纷纷上前请教交流，夏教
授均倾囊解答。

“我大学学习的果树专业，工作
后也从事农业领域工作。今天，我真
是大开了眼界。”来自璧山区农业农
村委的温志为说，她将把当前智慧生
物农药的最新成果加入到今后的农
业科教信息宣传工作中，呼吁广大农
业生产者打造健康餐桌。

□本报记者 汤艳娟 实习生 吴志杰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
一片。为何在当今很多农村地区，
看不到如此的美妙场景了呢？”11
月25日，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专
访时，夏玉先首先抛出了这样一个
问题，“以前农村常见的青蛙、蜻蜓
等益虫去哪儿了？”

他心情颇为沉重地说：“罪魁
祸首就是过度使用化学农药，把益
虫与害虫一起杀害了。”

历经十余年潜心研究，夏玉先
和他的团队发明了一种智慧生物

农药金龟子绿僵菌CQMa421（简
称绿僵菌421），能精准做到只杀害
虫不杀益虫，让田野恢复古诗中的
绿色生机。

那么，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过程中，重庆如何确保食品
安全？如何让农民凭借优质的产
品获得优价的回报？对此，夏玉
先结合自身研究侃侃而谈，对重
庆乡村振兴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与
建议。

乡村振兴
为何要关注食品安全

农村出生的夏玉先对土地怀
有深情，从小的梦想就是搞农业。
2000年，他在英国巴斯大学读完
博士回国后，创建了重庆大学基因
工程研究中心，发誓这辈子要“与
害虫为敌”。

夏玉先认为，民以食为天，要
做到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食品安
全问题。

当前农村还存在很多问题，如
生产组织形式落后、社会发展不协
调、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等。对于
消费者而言，想买真正绿色的农产
品，选择并不多。

“其中的‘祸首’，就是化学农
药的大量使用！”夏玉先说，化学农
药是一柄双刃剑：它能有效控制虫
害、显著提高产量，可在消除虫害
的同时，它也消灭了益虫。此外，
难以降解的农药残留，严重威胁着
人类健康。

由此引发了两个问题：一是大
量使用化学农药的农产品，势必上
市后卖不出好价钱，从而严重影响
农民发展产业的信心；二是对高品
质农产品有需求的群体买不到好
产品，导致大量国外优质农产品长
期占据国内高端市场。

“前几年，我们部分农产品出

口被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
农药残留超标，由此给我国农企带
来了巨额损失。”夏玉先说。

“我们必须避免化学农药对环
境、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负面影
响，必须把饭碗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让科技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经过夏玉先十余年的潜心研究，智
慧生物农药——绿僵菌421终于
应运而生。

智慧生物农药
怎样做到杀害虫保益虫

何谓智慧生物农药？
夏玉先介绍，生物农药是指利

用生物活体（真菌，细菌，昆虫病毒
等）或其代谢产物（信息素，生长
素，萘乙酸等）针对农业有害生物
进行杀灭或抑制的制剂。相较于
化学农药，生物农药有安全、环境
友好的特点。

在我国，曾经令人头疼的害虫
莫过于蝗虫以及水稻“两迁害
虫”——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
2003年，夏玉先团队成功研制出
我国第一个获得国家登记的真菌
杀虫剂——杀蝗绿僵菌。2006
年，杀蝗绿僵菌在北方10省主要
蝗区开展规模化应用，防蝗率高达
70%-90%。

之后，夏玉先将目光瞄向了一
个新的领域——对付水稻上常见
的二化螟、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
经过多年反复研究，最终从1000
多种菌株中，成功筛选并研制出具
有广谱、微毒、高效等特点的真菌
类生物农药——绿僵菌421，并在
全球首次实现真菌生物农药的规
模化、工业化生产。

夏玉先介绍，与其他生物农药
不同的是，绿僵菌421有个绝妙之
处——既可以防控作物全生育期
的主要害虫，同时对害虫的天敌等

非靶标生物无害。简单的理解是，
这种智慧生物农药有“眼睛”，只杀
害虫还能保益虫。

绿僵菌421如何做到精准识
别的呢？

夏玉先说，在自然界中，不
同的真菌能够杀灭不同害虫，经
过反复试验筛选，绿僵菌421只
对二化螟、稻飞虱、稻纵卷叶螟
等害虫“感兴趣”，而对害虫的天
敌——蜻蜓、蜘蛛、青蛙等“无
感”。而且，施用绿僵菌 421 之
后，即便害虫没有立即死亡，也会
像生了病一样，既不动弹，也不吃
作物，施用后农作物不仅不减产，
甚至还有增产功效。

“这样的智慧生物农药颠覆了
人们对于‘农药=毒药’的认知。”
夏玉先说，“而它的生产原料仅仅
是食用油和大米。”

从2017年起，随着资本的进
入，在全球唯一的固态发酵技术

“加持”下，夏玉先的智慧生物农药
在位于涪陵的厂区实现量产，年产
量达3000多吨。

据了解，真菌农药的应用历史
长达100多年。这100多年当中，
科学家们都在探求如何实现大规
模生产，但是国内外真正规模化生
产的几乎没有，都停留于手工作坊
阶段，而夏玉先的智慧生物农药却
在国内实现了量产。消息一传出，
便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目前，该药已被农业农村部推
荐为水稻三大害虫防治用药，在湖
北、贵州、海南等十多个水稻主要
产区大面积应用，防效喜人。

在重庆推广应用
还需突破几道关

夏玉先说，生态农业是一个属
于未来的产业，需要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目前，重庆所有涉农区县

已全部展开了绿僵菌421的田间
试验示范。

在璧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内，菜
农对甘蓝施用了绿僵菌421后10
天，斜纹夜蛾、小菜蛾便成为了僵
虫，有效防止了虫病。以前，这里
的甘蓝每斤售价仅0.25元，如今却
提高到了每斤0.4元，且一上市便
销售一空。

在对今年最“热门”的草地贪
夜蛾防控中，绿僵菌421也表现
出色。从今年五月开始，夏玉先
利用绿僵菌421在贵州、云南、广
西等地进行了草地贪夜蛾防控试
验，与多种化学杀虫剂减半联合
使用 7 天后，防治效果都达到
90%以上。

“不过，还有不少农民对智慧
生物农药认知不够，怀疑其效果。”
夏玉先认为，要做好“三产融合”这
篇大文章，我市各地政府应做好两
件事：一是要帮农民算好一笔投入
产出账，并搭建平台做好优质农产
品的宣传推广等，帮助农民把好产
品卖成好价钱。二是要扼住产业
化发展的喉咙，出台相关补贴政
策，借助社会化服务等形势，扩大
智慧生物农药的应用面。

吃上新鲜绿色食品，既能满足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能让农
民朋友富起来，这是乡村振兴的意
义和价值所在。夏玉先说，如今，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智慧生物农药
能得到广泛应用，让“听取蛙声一
片”的场景重回农村。

下一步，他还将加快应用技
术的研究，在3-5年之内，使绿僵
菌421的使用面积突破亿亩，同
时研发用新的智慧生物农药品
种，解决“植物癌症”根结线虫的
问题。夏玉先说：“我希望，中国
智慧生物农药能走出国门，服务
全球，满足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夏玉先：

绿色田园呼唤智慧生物农药

主讲嘉宾夏玉先在“乡村振兴大讲堂”上以《守望绿色田野 打造健康
餐桌》为题进行讲座。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张锦辉摄

主 讲
嘉 宾

在璧山区文化艺术中心，听众认真聆听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