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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之歌

祝增荣
（浙大昆虫科学研究所教授）

祝增荣
（浙大昆虫科学研究所教授）

“三门县何家村多年
不用杀虫剂和杀菌剂，水
稻病虫害也不成灾，有一
户打了药反而引起褐飞
虱吃倒水稻。”起初，这只
是个“传说”。

而今，这是一个从
“传说”到“假说”、经过
“验证过的假说”，到现在
成为可操作可推广的“技
术”过程。有幸的是，我
见证且参与了这个过程。

2009年8月，我和前辈昆虫学家程家
安教授、省农业厅植保站蒋学辉研究员，
在三门县农业局的邀请下，实地考察、调
查了何家村稻丛中的害虫稻飞虱和天敌
蜘蛛、瓢虫等等，初步印象是飞虱少之又
少，天敌数量甚多。再观察周边生境，田
埂斜坡面长且均覆盖植被，山坡更是植被
丰富。了解到本地农户对农药负作用的
认识远比其正作用强烈，我有些惊奇，这
与其它地方的农民、农药销售人员的认识
不同。我想，这与何家村农民学历普遍较
高有一定关系。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里是一个可
在小流域范围内进行生物多样性与生态
服务功能研究、生态控制害虫的理想实
践基地，对于生态工程治理水稻有害生
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我们马上设计了
实验方案和农户调查问卷并执行，根据
几年来调查的稻飞虱和天敌的数据，采
用种群生态学分析方法，确认蜘蛛类等
捕食性天敌密度始终处于较高是稻飞虱
低密度的主要因素；社会学调查结果的
分析也表明何家村农户的生态学知识高
于周边农户。

这些结果曾在学术会议上引起部分
同行的质疑。如：“何家村稻田不在迁飞
性害虫的迁飞带上，可能迁入量很少”、

“只是一个村几百亩田，没有代表性”，等
等，总之怀疑和不相信的居多。2010
年，我们专门设计了不同海拔梯度的三
个村庄，即在海拔300米何家村、山下的
亭旁镇狮岭村以及海边围垦田的六敖平
原，各设立了 6 至 10 块均不用药的系统
观察圃，定时田间调查稻飞虱和天敌密
度，出动了 15 人进行大规模调查，早出
晚归，还用上了盘拍、扫网、黄盘、机动吸
虫取样器等“十八般兵器”。

经鉴定，发现山上何家村在 7 月份
稻飞虱迁入时期的密度比山下狮岭和海
边六敖的都高，但接下来的两个世代后，
何家村的稻飞虱密度显著低于狮岭和六
敖，再详细分析发现蜘蛛密度最高的何
家村稻飞虱种群从上一代到下一代的增
长力最低，而六敖的正相反，后期褐飞虱
密度最高，发现“何家村不仅处于稻飞虱
的迁飞带上，而且迁入量最高。它的稻
飞虱不成灾，是因为蜘蛛密度控制了稻
飞虱的种群增长”。结果让我甚是兴奋。

缘起：找到理想样本缘起：找到理想样本

我们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偶然。浙江
省农科院吕仲贤与金华市植保站陈桂华
两位研究员也在婺城区寺平等地进行系
列实验。和何家村一样，寺平样本也证
明：一般情况下只要采用“生态工程”技
术，比如细心规划农田、配置适当的植被
和蜜源植物，给天敌安好家，同时查看稻
飞虱和天敌密度，再决定是否要用药，不
达标就坚决不用药，按需谨慎地使用合
适的农药，不仅可以有效控制有害生物，
水稻产量也能稳产高产，生产的“生态稻
米”的总收益则显著增加。

从更广义角度，我可以更大胆判断：
与热带稻田有着丰富的节肢动物物种多
样性一样，在亚热带的单季稻，也是可以
通过减少农药使用甚至不用农药、生态
调控、助增天敌等手段把水稻害虫控制
在对水稻不会造成产量损失的水平。

在今年5月于三门召开的“国际水稻
有害生物治理生态工程启动仪式暨学术
研讨会”上，我们提出以“公共植保，绿色植
保，生态工程”作为现阶段中国特色的水
稻有害生物治理的生态工程的行动口
号。我们正在并且将继续以实际事例证
明在亚热带稻飞虱迁入地区，稻田生态系

统的自然控制作用也是可以控制住稻飞
虱等重大害虫的暴发为害的。

这就是我们力推“生态工程治虫，绿
色植保要术”的理论基础和信心保证。
要是没有一系列的田间试验，我哪敢把

“生态工程治虫”从三门讲到杭州、讲到
南京、北京，向农业部关键部门进言？讲
到越南、泰国、澳洲、丹麦？胆敢向美国
科学院院报（PNAS）建议用何家稻田照
片做封面？

现在同行们关注的几个关键问题
是：何家村样本在平原地区能否复制？
这个生态控制能走多远？

在三门县，何家村的成功样本正向
半山区和平原地区扩散，生态工程治虫
的知识和操作技术以通过多种媒介传播
到农户手中，今年将扩大到 5000 亩稻
田。1万株可以诱杀水稻螟虫的香根草
正安排种植在粮食功能区和示范区的机
耕路两侧，蜜源植物业已安排种植；测报
观察圃确定开查，科技密集投入正在进
行之中。

浙江省植物保护局还启动了 20 多
个绿色防控行动项目，分布在全省20多
个粮食功能区或现代农业园区。

应用：逐步向外推广

何家村“先锋样本”验证了自
然控制作用的重要性，证明了在亚
热带地区稻田实施生态工程技术
控制水稻有害生物的可行性和充
分性，是提炼“生态工程治虫，绿色
植保要术”技术要点的实证基础之
一，也是一系列推广升级文宣的核
心形象。

近年来，亚洲发展银行——国
际水稻研究所（ADB－IRRI）项目
一直致力于寻求解决稻飞虱暴发
造成的水稻损失为目标的可持续
发展道路，并由此催生了“水稻生
态工程”国际合作项目。我们在国

外有菲律宾维萨亚斯大学、澳大利
亚查尔斯特大学等单位合作、国内
有浙江农科院、植保局以及基层单
位的紧密合作。将国内外从事水
稻害虫生态工程技术的同仁们凝
聚在一起，形成某种联合体，借“协
同创新”思路，促进这项事业的进
一步发展，为创造未来理想农田提
供技术保障。

三年多不间断的研究，让我和
我的团队对何家村产生了深厚的
感情，也和当地的许多农户成了好
朋友。

去年去何家村时，深受消费者

欢迎的“生态稻米”经济效益十分
显著，我觉得还得有个合适的“大
名”才行。在向当地农业局干部了
解到基地所在地位于湫水山脉，其
最高峰为皇嬉梁，海拔882.4米，也
是三门县的最高山峰，就初议以

“皇嬉梁”来命名，但博士生小乔认
为用其谐音“皇喜粮”应该更好，意
为“皇帝喜欢的粮食”——“皇喜
粮”为品牌去申报注册商标，并且
专门设计了图形，“皇喜粮——三
门何家生态米”的口号由此诞生。

农药滥用问题危及多少人的
生命？如今已到必须考虑、实践改

变治虫方式的时候了！有识之士
甚至高呼“是到断手指以保全身之
时”。生态工程的理论和技术正在
用于水稻有害生物的治理，这一方
法正在被实验区、辐射区的农户接
受，将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在何家村，我描绘出心目中
的“理想农田”状态：“花浪阵阵，
蜂语蝶舞，天敌与害虫聚一堂；稻
香清清，减药配肥，产量和效益共
增长。”或许这副对联，能帮助我
们在解决农药滥用问题上，找到
些许答案。

（本报记者 陆遥 整理）

期盼：人虫和谐相处

理想农田：蜘蛛小蜂绿青蛙
一位昆虫学专家在何家村的调研手记

本报记者 陆遥 整理

在祝增荣的团队里，参与实验的俞明全等研究生、博士生们不怕辛劳，
多次来到何家村调查样本，分析数据，全身心投入其中。在研究之余，他们
将自己的体悟创作成了一些或优美、或通俗的诗文，来表达研究团队“食稻
苗者非皆为害虫，调控得当人与‘害虫’可和谐共处”的核心思想。

在稻花香处在稻花香处在稻花香处

田埂上，种些花，大豆秋葵白芝麻；
给天敌，安个家，蜘蛛小蜂绿青蛙。
天敌多，害虫少，稻虱螟虫害不了；
打药少，施肥巧，省工省力花钱少。
产量高，品质优，收入增加笑哈哈；
生态美，环境好，健康和谐你我他！

(作者：团队全体成员)

害虫与天敌

春日万紫千红，
夏日蛙鸣声悠，
秋日你便看到稻穗翻涌，
憨厚的脸上充溢着满足轻松，
然后过一个暖冬，
期盼来年的又一个丰收。

(作者：周瀛)

稻村四季歌

梦想
于时间里绽放
绿色浮起一片
天马行空的向往
循着春风
找寻最初的故事
晨光洒下来
花浪阵阵
踏芳的精灵 轻舞飞扬
足迹 铺开远方
探索
是心灵的徜徉——
谁主宰万物更迭？
谁能缔造和谐？
什么语言
可对白大地——
古老的低吟？
蜂语 蝶舞 虫鸣 自然
向长空——
深深呼唤
湮灭无休止的杀戮
揭开生态文明——
崭新的篇章！
伫立
青青禾田旁
莫惹起——
一只虫儿的惊慌
那长长稻行飘过花香
驻扎着天使的守望
愿这可爱家园
——永沐一片安详！
氤氲在秋的光芒里
一片沁人的稻香！

(作者：付丙鲜)

稻香

生存是一种博弈，唯有智慧能
将这博大精深的游戏拼接得起。

譬如，在神农尝过了百草，人们
耕种起庄稼，而各样的昆虫也继而
摒弃各自的旧址，入侵我们辛勤耕
耘的田地。

譬如之后，人们发明了农药，以
制止这些讨厌的不速之客，而它们却
疯狂地适应了毒雾下的生活，随即抛
给我们一系列的顽固问题：农药残
留、害虫抗药性、次要害虫再上升。

再譬如，之后的之后，植物保护
的先驱者深思熟虑、高瞻远瞩，觉醒
的思想如一缕清风吹开稻田农药的
硝烟。让自然回归自然，让平衡归
复平衡！秉承这样的理念，他们夜
以继日行走于蓝天与大地，奔波于
各色的实验楼，伏案在遥远深邃的
研究室，抑或躬身于阳光普照的实
验田。胸怀远方，撑开一片蓝天；脚
踩大地，开辟一片葱茏。

于是，当历史的车轮碾过这个
时代，一滴雨水落下，一粒种子萌
发，一棵小苗慢慢长大。

因此，当你看到一块块整齐有
序的稻田被花儿的笑脸所掩映，请
不要以为那一条条美丽的花带是谁
工艺的杰作，这里有你惊喜的双眼
看不出的玄妙——隐藏在流芳的花
蕊之中，随风弥漫。

向往着这样的花儿，稻田的卫
士（害虫天敌）和那些爱作客的小生

灵（蜜蜂等等传粉昆虫）会云集这
里。寄生蜂取食花蜜，补充营养，强
壮身体，练就一身寄生武艺；蜘蛛则
于花丛中避风雨、乘夏凉，养精蓄锐
再出发，寻找害虫作美食。

害虫便不敢再猖獗为害，只隐
匿于稻花飘香的罅隙中，延续族命，
它们甘作美味，犒劳辛苦的卫士，或
是化为替代的母腹，呵护着卫士宝
宝——平安降生。稻田变成了热闹
的集会，各样的生灵此消彼长，重又
回归美妙的自然平衡。

为呵护这其乐融融的和谐大家
庭，农药的使用将慎之又慎，只作为
不得已而采用的治虫辅备。农药会
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随之而来的
一切问题都将步出岁月的年轮。

绿色稻米香四溢，金秋岂不丰
收年？

当自然之平衡回归真正的稻
田，水稻害虫治理之生态工程便如
开花的绿树，日益葱茏，绽放出璀璨
奇葩——为重回大地的生态平衡，
为源远流长的稻作文明，为节约的
成本、丰收的喜悦、幸福的笑脸，为
和谐的春风漫过田野——浸润温暖
的社会大家庭！

为此，道远而任重。
风吹过田边，那些花儿在说些

什么？
你，是否听懂了花儿的语言？

(作者：付丙鲜 祝增荣)

田埂上的花语田埂上的花语

程家安（左）、祝增荣（右）两位教授在何家村调研。（资料图片）

专家用生动的漫画语言，引导农民进行生态种植。

这张以何家村为原型的漫画海报，几度登上国际会议会场。

学员在田间。

学员在田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