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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
“巫山烤烟”入选中国原产地物产百科

近日，笔者从巫山县烟草公司获悉，“巫山烤烟”入
选《中国原产地物产百科》烟草类条目，这也是重庆唯
一入选的烤烟类条目。

《中国原产地物产百科》是《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三版）的重要专题项目，其编纂出版将进一步促
进我国原产地物产保护、丰富原产地物产文化、提升
原产地物产品牌。该书从定性叙述、产地特征、历史
人文、品质特征、生产加工、产业状况六个方面对巫
山烤烟进行了细致阐述，定义为全国八大香型之一
——醇甜香型典型产地，以干草香、醇甜香为主体，
辅以蜜甜香、木香、青香、焦香、辛香、酸香、烘焙香、
焦甜香等。

巫山县融媒体中心 王忠虎

北碚：
城市应急备用水库建成投用

经过两年多的施工建设，北碚区城市应急备用水
库丰子岩水库近日建成投用并开始下闸蓄水。

丰子岩水库工程位于澄江镇史家村永兴河上游的丰
子岩处，坝址距北碚城区约20公里。该工程由大坝枢纽
工程和供水工程两部分组成，水库总库容156万立方米，
水库正常蓄水位254.3米，供水工程管道全长11.9千米。

“丰子岩水库是一座以城市应急备用水源为主，兼
有农业灌溉、灌区农村人畜生活供水及乡镇企业生产
供水等功能的小（一）型水库工程。”北碚区水利局规划
建设科工作人员常志博表示，目前工程已全部完工并
开始下闸蓄水，预计到今年汛期将达到正常蓄水位，可
解决该区近40万人的10天应急用水问题，并为当地
2000余亩农田提供灌溉。

北碚区融媒体中心 田济申

梁平：
建成高标准农田6.35万亩

2020年，梁平区建成高标准农田6.35万亩。
以前农田串排串灌，水利设施配套不完善，农田

机械化程度不高，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影响了村民
的农业生产。梁平区在星桥、龙门、福禄、大观、袁驿、
荫平等镇，按照农田宜机化、水利化、生态化、园田化、
规模化、标准化、管理智能化等“七化”标准，以“小并
大、短并长、弯变直、沟渠互联互通”思路实施高标准
农田建设，同时连通灌区至高标准农田项目区灌溉主
管网，同步建设田间末级灌排工程，解决好灌排“最后
一米”问题。

得益于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梁平区曾经的“补
丁地”聚成如今的“一块田”，耕地面积也扩增了3%
左右。

梁平区融媒体中心 张耀

直播带货

潼南：尝尝重达7斤的柚子

近日，位于潼南区双江镇金龙村的杨氏农业综合
开发股份合作社的富硒帝王柚已全面成熟，欢迎广大
市民到果园采摘品尝。

帝王柚呈梨圆形，具有个大味甜，脆嫩多汁，少籽
无筋的优点，单果重量可达7斤左右，采摘价格为5元
一斤。

联系人：杨先奎；联系电话：13389652250。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 徐旭

酉阳：柚子只卖八角一斤

白华军是酉阳县酉水河镇洞口村村民，2016年在
洞口村种植了900多亩三红柚，2020年收获了17万
斤，皮薄肉厚汁多，味道很好。

因交通不便，白华军的柚子只卖出去了几千斤。
目前，柚子全部以0.8元一斤的价格出卖，有需要的市
民和单位可前往品尝购买。

联系人：白华军；联系电话：13896872525。
酉阳县融媒体中心 白凤英

大足：贫困村土鸡寻买家

大足区季家镇梯子村是市级贫困村，通过扶持
捐赠资金发展了498亩花椒产业，并实施林下养殖土
鸡。

土鸡在草坡上、树林中、田垄间闲适散养，吃虫叼
草加天然谷物杂粮喂养至少8个月。鸡头较小，鸡冠明
亮鲜艳，鸡身匀称瘦长，胸、腿部肌肉紧致结实有力，皮
下脂肪分布均匀。

土鸡销售价格为一只168元，活鸡重约5.5斤。欢
迎到现场挑选购买，也可屠宰冷冻真空袋装邮寄。

联系人：陈龙；联系电话：19112803913。
大足区融媒体中心 黄舒

綦江：传统手工粉条无添加

綦江区永新镇八景村以当地种植的红薯为原料，
用传统手工工艺制作粉条，色泽白净、筋道绵软、营养
丰富，并可二次回锅食用。

目前八景村有40多户村民坚持纯手工制作八景粉
条，整个工艺流程没有任何添加剂。由于销售渠道狭
窄，不少城里人并不知道这个产品，如果你想尝尝纯正
的“蚂蚁上树”美味，八景粉条是不错的选择。

联系人：邹胜发；联系电话：13896098658。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 吴长飞

区县动态

乡村
观察

从“招不满”到“招不完”

农科类招生为何“升温”

□本报记者 栗园园

“增长很明显，未来可期待！”
1月25日，说起刚结束不久的2021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西南大学招生就
业处招生管理科科长朱高峰这样总结农科
类专业的报考变化。

朱高峰提供了一组该校农科类专业招
生的数据：研究生方面，今年报考人数较前
一年增加了19%，较2017年增加102%，年
均增长近20%，超过研究生报考总体增幅；
本科方面，近年来在扩招基础上，招生录取
工作都能超计划完成，且学生报到率达97%
左右。

事实上，西南大学的这种变化并不是个
例。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以来，我市充分发挥涉农院校在乡村人
才培养方面的优势，通过强化涉农专业人才
培养层次结构调整和优化，以及每年发布
《重庆市普通高校本科、高职（专科）新专业
设置指南》，进一步完善涉农专业人才培养
体系，不断优化涉农专业结构，农科类专业
正逐步变“热”。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
考生对学农态度转变

“2017年高考结束后，我想报考的有两
个方向，一个是金融，另一个就是农科。”面
对记者，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专攻蔬菜方
向的大四学生梁潇回想起了当初填报志愿
时的情景。

在梁潇想象中，做金融工作是光鲜亮丽
的，但同时她也想研究怎么让食物更健康，
并最终选择了农科。

大二开始，她跟师兄师姐一起进入实验
室，每天与仪器、试剂打交道，专注于对甘蓝

“自交不亲和”特性的研究，并到田间开展大
田试验，这样“跳出书本”的学习生活让她觉
得充满了挑战和新鲜感，坚定了学农的信念。

“尽管并不是每一次实验都能得出好结
果，但一旦完成就让人很有成就感。”说起学
农的感受，梁潇语气中带着一丝兴奋。她
说，农科专业并没有别人想象中的“老大笨

粗”，而是充满了科技含量，自己也将沿着这
条科研道路一直走下去。

对于来自贵州农村的何磊磊来说，当初
他报考市农业学校，在同学当中算一个“异
类”。

“那时候大家都想学热门专业，以后好
留在大城市工作，但我就是对植物感兴趣，
想学成后回家帮助父母。”何磊磊告诉记者，
父母是做园林生意的，他从小就爱观察植
物，看着一粒种子慢慢长大，这样的体验很
奇妙。另一方面，父母做园林并不具备专业
知识，全靠前辈传帮带，一路摸爬滚打的辛
苦也让他心疼。

“现在家乡变化很大，各种基础设施都
比较完善，等我学好专业知识回家种树也挺
好。”何磊磊说。

近两年考生对学农态度的转变，西南大
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副院长张建奎感受
颇深：“以前很少有第一志愿报考农科类专
业的，我们甚至还要降低分数录取，但常常
还是招不满，需要靠调剂，学生报到率也不
是很理想。近年来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

‘招不满’已变成‘招不完’了。”
张建奎认为，这些变化与国家对“三农”

工作的重视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等
背景息息相关。他表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过程中，特别需要掌握专业知识的人才，对
广大学子来说，农村就是一个广阔的舞台。

市农业学校校长王华平也认同这一说
法。作为一所农业中职院校，近年来该校的
报考人数持续走高，每年实际招生均超出计
划60%以上，加上教学内容更偏向实操，毕
业学子特别受农业企业青睐，根本不愁就业。

不愁就业，越来越多学子愿
意回农村发展

虽然不愁就业，那到底有多少人会在毕
业后从事涉农工作呢？

“近年来，我们开设了‘大国三农’课程，
并通过顶岗支农等实践活动，带领学生认识
农村，培养‘三农’情怀。这两年毕业生参加
涉农工作以及到艰苦地区工作的比例呈逐
年上升趋势，平均涨幅为5%。”西南大学教

务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段在奉节顶岗支农的经历，让该校柑

橘研究所2020级植物病理学专业博士研究
生吴佳星至今记忆尤深。

本科学习植保专业的吴佳星大三时到
奉节高山地区一烤烟种植基地顶岗支农，在
山上一待就是3个多月。

“从起垄到栽种、打药、烤烟，我把烤烟生
产全过程都参与了。”她记得特别清楚，当年
6月份天气异常，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让烟
农措手不及，她也跟着紧张起来，怕影响自己
的实验结果。

“那时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产业对
村民有多重要。”吴佳星说，与烟农有了更多
交流后，她的想法发生了转变。

一次，吴佳星和烟农们刚往地里施完
肥，第二天就天降大雨，且持续了几天，“那
几天老乡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守在门口朝
地里望，盼着雨停了赶快补施。看着他们愁
苦的脸，我心里突然一酸，似乎能理解他们
的感受了。”

吴佳星坦言，这段经历虽然辛苦，却让
她对学农有了使命感，很多时候感觉自己的
专业知识并不足以帮助村民解决问题，这也
促使她后来继续深造。

“我现在不管手上的科研任务多紧张，
只要村民有需要，都是加班先把他们需要的
数据做出来。”吴佳星说，只有自己掌握更多
知识，才能更好地帮助到村民。

“学农就是要从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
去。通过实践，不仅能让学生学以致用，更能
激励他们奋发图强，毕竟被村民问倒还是很
丢脸的。”王华平说，市农业学校也通过开展
暑期实践等活动，带领学生深入农村、农企调
研，有针对性地为村里和企业提出技术建
议。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责任感普遍增强。

何磊磊说，原本他学农的初衷是为了帮
助父母，但现在他有了更大的目标：毕业后
回村带领更多村民发展。

“学校有好多实地教学课程，我们经常
与村民打交道，这让我想起了老家的乡亲
们，他们都是不懂技术的人，很多时候想发
展也是有心无力。”何磊磊说，毕业后他要回
村带着乡亲们一起发展园林产业，帮助大家
把日子过得更好。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市农业学校参加
涉农工作的毕业生占比已超过50%。

“新农科”人才十分欠缺，急
需针对性培养

越来越多农科类专业学子毕业后从事
涉农工作，为农业发展以及乡村振兴增添了
动力。

在巫溪县红池坝镇九坪村，就有一位学
农、爱农、懂农的博士，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
学术资源，带领当地村民发展高山脆李产业。

这名博士名叫董鹏，专业是农业昆虫与
害虫防治，他先后在市农技推广中心、市种

子站工作，曾参与了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设施避雨栽培技术等重点技术在全市的推
广工作。

2017年，董鹏到九坪村担任第一书记，
当看到村民在贫瘠的土地上靠种植玉米、土
豆、红薯“三大坨”维生，他下定决心要用专
业知识改变这一现状。

对当地气候、环境条件进行梳理后，董
鹏得到了九坪村有野生脆李种质资源这一
线索。

“既然有野生种质资源，说明这个地方
适合种脆李，而巫溪本来就是全国脆李优质
种植区。”董鹏心里有了方向，根据当地的海
拔梯度，决定错位发展巫山脆李、红脆李、五
月脆以及经济价值极高的蜂糖李4个品种。

但村民们有自己的看法：种粮食如果卖
不掉，起码能用来填肚子，但种脆李一旦失
败，岂不是连口粮都没了？

董鹏并不气馁，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给
村民做科普，从当地的气候、环境到市场前
景，他用通俗易懂的话将发展脆李的原因讲
给大家听。听他讲得头头是道，部分村民态
度有所松动，开始尝试种植。

为了提高品种在当地的适应性，董鹏调
配出了“专属”营养配方，还深入研究当地病
虫害发生规律，总结出了相应的防控技术要
领。

如今，九坪村脆李种植面积达到650
亩，惠及112户村民，其中贫困户41户。在
技术支撑下，近年来果树长势良好，去年试
挂果亩产达到500斤，预计今年能翻一番，
待到丰产期亩产量可稳定达到4000斤，产
值达到2万元。

“产业发展已步入正轨，但接下来的农旅
融合发展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新课题。”董鹏
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农业转型升
级，农村的业态日趋丰富，涉及到电商物流、
大数据智能化等领域，仅靠单一知识结构远
远不够，这类新时代农科人才目前十分欠缺。

记者了解到，为了不让传统农科专业与
现代农业“脱节”，西南大学现已启动“新农
科”建设，在打造农业教育课程模块以加强
通识类农业教育的基础上，将生物技术、信
息化技术等融入农业教育，打造全产业链农
业人才。

市农业学校近年来也相继开设了观光
农业烹饪方向、乡村旅游管理方向、农产品
营销与储运方向以及智能农业方向的课程，
以适应新变化、新需求。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培养更多
“下得去、用得上、靠得住、离不开”的复合
型、应用型乡村全科人才，“十四五”期间，我
市将以“新农科”建设为契机，持续调整涉农
院校的涉农专业结构，鼓励学校用生物技
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改
造现有涉农专业，布局智能农业、农业大数
据、休闲农业、森林康养、生态修复等新产
业、新业态急需的新专业，不断提高乡村人
才培养的针对性、适应性。

“越来越多的学生报考农科类专业，并
非是盲目跟风，而是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人
生追求的理性选择。”1月29日，谈起目前农
科类专业报考人数连年增长的趋势，市委党
校公共管理学部副教授张贵群如是说。

张贵群表示，出现这样的趋势，主要有
四点原因：一是现实有需要——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急需一批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
新农村建设需要的专业人才；二是观念有
转变——智慧农业的快速发展、乡村建设的
加速推进以及知名高校农学院的相继成立，
改变了人们对农业农村的固有观念和对农
学学科的刻板印象；三是政策有支持——国
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支持和鼓励符
合条件的学生报考农科专业；四是发展有
前景——在一些热门专业毕业生就业压力
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农科专业毕业生就业形
势相对较好，且发展空间较大。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张贵群认为，结
合目前农业农村发展趋势，未来乡村振兴需
要一支规模大、素质高、结构优、效能佳、懂
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来书写。

“在这个过程中，相关涉农院校要紧紧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要，以强农
兴农为己任，坚持产学研协作、优化课程内

容、强化实践教学，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张贵群说，今后应重点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和
农业科技人才，如农业科研领军人才、农业技
术推广人才、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带头人、农村生产型人
才、农村经营型人才、农村技能服务型人才
等，来带动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全面发展。

张贵群建议涉农院校加快构建集党性
教育、政策理论、业务知识、实践指导于一
体的教育培训体系，增强毕业生服务“三
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升其参与乡村振
兴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同时，加强岗
位交流锻炼，搭建毕业生乡村成长平台，让
他们走进农村、走近农民、走向农业，帮助
其在艰苦复杂的环境和丰富的基层实践中
不断成长。

他还建议，为让人才“回得来、下得去、
用得上、留得住”，政府部门和高校还应做好
引导，并为人才进入乡村提供便利，如不断
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条件，逐步缩小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差距；整合落实各类涉农政策，为
人才提供方便、快捷、优惠的金融服务和其
他政策支持，有效降低创业投资门槛；加大
政策倾斜，适当提高基层事业单位中、高级
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比例等。

市委党校公共管理学部副教授张贵群建议涉农院校

开设“接地气”专业
培养更多实用人才

2020年暑假，西南大学青年学子在农村参加生产劳作。（资料图片） 西南大学供图

广袤农村日益成为青年人发挥才干的大舞台。图为2020年6月拍摄的万盛经开区青年镇湛家村。（本报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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