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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的田野上
—访北京市土肥工作站站长、站党支部书记赵永志

北京土肥站强化对外交流，宣传和展示国内科技水平

1982年，作曲家施光南与词作家晓光一起，怀着对故土的热爱和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的赞颂与希冀，倾情写出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欢快、明朗、蓬勃向上，在青年歌

唱家彭丽媛的演绎下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

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赵永志结束了他的大学生涯，投入到这片养育了父辈的田野上，并

开始在这片土地上播种希望，收获希望。

文/庞贝 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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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作曲家施光南与词作家

晓光一起，怀着对故土的热爱和对中

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赞颂与希冀，倾情

写出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

欢快、明朗、蓬勃向上，在青年歌唱家

彭丽媛的演绎下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

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

庄旁流淌……”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赵永志结束

了他的大学生涯，投身到这片养育了父

辈的田野上，并开始在这片土地上播种

希望，收获希望。

为她富裕，为她兴旺

赵永志出生于北京延庆。1979年

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即现在的中国农

业大学）。

之所以心系农业，情有独钟，因为

他是农民的儿子。他深知父辈务农的艰

辛，没有机械化，全靠体力，收入很低。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学习科学

文化知识改变农村的面貌，改变父辈的

生活状况，使生活更美好。

怀着这样朴素的愿望，赵永志在

学校里一丝不苟地认真学习，成绩始

终名列前茅。1983年他从象牙塔里走

出来，当时的大学生炙手可热，但是

组织决定当时的毕业生都要到基层锻

炼，赵永志于是被分配到延庆农场，一

呆就是五年。

赵永志在农业大学学的是种植专

业，但是在延庆农场，他从一个科班出

身的学生成长为“五项全能”。一个农

场需要多方面知识技能，而工作派到头

上，拿“我不会”来打发是不行的，生

性要强的他也不允许自己在工作上有

哪怕些许的不完美：为了把农场的渔业

搞起来，他学会了挖渔池和养鱼技术；

为了改善灌溉条件，他自己设计水泥衬

砌渠道；为了把农场的畜牧业搞上去，

提高产奶量，他研究饲料饲草怎样既高

产又优质，从而使奶牛体健奶足；他甚

至还参与研究过怎样把废胶回收之后

再生产成涂料；此外，他还介入到纸箱

厂的生产管理中……

虽然身在延庆农场，工作也做得

十分得心应手，但是他仍然非常希望搞

农业技术研究。五年之后，北京农林科

学院需要充实人手，赵永志迎来了命运

的转折。不巧的是，北京农林科学院需

要一个既懂专业知识又有文字能力的

人来做办公室的工作。干部调配考试

之后，赵永志各方面都表现突出，但是

从他心底来讲，他做技术研究的想法更

强烈一些。面对现实，他只好服从工作

需要，把自己的想法暂且放开。事后想

来，这五年的工作还是很有收益的，跟

在领导身边，对于农业科技发展、农业

生产需求以及北京农业的现状、生产

方式、经济效益、组织结构水平，特别

是对农业科技政策与管理有了更为深

入的了解与认识。之后他被调到北京市

农业局，在此期间他学会了农业生产行

政如何推动、如何组织、怎么制定工作

规划、怎么落实农业政策引导农民向利

于现代化农业方向进步，如何培养新型

农民，使他们掌握技术和经营管理经

验等等。

虽然辗转于机关工作十多年，但

是赵 永志想做 技 术研究的心一直 蠢

蠢欲动，这一次终于如他所愿了。1998

年，赵永志被调到北京市土肥工作站，

任肥料室主任，终于圆了他搞技术研究

的夙愿。

到了土肥工作站，他当时考虑得最

多的是如何面对农业需求与时俱进。

在1998年之前，土肥更多关注“菜篮

子”、“米袋子”，重点研究作物高产的

化肥技术措施。赵永志到任后，赶上北

京农业变革，更多是进行结构调整，促

使土肥工作必须按照农业生产发展需

要调整工作思路、内容、方法，从单一

粮食、蔬菜生产技术研究推广应用转

移到粮食、蔬菜、饲草、果树和经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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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元化生产技术研究推广应用上来，要从只注重高产技术需求转到“高产、优质、高效”综

合技术服务上来。特别为了加强淡季蔬菜的供应，面对设施农业的出现与发展，开始重点研究

设施农业技术，包括土壤培肥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二氧化碳新型肥料研究应用技术等，以

保证冬春季节蔬菜生产技术需求和良好发展。另外面对经济作物种植迅速发展而种植技术严

重滞后，给种植作物结构调整带来十分不利影响的局面，他迅速投身多种经济作物的施肥技

术研究和推广应用，如瓜果、药材、花卉、葡萄、大桃等，很快扭转了不利局面，有效地服务和

推动了种植结构调整健康发展，特别是顺义红提发展，是赵永志深感骄傲的成果。

任肥料室主任伊始，他就在顺义区大孙各庄和通州漷县开展红提、大桃、葡萄反季节栽培

（即冬季温室栽培）技术实验研究，尽管存在传统行业观念的阻力，但他始终坚信这是一项可

以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技术。经过三年的研究和实践，红提、大桃、葡萄反季节栽培技

术终于在北京研究成功并在京郊大面积推广；他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出圣诞玫瑰栽培技

术，并使北京地区栽培的葡萄在圣诞期间还可采摘上市，为北京采摘农业和观光农业增加了

丰富的内涵，并结束了北方地区冬季不能生产红提、葡萄的历史。生产实践表明，红提、葡萄反

季节栽培，当时每亩增效就达万元以上。

担任肥料室主任的六年间，他先后主持或参与主持近20项重点土肥技术试验示范与推广,

如京郊粮田提高化肥利用率技术、粮菜经饲果等多类型作物营养诊断施肥技术、设施菜田土

壤连作障碍修复技术、蔬菜水果栽培水肥一体化技术、观赏植物水培技术和农业废弃物循环

利用技术等。这些技术的推广应用实现了显著的增效、增产、增收效果，特别是中草药生产、

果树药材间作林下经济生产技术、水肥一体设备，以及研究开发的粮食、牧草、蔬菜、果树、药

材、花卉等作物几十种专用肥料，为京郊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发展低碳农业提供了技术支撑。

2008年奥运会期间，药材花卉多种用途种植也为城市形象加分；除此之外，他们还研究饲草

的种养结合、农牧结合的立体农业推广，这一方面也不乏得意之作。京郊有种植紫花苜蓿的传

统，苜蓿依据蛋白质的含量按等级划分，施普通化肥不但饲草产量低，而且品质差、价格低。

赵永志就认真研究如何提高苜蓿的蛋白质含量，通过大量试验研究，掌握了钼元素对提高苜

蓿蛋白质有显著作用和氮、磷、钾合理配比。为了使技术成果得以有效推广应用，把技术复杂

化变为简单化，他们通过“测配产供施”一条龙服务，大面积推广低氮中磷高钾含钼元素的专

用肥，不仅使种草农民高产高效，而且深受奶牛养殖厂欢迎，使种养农民都受益。

“作为科技人员，应始终把提高科技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赵永志

这样说，他也是这样做的。尽管经历了很多部门，但是赵永志对于农业工作一直很热爱，也很

投入。他始终把提高农民科技文化水平作为一项重要职责。担任市土肥站站长后，仍坚持到农

村亲自培训农民，每年都在十次以上，培训农民上千人次；每年还组织科技下乡、科技赶集、技

同科技人员亲切交流如何进一步加强圣诞
玫瑰技术提升与产业发展

<<<
同昌平区科委领导检查指导草莓立体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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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现场观摩等活动十多场次；组织编

制技术材料上万份，发送到农民手中。

投入和产出是相辅相成的，农业

工作也带给赵永志进步和荣誉。2009

年，赵永志获得“中国土壤肥料业60年

最具影响力人物”称号；2010年被评为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中国时代改

革创新百佳人物”。

为她打扮，为她梳妆

目前，京郊农业正由城郊型农业

向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变。北京有三百多

万亩农田，耕地数量有限，耕地数量减

少趋势不可逆转，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

如何保障食品供应和食品安全？在不

再追求农业单一的生产功能前提下，如

何围绕市场需求，综合开发农业的生

活、生态和社会功能？这是京郊农业必

须解决的课题，也是赵永志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

保障有限资源，保障农业的基础

地位不动摇，这才是最大的可持续发

展。首先要提高耕地质量建设，只有保

证耕地质量，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才

能得到有效保护，才能保障产品供应，

这是战略性的任务。其次，全社会都要

形成耕地质量的保护意识，并且要在

立法和制度上加以保护。再者，要很好

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和积极性，才能保

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赵永志说，农业是基础产业，产

业如何进行升级发展？首先需要科技

支撑。这就离不开土肥，就要考虑如何

创新，如何使成果转化。其次要靠体系

支撑。要进行成果转化、把技术应用到

农业当中，把党的惠民政策落实给农

民，都需要很好的体系。土肥工作站根

据这一需要进行体系研究与完善，纵

向上充分发挥区县土肥站（农科所、推

广站）、乡镇科技站作用，同时加强农

民田间学校建设，加强农民技术员、农

民土专家培养；横向上与北京农科院、

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中国科学院等

科研院所加强交流合作；同时积极探索和发展与企业结合、与农

户结合、与合作组织结合的推广模式，他们开创建立的测配一站

式、站企结合式、农资加盟式、科技入户式和连锁配送式新型农

化服务体系与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再者要靠人才支撑。加

速土肥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人才是关键，但是当下，北京农民结

构很不理想，这就涉及如何进行培训和培养新型农民的问题。赵

永志带领他的同事在农村积极进行“创新团队”建设和“田间学

校”建设，不仅给他们讲授科学技术，还向农民灌输现代农业观

念和现代经营理念，教他们如何市场经营。技术要有政策引导才

能更好地运用，而要进行农业产业优化升级，最重要的就是政策

保障。土肥工作站有一定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技术上，而且在政

策上他们也做了很多努力。以他们的项目“测土配方施肥”为例，

这项技术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业效率、保障农民增收、

保障食品安全，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不仅非常受农民欢

迎，同时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政府每年下拨专款作专

用肥补贴。

赵永志按照他多年的基层推广工作经验和机关工作的理论

积累，对北京农业的发展和特点有着深刻、全面、细致的理解和

认识。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业的发展空间逐渐被

压缩，尤其是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由此是不是说北京

农业就不重要了呢？赵永志说其实恰恰相反，北京农业的基础地

位和战略地位不仅不会被削弱，反而会越来越突出，这是由其独

特的功能与特性决定的。北京农业作为都市型现代农业具有明显

的多功能性、高端性、多样性和应急性（基本保障性），这些特性

十分突出，也十分重要。首先，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北京实际常

住人口达1972万，流动人口应该超过了1000万，但北京的耕地目前

不足350万亩。也就是说，要保证百分之百农产品生产自我供应是

不可能的，特别是粮食生产更多是象征意义，但无论如何，北京还

是要保持一定的农产品生产供应能力，尤其是新鲜蔬菜、瓜果和

奶蛋肉等。一方面郊区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虽然数量在逐步减

少，但仍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织部分，还要保证他们的就业与基

赵永志（左二）到房山调研食用菌多功能开发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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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收入；另外也是市场基本供应与多

样化的保障，尤其在特殊时期，如遇到

特殊情况，外埠农产品不能及时供应，

北京必须能自我生产供应，保证这一

时期至少一个星期以上时间内的农产

品需求，这是应急性的最基本要求与

保障。其次，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能

不能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尤为重

要，特别是要建设世界城市，除去基本

生产功能外，还必须注重它的多功能

性开发，必须充分开发其生态、生活、

示范功能，包括休闲、娱乐、教育、服务

的功能等。回顾2008年北京之所以能

够成功举办奥运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两个一万亿支撑的结果，一个一万亿是

国民经济总产值，另一个一万亿就是农

业生态价值，二者不可或缺，否则奥运

会成功举办难以想象，这就是北京农

业的多功能性的重要。其三，正是北京

农业的特殊性决定，要求必须走优质、

高效、特色之路。因此在种植结构上

必然体现出多样性，不仅要实现粮食、

蔬菜、果品大宗产品的高产优质高效

种植，更要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的经济

作物，如优质西甜瓜、草莓、樱桃、杏、

梨、苹果等干鲜果品，还要大力发展花

卉、药材生产。没有多样性，没有特色，

缺少唯一性，北京农业、农产品在国

内外两个市场就缺乏竞争力，就难有大的作为。其四，北京作为国际大都

市，尤其是要建世界城市，各方面都需要高标准、高要求、创品牌，具有示

范性、带动性和影响力，农业也不例外。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指出，真正

重要的竞争优势必须借由高级、专业型、具有创造和提升的生产要素才能

达成。北京的首都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都不再适宜发展低端

产业，必须立足高端，积极探索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机制和新方法，

铸造生态品牌、绿色品牌、特色品牌和国际品牌。

赵永志多年从事秘书工作，领导的大局观、责任意识深深地影响了

他，并在他的工作中很好地体现了出来。他上任土肥站站长伊始，就紧密

结合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要求，明确提出要以

科学发展为指导，以服务首都和富裕农民为根本，以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

和首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蓝图，以实施“221”行动计划为基础，以

发展为主题、改革为动力，以提高农业生态建设水平、农产品安全生产水

平、农业产业发展水平，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密

结合土肥工作的规律与特点，进一步强化土肥职能职责，开拓创新、求真

务实、真抓实干，每年确定十多项具有先进、实用和效益型农业技术在京

郊推广。这些措施，有力地服务了、促进了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健康发

展，也有力地促进了北京土肥行业整体水平提高。以实施国家级粮食增产

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例，其技术覆盖率、农作物增产率、提

高化肥利用率、农民应用技术能力等方面均排在全国各省市前几名。

北京土肥事业的发展和土肥技术推广工作的加强，在推动建设“三

个北京”和“世界城市”，落实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工作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北京“十二五”期间的农业发展目标是优良生态、优势产业、优美景

观、优质产品。而要实现这四个优与土肥息息相关。土肥是农业这个基

础产业的基础，要保证农业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就要保证良好的耕地

质量和可持续的生产能力。培肥地力，不仅可以降低化肥用量、减少能

耗与污染，降低碳排放，而且良好的耕地还可有效地固碳、储碳，进行很

好的“碳汇”。赵永志说，现在北京农业在降低碳排放方面的潜力实际

上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而农业的概念利用好了，大力进行技术创新与成

果转化、大力发展低碳农业不仅能解决农业本身的碳排放，同时可承担

总排放的30%。仅2006年到2009年北京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四年

间，减少化肥用量（折合纯养分）4.09万吨，折合二氧化碳15.1万吨，由此

可见农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巨大潜力。赵永志郑重指出，北京建设世界

城市发展低碳农业势在必行，具有战略性意义。发展低碳农业，土肥技

术应先行。

为她幸福，为她增光

党中央提出“十二五”期间要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主要是发展生态

农业、循环农业和绿色农业，减少碳排放，发展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

的高效农业。而发展生态农业主要靠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赵永志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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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志说，创新无处不在，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科学发

明创造，体制机制改革是创新，小的改变也是创新。尤其要

高度重视观念、机制、方法创新。

作为技术部门，不仅要与时俱进，时刻注意技术创新，

不断研究开发新技术、新成果、新产品，同时要重视研究技

术如何组装配套，如何高效、实用、简单化、有针对性，这也

是实用性的创新，这样才能直接面对老百姓的需求。

作为推广部门来说，技术创新固然重要，但是首先要

把人推广出去，要有很好的理念指导，才能使自身成果得到

应用。具体到土肥工作中，要贯彻耕地质量十分重要的战

略思想与理念；要树立农业生态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必

须从源头抓起的思想与观念；要明确低碳农业是都市型现

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与要求，不仅是战术措施，更是战

略措施。在充分认识把握时代发展脉博与要求的基础上，

很好地认识和把握土肥工作的特性与特点，牢固树立土肥

工作的基础性概念，加强调查研究；充分认识土肥工作的

长期性特点，避免工作目标短期化；牢固树立和不断强化

土肥工作的科学性概念，在技术研究推广上，要尽可能多

地考虑社会、经济、自然条件与各种要素的结合，并尽可能

按照复杂变简单的科学原则，使农业技术像做傻瓜机似的

原理复杂应用简便，利于推广应用；另一方面 ，要强化公益

性观念，强调责任与服务。这些观念有了，才会很好地体现

在履职上，才能职能清楚，定位准确，任务目标明确，才能

求真务实地把工作做扎实；还要树立协作意识，学会攻关

协作，建立长效机制和多赢机制。

同时，方法创新也非常重要，没有好的方法就要走弯

路，没有好的模式和机制，再好的政策也不可能发挥出最

佳效益。创新要注重调查研究，不仅要掌握规律性，而且

要弄清楚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否则不知道工作的焦

点、关键点和重点。

此外还涉及创新成果如何考评的问题，这就需要机制

创新。好的政策技术应用了，标准明确了，但是怎么评估、

成效有多大、如何奖惩，这些都是需要明确的。有奖惩机制

和政策引导机制才能调动各个部门和老百姓的积极性。

北京要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要理性发展，走数字化、

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道路，而数字化、信息化不只是网络

的事；它是把农业科技成果、生产技术、供求关系、市场需

求、国家政策、政治形势等等信息快速及时准确地传递给

老百姓，随时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进行生产。而在这一过程

中要想有所创新，就要注重总结过去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的

教训，从而找到正确前进的方向。以土肥工作为例，2012年

北京要召开国际草莓大会，那么赵永志现在就在考虑要为

到田间调研机械化施肥

出席中英现代农业技术转移合作论坛，并与华威大学、洛桑研
究院签署合作研究协议

草莓做什么—需求确定了，方向就明确了。

如果以传统农业、城郊型农业、都市型农业来作为农业发

展的三段论的话，赵永志的人生轨迹无疑正好踏在了北京农业

前行的节拍之上。

赵永志今年52岁，但是他看起来并不缺乏激情。他的工作

和生活节奏就像他大学时代十分熟悉的那首歌一样，欢快奋

进，充满感染人心的力量。他的言谈举止间，隐然可见他对于脚

下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或者这已经是一个与土地交往了五十

多年的科技工作者的一种信仰，正如歌中所唱的“我们的理想

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或者我们

有理由期待，赵永志和他领导的土肥工作者将会在这片土地上

播种理想、播种未来，使我们的生活有一天可以被金色的希望

填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