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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起，河南省新乡市新
乡县合河乡前村农村淘宝站店主李
宾有了一个新职务：农村淘宝·天猫
精灵小站公益图书馆馆长。

李宾的新职务缘于阿里巴巴农
村淘宝和人工智能实验室、阿里巴
巴商学院共同发起的一项公益计
划，该计划打算在全国500 多个村
淘服务站建立“天猫精灵小站”，希
望通过阿里巴巴的智能音箱产品

“天猫精灵”帮助农村儿童学习，提
升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李宾的任务
是教同村儿童如何使用天猫精灵。

近年来，关于城乡教育差距的
讨论不绝于耳，硬件资源差距巨大
是城乡教育差距的重要表现之一。

“如今在城市里的学校，孩子们用
IPAD做题十分常见，但是在农村，
很多孩子还面临着课后有疑问找不
到人解答的情况。毫无疑问，这种
教育差距是巨大的。”杭州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副院长孙德芳说。

李宾对此深有同感：“我也是家
长，孩子问我问题，我常常答不出
来，自己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很
多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教孩子？”

阿里巴巴希望，通过人工智能
产品破解农村教育的类似痛点和难
点，让其成为农村家长和农村教师
的教学帮手。“我们希望推动更多人
工智能设备进入农村，为农村儿童

提供更多的学习途径。以天猫精灵
为例，一方面它有海量的信息存储，
完全能够应对儿童的信息需求。同
时，我们也和很多教育出版机构合
作，对教育内容不断优化，让最科学
的教育资源通过人工智能产品传递
给农村儿童。”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
验室用户体验总经理王万林说。

与传统互联网相比，智能音箱
相对封闭的系统，使其能够抵御不
良信息的侵入。王万林说：“天猫精
灵不是开放的系统，我们是硬件提
供商，也是内容提供商，我们会邀请
教育专家对内容进行审核。”

在孙德芳看来，“AI下乡”能够
提升农村教育的硬件水平，但并非
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万能答案，“人”
依然是农村教育最重要的因素。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
教师的培训投入，但是相比农村教
育的规模，类似的培训还需要加
强。我们去一些农村学校调研，发
现有的学校有电脑，老师却不会用，
导致好的硬件资源被浪费了。”孙德
芳说，AI产品的发展让其使用门槛
逐步降低，但是对学生、老师和家长
的引导和系统培训也不能中断。孙
德芳同时表示，很多老师学会了新
的教学技术，反而会过度依赖技
术。科技产品怎么合理应用到农村
教学中，还需要不断探索。

农村教育用上AI产品
本报记者 袁 勇

古宅、新房，浑然一体；老树、池
塘，相映成趣；停车场、垃圾站、公厕
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日前，记者
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钟山县
公安镇大田村，如同置身休闲公园。

“村里文化广场的地砖、相思湖
畔的休闲步道以及荷塘边的古民居，
都是村里的‘建筑师’铺设和修缮的
……”大田村党支部书记杨敬金向记
者介绍，村里变化如此之大，除了当
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外，还得益
于一支“建筑师”队伍。

昔日的大田村处处脏乱差。为
了改善村内面貌，大田村结合开展

“生态乡村”建设活动，动员全村老少
整治家园。很快，由村民杨瑞平、杨
敬漂、董宜贵、杨永巧等30余名泥水
匠、瓦匠、粉刷匠和木雕艺人组成的

“建筑师”队伍带头打响了村容村貌
整治的“第一枪”，拆除猪舍、茅厕、烤
烟炉等危旧、破旧房屋80多间。

村里的“建筑师”队伍在行动，政
府也没袖手旁观。除了落实“自筹资
金、自主建设、自我管理、财政奖补”
的“生态乡村”建设“三自一补”模式
中财政奖补资金外，市、县、镇三级领
导干部还多次到村民家中走访，了解
群众意见和建议；请规划部门对大田

村的建设进行指导，并及时协调解决
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大田村有荷塘3口、古戏台1座、
古民居80多栋。在村容村貌整治过
程中，村里的“建筑师”队伍围绕村容
村貌如何“改变脏、乱、差”、古民居修
缮如何“保持原貌，以旧换旧”等方面
出谋划策，精益求精。

在建设施工的那段日子里，每天
都有上百名村民参加劳动。“我们施
工队负责环村休闲步道和围栏、公园
各式花圃、休闲凉亭、文化长廊等景
点项目的设计和施工，施工质量和效
果都得到了群众的好评。”大田村“建

筑师”杨瑞平介绍，这些年上级单位
组织的各类农村建筑工匠培训为他
们获得村民认可提供了重要保障。

近年来，贺州市各级党委、政府和
相关职能部门结合乡村规划建设、农
村危房改造、农村改厕改厨、乡土特色
示范村、传统村落保护等项目建设，培
训了一批农村建筑工匠和农村党员干
部建筑技术技能人才。“今年，我们计
划培训500名农村建筑工匠和150名
农村党员干部建筑技术技能人才，力
争达到村村都有‘建筑师’，发挥更大
的作用。”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
镇科工作人员胡远超说。

广西贺州市加强农村建筑工匠培训

让村村都有“建筑师”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王 钰

在新乡县合河乡前村农村淘宝站，孩子们体验天猫精灵。 朱 珠摄

眼下正值新蒜上市季，然而持续
下跌的大蒜价格引发了各方关注。
鲜蒜地头收购价为 0.6 元/斤，七八
成干蒜收购价约1.05元/斤，同比下
降约40%，较2016年降幅更是高达
78%，这是记者在全国大蒜主产区之
一山东金乡县了解到的当前大蒜行
情。如果按照今年的蒜价，金乡61.4
万亩大蒜，又会成为蒜农的“伤心
蒜”。不过，大蒜价格的低迷并没有
让金乡蒜农心慌意乱。

今年的蒜价为何持续走低？面
对低迷行情，蒜农为什么从容不迫？
在金乡大蒜的集中收获季，记者带着
这些问题一探究竟。

新蒜价格持续走低

根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数据，
从 2017 年 6 月至今，全国大蒜价格
就一路下跌，平均每月同比跌幅超过
47%。特别是今年新蒜陆续上市以
来，地头鲜蒜价格很快就跌到了 1
元/斤以下。

在金乡县鱼山街道的蒜田里，蒜
农寻之民和家人正在地里忙着收
蒜。“你看咱家的蒜，个大、皮红，产量
不错，品质杠杠的。不过，今年价格
一路走低，今天的鲜蒜地头收购价每
斤仅仅6毛。我估计，就是存下来卖
干蒜，今年也很难超过1.5元/斤，这
个价，赔本是肯定的了。”寻之民说。

记者采访多名蒜农得知，把人
工、蒜种、化肥、地膜、浇灌等成本折
算下来，一斤大蒜卖到2元左右才能
保本。蒜农们疑惑，难道这几年不断
上演的“蒜你狠”“蒜你惨”又来了？

“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今年是
大蒜种植面积最大、产量较高的一
年。”金乡大蒜国际交易市场总经理
刘杰说，“面积扩大、产量提高，再加
上去年剩的冷库库存量大，双重因素
导致市场供大于求，这也直接造成今
年的鲜蒜一上市，价格就持续走低。”

2016 年，大蒜价格暴涨，“蒜你
狠”激发了蒜农种植热情。2017年，
尽管价格有所下跌，但大蒜种植依然
有利可图。在这一背景下，农民仍然
保持种植热情，导致2018 年种植面
积继续增加，不仅山东、河南、江苏等
主产区面积增加，一些小产区大蒜面
积扩大更为明显。而且，今年多数产
区产量稳中见增，这成为近期蒜价下
跌的主因。

此外，2017年大蒜库存量较大，
也是导致今年大蒜价格下跌愈演愈
烈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山东省农
业厅数据，仅山东一省去年的库存蒜
便在310万吨左右，增幅达63.16%，
库存量处于近5年的最高位。同时，
蒜价持续下跌，不少存蒜商纷纷出
货，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供应量。

多元化收益更踏实

尽管今年大蒜价格较低，行情低
迷，但金乡县鸡黍镇西李村村民王小
存早早地就把大蒜收完，鲜蒜还没干
透就以0.9元/斤的价格把16000多
斤大蒜全部卖给了村里收蒜的小贩。

蒜价跌破成本价，王小存为何还
卖得如此干脆？记者跟随王小存来
到位于西李村西头的华光集团找到
了部分答案。

一入蒜季，华光集团都会聚集做
各种活计的人，蒜贩子、装车卸车的、
做小包装的等。王小存卖完家里的
蒜后，就在大蒜收购点做装车卸车的
活儿，虽然累点脏点，但一天下来能
挣二三百元。王小存媳妇也找了个

扒蒜皮剪蒜秆的活儿，手快的时候一
天也能挣200元。

像王小存一样，西李村300多户
蒜农都可以到大蒜加工厂或交易中
心打工。可以说，种植大蒜已不是金
乡蒜农唯一的经济来源。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这几年，金
乡通过下大力气发展大蒜加工产业，
为蒜农开辟了田间地头以外的增收
渠道。同时，引导农民融入种植、收
储、加工、销售等大蒜产业各环节。
如今，除了种蒜、收蒜，金乡蒜农还依
托全县700 多家储存加工企业变身
为产业工人，亦农亦工亦商的“三栖”
状态便是如今金乡农民的明显特征。

为大蒜价格作保险，是保障蒜农
收益的另一方式。据金乡县物价局
副局长邵辉介绍，金乡大蒜目标价格
保险险种为2017年种植、2018年收
获的生长和管理正常、在保险期间均
衡上市的金乡大蒜，保险目标价格为
干蒜1.7元/斤，保费率为7%，保费为
140 元/亩，保费由投保农户承担 56
元/亩，由各级政府承担 84 元/亩。

“每年 6 至 8 月，由当地监管部门监
测大蒜价格，当平均价格低于目标价
格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公司
对跌幅部分进行相应赔付，高于目标
价格时不发生赔付。”邵辉说，目前，
金乡大蒜投保面积达 30 万亩，约为
全部种植面积的一半。

金乡县农业局局长周利军表示，
大蒜目标价格保险的实施，在保证蒜
农收益的同时，也在保护山东地区的
整个大蒜产业，对价格暴涨暴跌有一
定的缓解作用。

品牌效益进一步显现

“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
金乡”。如今，金乡县常年种植大蒜
60 多万亩，带动周边种植区域超过
200 万亩，大蒜冷藏能力 230 万吨，
拥有700多家大蒜储存加工企业，大
蒜产品出口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
口量占全国出口量的 70%以上，基
本实现了大蒜从调味品、食品到保健
品，再到医药的全产业链生产，成为
全国体量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

加工门类最全的大蒜精深加工专业
园区。

前不久，家住北京的曹先生收到
两个多月前在海尔 COSMOPlat 平
台订购的“金乡大蒜”。从 2017 年
10月开始，海尔COSMOPlat金乡大
蒜示范基地打造了1000亩示范园，
首次涉足农业，探索以工业思维重塑
农业生产、以互联网科技化解产销瓶
颈，尝试全面改造传统农业种植、流
通和销售方式。周利军说，海尔选择

“金乡大蒜”看中的就是品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进一步

叫响“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
金乡”的品牌，金乡县构筑了“有机大
蒜—精深加工—高端市场”的大产业
格局。截至目前，金乡已培育规模以
上大蒜加工企业128家，其中深加工
企业76家，年加工大蒜能力达80万
吨，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91%，产值
65 亿元，是一产产值的 2.77 倍。同
时，为推动市场高端化，金乡加速推
进国家级农贸大市场建设，建成了两
处“农业部定点市场”，大蒜年交易量
达200余万吨。

山东金乡是中国大蒜市场的价
格形成中心，质量也领跑国际大蒜市
场。去年8月，金乡县建成运行了全
国首个县域国检贸易便利化服务中
心，为企业提供“门对门”式原产地签
证、报关报检服务。截至目前，共签
发各类检验检疫证书 1179 份、原产
地证书 21 份，为企业节约各类成本
近 500 万元。2017 年，全县出口大
蒜及其制品 31.3 万吨，同比增长
19.9%，出口额5.1亿美元。

针对大蒜价格忽高忽低，各大蒜
产区种植、储藏、加工、销售信息沟通
不畅等问题，金乡县开通运行“中国·
金乡大蒜指数”，设立25处大蒜价格
监测点，形成了覆盖全国大蒜产区的
信息平台。金乡县副县长李中文介绍
说，通过量化的指标来反映市场价格
动态和变化趋势，同时组建覆盖山东、
河南、江苏、河北及四川等20个大蒜
产区的中国大蒜产业信息联盟，有效
整合了大蒜信息资源，提供全面的行
情信息，提高市场价格的透明度，促进
大蒜产业行业标准建设，为大蒜产业
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信息支持。

在当前乡村振兴的热潮中，一
些地方出现的“干部干、群众看”现
象值得关注。部分地方政府在乡村
振兴中大包大揽，干劲十足，而真正
的主角农民却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
观望甚至看热闹的态度，把乡村振
兴看作是政府的事，坐等政府来修
水、修路、搞建设。有些地方甚至出
现政府免费发放种子、干部帮农民
收割、卖农产品的情况。农民不仅
不领情，还认为政府干部瞎帮忙，满
腹牢骚怨言。

部分农民产生这样的观望情
绪，一方面原因是，多年来形成了过
分依赖政府的思想观念，自立自强
意识差，什么事都要找政府，认为政
府拿钱理所应当。另一个主要原因
是，农民被有些地方政府的“形象工
程”折腾怕了。以往一些地方的领
导干部为了个人或者小团体的目的
和利益，不顾群众需要和当地实际，
不惜利用手中权力搞出了一些劳民
伤财、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形象工
程，伤透了农民的心。

乡村振兴，一定要防止农民沦为
旁观者。各级政府要想方设法激发
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引导
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

首先，要规范政府的行为，坚持
依法行政，让农民摆脱过去过分依
赖政府的思想观念。政府要改变过
去大包大揽、“剃头挑子一头热”的
工作方式，把工作重点放在规划建
设上，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创造条件
让农民参与乡村振兴，根据自己需
求、喜好建房子，发展产业，从而促
进农村新型经济的建立和农民思想
观念的更新。同时，各级政府要持

续加大对乡村振兴的投入力度，加
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
设，增强农民振兴乡村的信心。

其次，引导农民转变因循守旧
的思想观念，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
应的现代理念。产业发展是实现乡
村振兴的关键，依靠传统农业很难
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调整种植结构
又面临着资金短缺、产品卖不出去
等风险，一旦失败，一年的收入就泡
汤了，一些农户不愿意冒这个风
险。一些地方通过建立“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民”
的现代经营模式，“做给农民看，带
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逐步引导
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参与到乡村振
兴中来。

再次，完善激励机制，树立脱贫
致富的典型，形成良好的乡村创业
氛围。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采
取行政手段强迫农民参与，容易引
发农民的逆反情绪。一些地方探索
建设“树典型、学先进”的激励机制，
对一些脱贫致富的先进集体和个
人给予荣誉和物质奖励，形成你追
我赶的良好创业氛围。

最后，逐步建立多渠道、多层
次、多形式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为
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活
水。要补齐人才短板，完全靠引进
人才是不现实的，必须利用和整合
现有的教育资源，对农民进行循序
渐进式的教育，让他们成为支撑乡
村振兴的主体。现在，一些地方建
立专门的农民培训学校，着力培养
一批适应新时代、掌握新技能的乡
村振兴职业农民，为乡村振兴提供
了人才支撑。

振兴乡村，

农民不能“叉手看”
□ 刘 慧

走马金乡探蒜价

蒜价持续走低 多方避险应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面积扩大、产量提

高，再加上去年冷库库

存量大，造成今年鲜蒜

一上市，价格就持续走

低。在中国“蒜乡”山东

金乡县，面对“伤心蒜”，

蒜农并没有特别的心慌

意乱。新招不断，“蒜

乡”正在寻找避险的不

同途径

山东金乡县拥有700多家大蒜储存加工企业，图为金乡一家大蒜出口企业正在收购大蒜。 吉蕾蕾摄

图为一家大蒜酱深加工企业生产
线。 吉蕾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