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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处于大兴安岭南麓向松嫩平原过渡带上的内蒙古兴安盟，本身就是
一幅绚丽的山水画卷。如今，生活在“画”中的人们开始创作出一幅幅精
美的图画，与贫困作别，向小康致意。

大兴安岭禁伐之后，当地村民经常去林间清理枯枝。他们收集回来的
老树皮受到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树皮画”传承人李艳红的注
意。通过筛选，再经过杀菌、叠压等加工，一张白桦树皮就分离出十几层，
每一层的颜色都不一样。看到这些林间废料在李艳红的手中像变魔术一
般生成一幅幅画作，来自阿尔山林区的贫困户赵桂华决定拜师学艺。

阿尔山市启动了“树皮画人才培养互动培训项目”，并在白狼镇打造
了“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的产业脱贫模式，为全镇45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提供了增收门路。“现在我已经能够独立制作树皮画了。公司统一
收购，计件工资，最高时每月能挣4000多元。”赵桂华说。

来到科右中旗巴彦茫哈苏木哈图布其嘎查的村民刺绣车间，只见绣
框上的牡丹雍容华贵，穿针引线的绣娘充满自信。

科右中旗的蒙古族刺绣是当地特有的草原文化瑰宝。近年来，科右
中旗开展了以“蒙古族刺绣——‘绣’出农牧民新生活”为主题的大众创
业行动，并决定将蒙古族刺绣培育成“创意产业”。蒙古族绣娘陈满亮从
小跟奶奶学刺绣，被聘为培训班教师。如今，她已经有100多名学生。

“我供两个孩子上学，生活负担很重。现在，我的绣品订单不断，日
子越过越好啦！”村民孟兰告诉记者，2018年科右中旗成立了沃尔墩刺绣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建立了刺绣基地。

指尖技艺开启了指尖经济。截至目前，科右中旗已在173个嘎查集
中举办刺绣培训班100期，共培训绣工1.47万人次，全旗从事蒙古族刺
绣的农牧民及居民超过2.1万人，289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因刺绣产业发
展受益，人均增收2000元。

站在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满都拉敖包山上俯瞰，微风吹过，绿浪
滚滚，彩色水稻绘制的巨幅稻田画映入眼帘。

“只有在集体的大田里才能创作出这样气势恢宏的图画。”富农水稻
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李可新告诉记者。

5年前，合作社与李可新家签订了水稻种植订单，免费为他送去种
子、化肥并提供育秧大棚，秋收后还以高于市场1角钱的价格进行收购。
李可新每年仅水稻种植一项就可增收万元。

近年来，义勒力特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调减玉米种植面
积，增加水稻种植面积。成立了6家合作社和1家合作联社，发展有机水
稻种植示范区、稻田养鱼养蟹示范区等特色水稻产业区。“我们收集牛羊
粪，再把秸秆粉碎，撒上菌剂发酵，变成真正的有机肥，施这样的肥种出
的大米每亩能增收500元。”兴安盟双特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泉说，“我
们还在4万亩稻田中建设了稻田公园，开辟了自行车慢行彩道，让游客既
能体验稻花香里的淡淡乡愁，又能感受现代农业的满满自信。目前，每
年接待游客20余万人。”

内蒙古兴安盟

“画”出好日子
本报记者 陈 力

提供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和模式示范，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农创人让农业更时尚更多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毅

走进位于陕西杨凌国家农业高新产
业示范区的菲格庄园无花果智能化大棚
里，从世界各地引进的20多种无花果压
枝坠叶，芳香四溢。“当年种，当年产，当年
回收投资。”菲格庄园的老板，33岁的浙
江人方瑜不仅庆幸自己“跨界”涉农选对
了项目，更庆幸这里聚集着一批与他一
样，热衷农业科技，追求农业发展模式再
造的“农创人”。

“土壤含氮量超标80%！拿到姜义
亮博士给我们做的土壤分析报告时，我吓
了一跳，赶紧叫停了原先的氮肥采购计
划。此后，姜博士团队根据土壤分析结果
很快为我们拿出了一个精准施肥方案。”
方瑜说。

方瑜所说的姜博士，是他曾经的同学
姜义亮。2016年，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土壤学专业的姜义亮与三位博士同
学共同创立了锦华生态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专门从事土壤数据、土壤环境监测、土
壤生态修复等技术服务。2019年，这个
整天与土坷垃打交道的农业创客团队荣
获第六届中国“创青春”青年创业大赛
银奖。

从技术创新走向模式再造

2015年，“海归”李劲波创立了杨凌
耘上田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开发的
农业互联网平台，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等技术为核心，通过在田间地头部署各
种传感节点，实现智慧农业生产。“一旦低
于作物最优生长环境范围，就会通过无线
通信网络控制水泵、补光灯等设备，自动
进行温、光、水、肥等的补充。”李劲波说，
一家杨凌的食用菌生产企业在老挝万象
建成的食用菌种植基地使用了李劲波的
这套系统，现在已经实现了智能化生产；
员工经过简单培训就能管理种植基地，至
少可节省50%的人力投入。

在杨凌农业高新示范区，农民“科学
家”马新世可谓家喻户晓。当他在田间地
头滔滔不绝地演示农业新技术时，你会觉
得他就是一位真正的农业科学家。

2017年，马新世牵头整合5家农业
合作社，成立了杨凌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园
并集成创新出五大技术体系和36项新标
准。目前已经在全国推广的非平衡新式

双拱双膜大棚、“有机营养枕”栽培等技
术，都来自马新世的青年职业农民培训
基地。

作为陕西职业农民协会会长，几年
来，杨凌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园以田间课堂
的形式，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共带动大学
生、返乡务工人员、外地自主创业者150
多人走上“农创”之路，累计培训达到
1520多人次。

在黄土地上成功种植火龙果的“网
红”宋军刚、王艳夫妇，就起步于马新世的
农民创业创新园。如今，他们已转型成为
向北方地区推广火龙果大棚种植技术、苗
木的系统技术服务供应商。

2018年，宋军刚、王艳夫妇的基地新
建双拱双膜大棚12座，注册了“青皮她
园”火龙果商标，培育和引进新品种20余
种。目前，他们的火龙果种苗已销往山
东、四川、河南、安徽、青海、新疆等12个
省区，最远销往西班牙，并在全国各地建
立服务基地上千个。

在杨凌田西村，“80后”“新农人”田
小雄带领大家，让红薯这个过去不值钱的
大田作物成了致富增收的“金疙瘩”。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的指导下，
田西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于2017年6月流
转土地200余亩，全力打造以红薯育苗和
种植为主导产业，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
农事体验于一体的产业融合示范园。园
区以田西村的红薯品牌“田薯叔”命名，以
西北最大的植物迷宫作为“颜值担当”，主
打绿色生产和天然有机观光农业品牌，将
科普教育、赏花品果、生态养殖、农事体
验、观光旅游等有机结合，正努力打造成
家庭农场主培育基地、返乡农民创业基
地、特色休闲农业体验基地、集体经济发
展试点基地、产业扶贫示范基地。

在杨凌农业高新示范区，每个特色园
区都承担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职责。目

前，已累计有1.4万多人获得杨凌示范区
颁发的农民技术职称证书，涉及22个省
市自治区。区内已有240名农民通过自
主创业当上了“农老板”，带动5000多人
实现就业。

新技术拓宽农业新境界

在杨凌，“农创人”不仅是农业新技术
推广示范的先行者，同时也是推动现代农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走进位于杨凌示范区创新创业园的
锦华生态技术服务公司，一张标记着姜义
亮团队业绩的地图引人注目。作为一家
成立只有3年的涉农创客型公司，其业务
范围已经覆盖全国大半省区。

“前两天刚刚中标了银川市两个区的
耕地质量监测调查与评价项目；2月21
日我们就复工了，最近正忙着完成一项矿
业公司周边土壤修复工程。”锦华生态公
司总经理沈锋说。

3年前，刚刚创业的锦华生态公司恰
逢国家提出“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

“土壤污染防治法”的“风口”。面对从天
而降的“蛋糕”，这个应运而生的企业兴
奋、忙乱得几乎无从下手。

“土地盐碱化、风沙化、板结化，重金
属超标、有机物污染等，使很多土地亟待
修复。但是农民包括很多涉农企业并不
了解田地的土肥情况，盲目施肥，既加重
了污染又增加了成本。”

沈锋和姜义亮决定从公益推广入
手。“看着一瓶一瓶写着果农名字的土壤
样品，我们深感责任重大。”

目前，姜义亮团队的足迹已经遍布我
国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的大部
分地区。经历3年多的时间，公司在包括
一位院士在内的12位专家组成的技术团

队的支持下，业务范围迅速扩大。
针对陕西榆林西北部毛乌素沙地存

在的土壤结构性差、保水保肥性差、有机
质含量低、易水土流失等问题，姜义亮和
他的团队通过新构土体改良技术，有效提
升了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了土壤的保水
性和保肥性。经过技术改良后的10万亩
风沙土，种植的马铃薯产量每亩高达
8000斤。

陕西省潼关县某铅锌冶炼厂附近的
水质和土壤环境受到严重污染。锦华生
态公司根据土壤剖面监测结果，采用原位
化学稳定化和植物修复相结合的方案进
行修复。修复后土壤中重金属达到工业
用地标准，修复总面积达171亩。

当年投资，当年回本，虽然2019年实
现了2000多万元的销售业绩，但菲格庄
园的方瑜并不看重鲜果的直接收益，他的
志向是“重新定义行业”——打造高标准
示范园，成为无花果种植系统技术方案服
务商。为此，方瑜目前正依托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的技术资源、人才优势，全力开发
自己的“无花果植物生长数据模型”。“未
来我们的系统技术推广将完全实现智能
化、标准化。”

立足于杨凌，但服务范围却放眼全
国，目前方瑜的技术示范已推广到周边共
6个省份的20多个无花果基地，面积达
1000多亩。前不久，哈萨克斯坦农业部
来函，专门邀请方瑜赴哈洽谈技术推广与
示范合作事宜。

目前，在杨凌农业高新产业示范区，已
经形成了农业科技人员、大学生和职业农
民三大“农创”主体。依托当地丰厚的农业
科教资源，近年来，涉农大学生“双创”企业
达400多家。不论是在农业示范园区的大
棚里，还是在创业创新园区的办公楼里，一
大批专门提供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和模式示
范的“农创”企业正蓬勃发展。

位于陕西杨凌国家农业高新产业示范区的“青皮她园”火龙果种植基地的负责人王艳（左一）为客户讲解火龙果种植技术。
本报记者 张 毅摄

在陕西杨凌国家农业高新产业示

范区，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于农

业创新。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

民，然而他们所倾心倾力的却都是典

型的“农事”。依托杨凌农科城浓厚的

创新氛围，一大批“农创人”积极进行

农业技术创新、再造农业生产模式，在

各类农业示范基地、农民创新创业园、

新式大棚和农科创客空间，推动着现

代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他们手

里，农业正变得时尚而多彩。

每天凌晨3时许，江西省定南县大坝村的绿色生态蔬菜基地就陆续
发出数辆冷链运输车。数小时后，车上贴有产品追溯码的蔬菜就会以每
公斤60多元的价格，出现在珠三角地区的超市。“我们实行会员制，确保
从田间到舌尖不超过24小时。”蔬菜基地负责人刘富城说。

来自赣南乡间的有机蔬菜跨省卖出高价，这是赣州市加速城乡融合
发展的一个实例。近年来，赣州力促传统农业向现代产业转变、传统农村
向新型社区转变、传统农民向新型市民转变，加速城乡融合发展。

产业发展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在安远县橙皇百亩脐橙基地，山
上空无一人，技术人员蔡家龙坐在管理站“玩”起了手机：“基地安装了智
能水肥一体滴灌设备，用手机操作，10分钟就能完成过去几个工人3天
的浇水工作量。”

除了脐橙，该县目前还拥有红薯、紫山药、猕猴桃等多项特色农业；作
为生猪调出大县，信丰县引进温氏100万头生猪屠宰及食品深加工项目、
启动30万头生态养殖基地建设，推动生猪产业链不断完善；在上犹县，茶
园里办起了网络直播，还将现代农业与旅游产业相结合，推出采茶、品茶、
买茶“一站式”体验服务，广受欢迎。

城乡规划和民生改善是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体现。赣州力促传统农
村向新型社区转变，一方面做精、做美中心城区和县城，另一方面以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加强赣南乡村建筑风貌特色保护和传承，宁都小布
镇、瑞金安治畲族村等多个精致村镇声名远播，吸引了八方来客。

传统农民向新型市民转变是城乡融合的关键，一批批懂技术、懂经营
的“新农人”遍地开花。在兴国县养殖基地，“灰鹅国王”吴永柏告诉记者：

“这些灰鹅喝山泉水、吸‘高氧分’空气、吃天然饲料长大，绿色有机。”
兴国县被誉为中国“灰鹅之乡”。赣南乡村的绿水青山，赋予了兴国

灰鹅更高的生态附加值，吴永柏不断规范灰鹅繁育技术和放养流程，去年
销售灰鹅11.5万只。“今年的目标是销售17万只。下一步我还要注册冷
链鹅肉产品商标；发展电商，组建商贸公司；完善产品溯源体系……”谈到
未来发展，吴永柏信心满满。

江西赣州

“融”出新面貌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刘珊伊

伴着傍晚凉爽的风，贵州余庆县白泥
镇团结村乡土人才潘茂林与村民李富贵
一起来到村委会，参加村里“乡村人才助
力脱贫攻坚群英会”。

会上，潘茂林告诉乡亲们：“上周遵义
正兴隆食品有限公司从我们村拉走的30
万斤茄子和辣椒在香港卖完了，非常受香
港消费者欢迎。香港批发商还说，要在我
们这里办个蔬菜定点供应基地，直供香港
餐桌。”这番话，让台下的村民纷纷拍手
叫好。

从2015年开始，潘茂林就一头扎进
了田间地头研究有机蔬菜种植。他在自
家8亩地里试种，并总结出了一套“茄子
套种辣椒”种植技术，每年纯收入可达5
万多元。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潘

茂林主动请缨，担任起乌杨坝区产业顾问
和兴村专干，一方面协助村党支部组建合
作社，并出资5.5万元入股合作社实施“茄
子套种辣椒”项目；另一方面带动50户农
户发展300亩“茄子+辣椒”套种，实现每
亩收入1.5万元，比以前增收5000多元。

为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余庆县紧扣“富、学、乐、美”对乡土人
才的内在要求，创新构建“乡土人才+”模
式，通过组织引领、产业基地、措施激励、
服务推广等方式，吸纳一批“田秀才”“土
专家”引领农村产业革命和乡村振兴。

“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田少山高
路险恶”。余庆县关兴镇狮山村曾经是省
级一类贫困村。遵义市乡村领军人才田
友福带领乡亲们，用3年时间打通了产业
路、扶贫路100余公里，并实现了组组通

路，打开了脱贫的“第一道门”。
同时，田友福还带领大家建设温室大

棚14座、茶叶加工厂6家，同时种植花
椒、辣椒等经济作物。2019年，全村出栏
生猪2.4万头，全村342户群众分红24万

元，实现整村脱贫出列。
据了解，截至目前，余庆县已有150

人被纳入“乡土人才库”，领办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 89个，实施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102个，带动1600余名贫困户就业。

贵州余庆

乡土人才富乡土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徐启俊 简 垦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图为潘茂林（右）和驻村第一书记唐光辉在蔬菜基地里查看茄子长势。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在内蒙古科右中旗巴彦茫哈苏木哈图布其嘎查的刺绣车间里，蒙古
族绣娘在穿针引线制作绣品。 本报记者 陈 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