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 6 . 8 聚 焦16

河段长噪 树保姆噪 保洁员 呼唤新生态
记者在江西采访发现，诸多农村出现了生态新行当，比如

河段长、“树保姆”、保洁员、垃圾分拣员、“鸟管家”……一批新
农民正在展现一种文明、绿色的“生态思维”。

保洁员、分拣员破解“垃圾围村”

在农村，村庄保洁员、垃圾分拣员、垃圾分类指导员等新
行当不断兴起，带动乡村环境卫生的不断改善。

江西省德兴市龙头山乡清洁办主任董维维如今有了个
“气派”的头衔，就是暖水村“垃圾兑换银行”行长。

2016 年，龙头山乡暖水村设立“垃圾兑换银行”，村民用
可回收或可焚烧垃圾到“银行”积分登记，凭积分兑换商品。
塑料袋、旧电池、易拉罐、香烟头等不再是随手丢弃的物品，
而是村民眼中的“宝贝”。在这里，一块肥皂价值 80 个废旧塑
料袋，40 个旧电池或 200 个香烟头。

村民王秀英开始并不相信，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在
自家和路边收集的 160 个废旧塑料袋兑了两块肥皂，惊喜
地说：“没想到垃圾也能换东西，以后不乱扔了，都要收集起
来！”

“垃圾围村”曾让村民苦不堪言。“以前几乎天天都要到
河里去捞垃圾。”董维维说，现在只需坐等村民拎着垃圾上
门。“垃圾兑换银行”的出现，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有益补
充。

走进高安市祥符镇南山村，时常看见路边摆放着绿蓝
红橙四色的分类垃圾桶，村庄内外，道路两旁，难寻垃圾的
踪影。

祥符镇党委书记施志翔说，祥符镇 14 个行政村 129
个村小组共聘请了保洁员 136 个，每年镇里会评选出 10
个“最美保洁员”，67 岁的南山村保洁员顾光荣就是其中
之一。

“那些只有在城里才能见到的垃圾箱、保洁员，如今在我
们村里也有了！”顾光荣说，“以前，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垃圾臭烘烘，道路脏兮兮。现在村村配了保洁员，户户都有垃
圾桶，家家自扫门前雪，保洁员负责公共区域，每两天进行一
次垃圾集中清运。看见村子里的环境变美，心里都敞亮了许
多。”

河段长、树保姆算好“生态大账”

行走在江西省靖安县，时见潺潺小河，水质清澈。在宝峰
镇一处河岸边，记者看到一块河长公示牌，上面除了显示该段
河流的五级河长外，“认
领河长”的部分尤为引人
注目。它不仅包括姓名、
照片，还一一列举了认领
河长的五大主要职责：宣
讲、巡查、记录、报告和保
洁。

江西省自 2 0 1 5 年
底 在 全 省 实 施“河 长
制”，建立了覆盖所有水
域的河长制组织体系。

靖安县双溪镇大桥
村村民甘立林是该村旁
北潦河河段的“认领河
长”。每天，他都要带着
自制的皮划艇，骑着电
动车，沿着河岸巡查，看
到有漂浮物就立马下河
打捞。1 . 5 公里的河段，

一河两岸，一天两次。巡查中，甘立林还要及时在易信群
“靖安县河湖办”里上传图文，汇报情况。这份工作的报
酬也很微薄，但是甘立林说，自己不是图这个钱，就是想
要管好自家门口的河。

而在靖安县水口乡周家村，一棵有着 1100 余年树龄的古
罗汉松参天而立，繁茂的枝叶遮蔽了天空。今年 42 岁的漆家
春是周家村的村支部书记，同时他的另外一个身份，便是这棵
古罗汉松的“树保姆”。

“每天都会来树下转转，一旦发现问题要及时向林业部
门反馈。”漆家春告诉记者，“我还经常向村民们普及环保知
识和生态意识，号召大家保护森林资源。”

“为了厚植绿色生
态优势，我们面向社会
招募了 100 多名‘树保
姆’，开展日常巡护、复
壮管护、宣传推介等工
作，让他们成为古树名
木防盗防火的安全员、
防病防虫的保健员、生
态环境 保护的 宣 讲
员。”靖安县林业局副
局长胡清国说。

江西森林覆盖率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
35 . 3% 提升到如今的
63 .1%。在江西生态学会
秘书长戴年华看来，江西
不仅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而且百姓对绿色发展的
认识还在不断深化。

护林员、“鸟管家”，新行当培育新动能

一吨空气能值多少钱？几年前提这个问题，江西抚州市
乐安县鳌溪村村民以为这是“开玩笑”。没想到，半年多前村里
的碳汇项目以每吨 15 元的价格卖出 2 . 1 万吨二氧化碳减排
量。1 吨好空气，相当于当地 11 . 5 吨自来水的价格。

走进林场，记者看到山上树木郁郁葱葱，山下湖水碧波荡
漾，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这个碳汇市在当地农村催生了护
林员这个新行当。因为与造林碳汇不同，森林经营碳汇要通过
减少采伐，加强管护，把昔日的残次林变为如今的优质林。”

现在，仅抚州就有 5 个县开发了碳汇项目，合作林地为
163 . 2 万亩，还有一些企业通过造林产生碳汇。

赣州市宁都县小布镇陂下村村民王金生的口袋里总揣
着一本黄色的小本，这本“小布镇护林日记本”记录着他每日
“巡山”的足迹。王金生是小布镇的“生态护林员”，肩负着守护
一方山林的重责。而正是这份工作，让原本几乎没有收入来
源的他，对今后的日子有了盼头。

近两年，江西把实现生态价值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抓
住国家开展贫困人口转化为生态护林员工作的有利契机，近
两年安排林业“生态护林员”1 万多人。

良好的生态，不经意就会成为一份收入来源。婺源县晓
起村的“鸟管家”俞志标屋后有一棵老樟树被“鸟友”称为神
树，是珍稀鸟类白腿小隼最喜爱的停歇地。俞志标家的屋顶
便成了拍摄白腿小隼的最佳位置，他家仅十几平方米的屋顶
平台每年接待全球“鸟友”上万人次，一年仅住宿和餐饮就收
入数十万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来婺源的
“鸟友”达 10 万人次。良好的生态为婺源赢得“中国最美乡村”
美誉，2017 年旅游综合收入 168 . 5 亿元。

随着农业转型升级，农田中出现了诸多让人
耳目一新的行当：熟练操作无人机的“飞手”、拥有
百万粉丝的“网红”、“掌管”千亩土地的“田保姆”、
物联网智能大棚操控员、农民气象员……专家们
称，这标志着新生代职业农民正在登台，将逐渐成
为现代农业主力军。

能“上天”、会“上网”

农业生产“颠覆想象”

20 岁的吴迪高中毕业不久，就成了村里有名
的技术人才。

他是江西省高安市荷岭镇久洋农业机械专业
合作社的一名无人机“飞手”。合作社流转的 1300
亩地要打药，全靠社里购买的 3 架植保无人机。
“一架飞机一天能打药 200-300 亩，3 架飞机两天
就能打完。以前一天打 100 亩就要 5 个人，人工、
时间成本增加了不说，人还容易中暑、中毒。”久洋
农机合作社理事长黎小军说，“去年种早稻时，想
请工人打药都请不到。”

“开‘飞机’可是个技术活，尤其是遇上电线
杆等障碍物，操作起来难度较大。”吴迪在“上手”
之前，还专门前往南昌进行了一周的培训。他告
诉记者，“飞防队”不仅解决了合作社面临的劳
动力难题，还能接受异地订单进行跨区域服务，
别提有多“抢手”。

像吴迪一样，许多农民开始从事以往在农村
“闻所未闻”的新行当。

“老铁们，你们看，这位大爷正在制作的美
味本地笋干，我看着都要流口水了。”阳光照射
在江西省横峰县大山深处，蒋金春拿着手机正
在直播村民制作笋干。带着浓厚的地方口音，再
配上稍显滑稽的语言语调，直播才开始几分钟，
便吸引了不少观众。

39 岁的蒋金春是横峰县的一位农民，同时
也是拥有 180 多万粉丝的“农民网红”。通过蒋金
春的直播，当地近 50 个自然村的 200 余家农户
把农产品卖出了大山。

在江西寻乌，当地连续两年开展“我是新农
人网红”“最美网红脐橙姐/脐橙哥”活动。活动发
起人、寻乌县西河堂农业创始人林瑞平说，“网
红”经济已成一种不可忽视的新经济力量，特色
农产品销售渠道得以大大拓宽。

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意识到“网红”的力
量，并借助“网红”推销自己的产品。农业大省江
西涌现出了“柚子哥”“橙先森”“毛掌柜”“大米
哥”“万花谷”等一大批“农民网红”，折射了农业
的新业态、农民的新理念、农村的新动能。

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

农业升级催生新行当

农地流转速度和规模正
在不断加大，江西省已流转农
地 1 5 1 3 万亩，流转率高达
41 . 2%，一个经营主体经营数
千亩甚至上万亩农田的情况
并不鲜见。经营过大，导致不
少经营大户管理粗放，甚至出
现亏损、破产的情况。

但是，对于“万亩良田谁来
管理”这个难题，高安盛发粮油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秀萍轻松回
答：“我有‘田保姆’帮忙。”

高安市建山镇农民谢立新
便是王秀萍口中的“田保姆”。
他“总管”盛发粮油流转的南片
5000 亩土地，涉及 6 个行政

村，十多个自然村。从协调农资、农机的田间进出，到
处理田块纠纷，片区生产的方方面面他都得负责。

“公司对我们规定保底产量，超出的部分利润与
公司对半分。”谢立新介绍，像他这样的片区管理员
公司有 3 个。“总管”之下还有“分管”，谢立新将管辖
的责任田又划分给 6 个管理员管理，按超额利润的
10% 进行分红。“这样的激励制度促使管理更精细，
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大大提升。”

丰城市秀市镇雷坊村一位农民“卖天气”致富
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卖“天气”的农民叫雷应
国，一位“80 后”种粮大户，他种植水稻的规模达
1 . 8 万亩。

面对记者“天气怎么卖”的疑惑，雷应国自豪
地用手机扫了扫“雷应国生态富硒米”包装上的二
维码，大米产地的气候状况、环境条件、气候品质
等信息一目了然：“累积温度 3363℃、总雨量 650
毫米、平均每天日照时数 7 . 3 小时”“灌溉水源以
地下水与山泉水为主，雨水为辅，地下水温一般在
10-15℃”……

二维码旁是气象部门颁发的“气候品质认证”标
志，靠着这个标志，雷应国种植的生态富硒大米“身
价”看涨，卖到了 18 . 8 元一斤仍供不应求。

随着农民科学种粮的意识不断提升，“农民气象
员”成了村里的“香饽饽”。丰城气象局工作人员孙芳
说，“农民气象员”负责将农情灾情收集并报送给气
象局，也会将最新的气象资讯带给农户。丰城 690 家
大户、合作社都通过这些气象员与气象局建立了长
期联系。

电脑操作员、大数据统计员

智慧农业不再遥远

为让高端蔬菜“定制”客户看清楚绿色有机蔬菜
的生长过程，奉新县云飞扬农业体验园在 300 多亩
蔬菜种植基地上装了 8 个云台式摄像头。

老板娘甘蕊掏出手机，对着蔬菜包装袋的二维
码一扫，进入农场微信公众号，便可以随时随地观察
基地里灌溉、施肥、除草的场景。“我们的会员还可以
调出种植基地 1 个月之内的视频，360 度旋转无死
角，镜头可以拉近拉远。”

如今在一些农业龙头企业的生产基地里，可以
见到各式各样的摄像头、探测头等智能信息搜集装
置。这些技术让中国农业更加“智慧”。它们使农业生
产各个环节信息的实时获取和数据共享变得更加简
单，可以保证产前正确规划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产
中精细管理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节本增效；产后高
效流通并实现安全追溯。

51 岁的肖文是武汉大学系统工程学博士，当过
公务员、上市公司老总。不过现在，“博士农民”肖文却
整日出没在田间地头，皮肤晒得黝黑，活像个“老农”。

现任高安市巴夫洛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的肖文说：“传
统农业靠天吃饭，而现代农业靠
科技来实现精准可控。”为此，他收
购了国内一家研发传感器的企业。

在公司的种植基地里，每 5
-10 亩地里就埋着一个探测头。
这种无线探测头耗电量极低，但
能实时将土壤信息和农作物生
长信息传输到总机，使用寿命长
达 20 年之久。

公司安排专人对这些信息
和数据进行搜集和整理。“一家
以色列的公司想从我手中把这
个技术买走，我没有同意。我认
为今后它在中国现代农业中将
会有巨大的市场。”肖文对自己
的眼光感到自豪。

从江西婺源知名的村庄篁岭“晒秋”晒出
“诗与乡愁”，到江西万安 3D 壁画绘上农民
新房，追求生活品质，品味诗和远方正成为农
民生活的新追求。农民画家、农民咖啡师、移
动酒席等“新鲜”行当也应运而生。

农村要有吸引力

生活方式要更新

白米为底，手为画笔，农作物当颜料，在
饱经沧桑的徽式民居土砖外墙与晒架上、圆
圆晒匾里，五彩缤纷的丰收果实组合成五星
红旗、山水风光、丰收字样……这是江西婺源
县篁岭古村传承 500 多年的“晒秋”情景。

当地政府将旅游与精准扶贫相结合，一
些村民被返聘回村庄拿着工资“晒秋”，从老
农摇身一变成为“上班族”。

“晒秋”这一回归农村本真生活的新行当
成为一张特别的农耕文化名片，原来无人问
津的古村篁岭，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城市游客
来此寻找“诗与乡愁”。

“晒秋大妈”曹秀云说：“现在每个月有
2000 多元工资，比以前种田轻松，赚得更多。”

记者采访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通
过改变生活方式，来提升乡村对城里人的吸
引力。

在外做了几十年铝合金生意的熊承贵
捕捉到家乡的发展机会，2017 年 3 月，他
创办的“荷塘民宿”在老家南昌市湾里区太
平镇开张，夏天荷花盛开时，便是他一年中
最忙的时候。

熊承贵告诉记者，当地政府大力扶持
全域旅游，为吸引大批游客来此旅游消费，
各种不同风情的精品民宿如雨后春笋般在
这里生根发芽。

然而，不少想要深耕于此，又对环境不熟
悉的民宿投资者发现，把一批既有经营想法
又有执行力的本地村民聘为“民宿打理人”，
负责前期建筑施工、与政府部门和百姓沟通、
监督项目进度及后期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也
不失为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

“学绘画、喝咖啡”

学得要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你可能想象不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
小村庄，不仅举办过多次全国农民画展，拥有
独具特色的农民画博物馆，还是全国十几所
艺术院校的写生基地。

江西省万安县拥有悠久的农民画创作历
史，从 2013 年开始，万安陆
续投入 7000 多万元，并请来
8 个农民画家打造了“田北
农民画村”。

村支书罗正辉介绍，去
年一年田北画村吸引了 50
多万游客。大批游客不仅带
火了当地的农家乐，也让一
些村民放下农具，拿起画笔，
当上了“农民画家”。

村民肖群去年一年卖
画收入就超过了 10 万元，
他还经常被别的村请去在
墙壁上画景观画，光在墙壁
上画画一年能再增加 8 万
元左右的收入。

“百姓的腰包鼓了，也要
享受美好生活，我们农民自

己的画，也能用来装点自己的家乡。”如今的田北画
村，小桥流水点缀其中，500 多幅巨幅农民画遍布农
房的墙壁，生动地描绘着丰收的喜悦、农家的幸福。

把美丽乡村建设与农村新型业态培育有机结
合，开拓农民“就地就近就业”门路，农村发展的内生
动力正不断迸发，农村人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改变。

在马鞍岭村书吧式咖啡馆里，书架和桌椅散发
着木头的香味。不久前，这个距离“瓷都”景德镇市
区 9 公里的小村庄开起了咖啡馆，村里的居民穿上
白衬衫、黑皮鞋，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当上了“洋
气”的咖啡师、服务员。

60 岁的卢小红搬回老家后惊喜地发现，“城
里有的咱村里也有了，咱农民有钱了，也学会享受
生活。”

村庄里开了家咖啡馆，不少人觉得很是新鲜。当
地村民说，起初以为像茶馆一样，能在里面嗑嗑瓜
子、打打牌热闹热闹。

后来才发现，屋子里面放的是轻音乐，来喝咖啡
的城里人都安静优雅。每当走进来，都忍不住放轻脚
步，也不好意思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了。“进到这文明
的地方，言行举止也得跟得上！”卢小红说。

移动酒席、村史馆

成为乡风文明的注脚

原是一名木工的新余水西镇丁下村村民刘少俊
不久前也干起了新行当，现在他已是镇上小有名气
的“移动酒席”老板。“我开的酒店有‘车轱辘’，哪儿叫
我去，我就把酒店开到哪儿。”他说。

以前村里人办酒席，请客的人常常是忙得焦头
烂额，从买菜、配菜、做饭到上菜都要请人帮忙，桌椅
碗筷还要四处借，酒席过后还得把这些东西清洗干
净归还回去。“一场酒席办下来，费时又费力，还欠人
情，整个人都身心疲惫。”

刘少俊告诉记者，“现在只要一个电话，我们
就可以安排服务人员带着桌椅碗筷，提供专业的
上门服务。每桌每餐只收 50 元，租用桌椅碗筷也
只需 300 元租金。”

刘少俊说，一方面，“移动酒席”越来越受到热
捧，高峰期一个月能接上百家订单，利润能达到上万
元。另一方面，它不仅改进了传统酒席的办理模式，
还使绿色、节约的“酒席新风”深入人心。

农民的口袋鼓了之后，脑袋也要“富”起来。记者
来到萍乡市芦溪县芦溪镇东阳村民俗文化展览馆门
前时，吴双柔正认真的擦拭着摆放在门前的件件文
物。这个昔日的老支书如今摇身一变，成了这里的
“村史讲解员”。

东阳村民俗文化展览馆始建于 2008 年，是萍乡
市建馆最早的村级民俗文化展览馆。馆内收集有农
业耕作生产农具、农民起居生活用品和反映地方特

色的民间手工业作品近 1000
余件，还有一块乾隆圣旨匾额，
堪称“镇馆之宝”。自展览馆开
放后，吸引了湖南、辽宁、河北
等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馆内每件文物的构造用途
和历史意义吴双柔都非常清
楚，每当有游客参观时，他都是
随叫随到，义务担当讲解员。

他说：“带动乡村旅游的
发展单凭村内周边环境是不
够的，必须要有一个支点。以
民俗文化展览馆为载体，研究
本地文化，以更好地保护、展
示、传承民间传统珍品，充分
发挥民间文物的宣传教育功
能，就是我为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寻找的支点。”

从农村新行当透视“三农”新变化
编者按：随着农业的转型升级，现在的农村涌现出很多新行当：熟练操作无人机的“飞手”、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掌管”千亩

土地的“田保姆”、物联网智能大棚操控员等，新生代职业农民正逐渐成为现代农业主力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是

农村发展的基础，文明、绿色的“生态思维”正切实影响着新农民，涌现出一批河段长、“树保姆”、保洁员、垃圾分拣员、“鸟管家”等；

农民的腰包鼓了，脑袋也要“富”起来，要享受美好生活，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正不断迸发，农村人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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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高安市久洋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无人机
“飞手”正在打药。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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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农村，“移动酒席”越来越受到百姓热捧。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刘健、陈毓珊、郭强

▲江西省靖安县双溪镇大桥村“认领河长”甘立林在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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