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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电(记者方问禹)农产品共享
集散平台、生态循环种养系统综合服务商、
LED 灯植物工厂……为期一个月、正在浙江
举行的乡村创业创新大赛上，浙江农业新业
态百花齐放。

浙江，既有田园牧歌，又有贴近都市生
活的现代乡村，正成为年轻人干事创业的热
土。

农业三产融合“百花齐放”

正在举行的“农行杯”第二届浙江省农村
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上，温州苍南县农创
客曾祥亮带来的“庄稼医院”项目，获得了浙
江省农业厅专家、投资机构和媒体评委肯定，
以高分挺进决赛。

大学毕业后，曾祥亮到农民专业合作社
当技术员，看到乡村农技匮乏、农药过度使用
和农产品安全存忧的情况，便创办了温州市
第一家庄稼医院——— 苍南县信实庄稼医院。
通过研究推广基层农技、供销优质农资，其每
年服务农民超过 1 . 6 万人次，目前已有 4 家
实体连锁分院和 1 家网上医院。

西红花种植深加工、农产品共享集散平
台、生态循环种养系统综合服务商、农业植保
综合服务中心、LED 灯植物工厂、品质农产
品社交电商平台……从生产到组织方式，以
农创客为主体的乡村业态创业创新，带来了
浙江农业三产融合“百花齐放”。

浙江省 2015 年提出农创客概念，是指年
龄在 45 周岁以下，拥有高校大专及以上学
历，在农业领域创业创新，担任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业企业、家庭农场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负责人或拥有股权的人员。

目前，浙江农创客群体超过 1700 人，其
中近九成是 80 后、90 后，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比 56%，且不乏名校毕业生、名企高管等。在
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实现小农户与现代
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农创客发挥着生力军

作用。

乡村涌来“创业劲旅”

浙江农创客群体当中，纯粹的“农二代”
仅占比 28%，曾在都市就业和一些“土生土
长”的城里人，构成了农创客主体。在他们看
来，兼顾田园牧歌与都市生活、“离城不脱
城”的现代乡村，正是年轻人干事创业的热
土。

“高速交通和互联网，从本质上改变了城
市与乡村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缙云
县朱子阁家庭农场创始人陈诗洁说，在乡村
也不会远离信息、脱离时代，反而能享受难得
的自然与宁静。

不同来路的双创青年为乡村注入了丰

富的活力。事实上，除了专业知识、市场意
识、接纳新鲜事物等年轻人共有的特点，浙
江农创客群体更是一支实战能力突出的创
业劲旅。

统计数据显示，64 . 5% 的浙江农创客
“先工作、再创业”，他们更具备沟通协调能
力、组织指挥能力、创新创造能力，以及品牌
意识、市场洞察力和宣传推广渠道，这些综合
因素引领了乡村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浙江省农业厅厅长林健东说，农创客给
浙江三农发展带来了新的能量和活力，他们
注重以精细、生态、科学的生产过程来强化农
产品的绿色安全，不仅影响和改变农村传统
的生产方式，带动农民跟养跟种，也让更多农
民分享二、三产的利润，带领农民走上了增收
致富路。

实招新招壮大“生力军”

10 月 10 日，浙江成立了全国首家农
艺师学院，学院导师包括浙江省农业科学
院的粮油、蔬菜、水果、畜牧等领域专家，也
包括来自浙江乡村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种粮大户、浙江乡村振兴带头人等，学院首
批 104 位学员大多是农创客。

在培育壮大农创客群体方面，近年浙江
省有关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新招、实招。比如
浙江省农业厅专门出台《关于支持农创客培
育发展的意见》明确，鼓励农创客承担综合
性、融合性项目，采用直接补助、项目扶持、
贷款贴息、担保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推动
财政支农项目服务重点落实到符合条件的
农创客。

浙江省财政厅整合设立了现代农业
发展等专项基金，明确将农创客纳入支持
范围；浙江省级农业信贷担保公司的业务
向市县延伸时，也明确覆盖农创客群体，
通过保费补贴、风险代偿等形式给予担保
支持。

此外，浙江省农业厅还牵头成立由农
创客、农技专家、涉农高校、科研机构、创投
机构等主体参加的浙江省农创客发展联合
会，打造统一资源平台，鼓励农创客抱团发
展，2017 年 113 名会员营业收入 4 . 48 亿
元。目前，浙江多地市县级的农创客发展联
合会正在集中成立。

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唐冬寿说，目前浙
江农创客发展总体还处于起步阶段，队伍规
模还不大，缺技术、缺经验、缺支持等问题还
比较突出，与乡村人才振兴的要求相比，还
存在不小差距。浙江省农业厅对此将进一步
培育壮大农创客群体，目标到 2022 年建立
起一支 3000人左右、涵盖农业主要产业、创
新引领作用突出的农创客队伍，并构建起框
架完整、措施精准、机制有效的农创客政策
支持体系。

“创业劲旅”驱动乡村新业态“百花齐放”
走近浙江省农创客群体

新华社上海 10 月 15 日电(记者李荣)新
近到沪郊最是“农味十足”的金山廊下镇，说
起乡村振兴，听到最多的是“没有围墙”4 个
字：当地的郊野公园，没有围墙；农场就在公
园里，没有围墙；农场与农家乐之间“农农结
对”，没有围墙；民宿的“民”字，既是村民又是
市民游客，“没有围墙”。

这“没有围墙”4 个字，形象地概括了沪
郊推进都市型乡村振兴的一种特色，那就是
融合式发展。上海市农委有关人士解释道，
沪郊乡村振兴中的融合，有两层意思：一是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字号”从农产品
生产一直不断地向乡村休闲文化旅游这样
的服务型产业层次延伸，在产业链上“从头
走到尾”；二是城乡融合发展，在缩小城乡差
别中保持城乡活力、风貌与生活方式和节奏
上的区别，“城乡一体化”而非“城乡一样
化”。

近年来，上海在郊区布局建设一批大型
郊野公园，既“成规模、成系统”地保留保护沪
郊的“乡脉、农脉”，又入深、入细、入里地清理

和还原乡村的“乡风、乡貌”。金山廊下郊野公
园是最先“开园”的一处。但廊下镇党委委员
俞惠锋笑着说：“说是‘开园’，其实郊野公园根
本没有围墙，公园规划覆盖了半个镇，而且与
整个镇打通。”

不搞“盆景式”乡村振兴是沪郊一个十分
突出的理念和指导思想。乡村最根本的是生
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由此自然而然地延伸出
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和乡愁情怀。廊下郊野公
园最主要的“景点”就是一处处特色鲜明、出
产丰富、市场品牌上佳的农场。其中有沪郊最
大的草莓基地，尽可能广泛地汇集各地优质
品种，使用专门的有机肥和生物防虫法，出产
的“金山草莓”已在上海市场颇有品牌影响
力；还有番茄工厂化生产基地，产量是一般薄
膜大棚种植的 5 倍以上，产品口感也过硬。目
前在廊下郊野公园 21 . 4 平方公里的范围
内，已有 20 多家这类农场。

乡村振兴也不能留下一处处“断头路”，
沪郊的乡村产业链正在新的起点上延伸整
合。在刚刚过去的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上，廊

下镇推出了一个“特色节目”：“农+农”结对。
农家乐饭店与郊野公园里的这些农场联手，
合作社“带着心跳”的新鲜农产品直送到农家
乐的厨房，让农家“菜单”常订常新。

曹月芳是廊下镇的“文化达人”，当地的
土布工艺、莲湘舞蹈等“非遗”项目，都有她参
与和组织的功劳。她说：“乡村振兴是条线，把
乡村有意味儿的好东西、美珍珠都串起来
了。”曹月芳退休后主持推出了一处有特色的
“民宿”，取名“江南莲湘”，并且把乡村的生
产、生活、生态“概括”成“八个一”的综合体
验：学一节莲湘舞蹈、玩一个农家游戏、画一
幅简易扇画、学一句本地土话、做一道农家点
心、干一下农家小活、学一个节气知识、缝一
个手工包包。

乡村有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活形态，才
能真正促进城乡交流和融合。廊下镇党委书
记沈文有几句话说得很生动：都市里的乡村，
对村民来说是“我的家园”，对市民来说是“侬
(沪语“你”的意思)的乐园”。“农+农”，延伸到
“农+侬”，城里的“侬”也融入其中。农房变成

了客房，田园变成了公园，劳动变成了运
动，而农房依然是农房，田园依然是田园，
劳动依然是劳动。

廊下有一个“枫叶岛”，是上海有名的
“网红”景点。与景点贴邻，有一处叫做“涵
七”的民宿，其农舍的结构基本保留，市民
游客入住的时候，农舍主人并不“撤离”，而
是同在一个房檐下。而且，农家自有农家的
自信，农家的老伯伯说，到了农村就要充分
享受农村的安静和慢节奏，千万不要再熬
夜玩通宵，“年轻人，早点睡”。

在城乡差别逐渐缩小的基础上，“城
乡区别”已成为新的都市亮点。沪郊的乡
村不仅要有形，更要有魂；不仅要有“颜
值”，更要有气质。廊下的多处特色民宿，
不仅有农家屋、农家园、农家菜，更有土布
服饰、乡土版画、手工青瓷等民间体验，让
人留得下来、乐得起来。用一位上海城里
人的话来说，在郊区既要能够“养肺、养
胃”，更要能够“养心、走心”，让人觉得“就
是不一样”。

沪郊廊下：推动“没有围墙”的乡村振兴

新华社石家庄 10 月 15 日电(记者徐步
云、杨知润)“村里通了沼气以后，家里就不用
烧煤了，既干净又环保，而且我们全村使用沼
气都是全部免费的。”在河北省隆尧县魏家庄
镇西庄头村，56 岁的吕桂英在自家厨房向记
者介绍着沼气的妙处。

“咱们村沼气池每天处理粪便 45 吨，可
以解决村里养殖业产生的所有粪便。”沼气池
管理员韩建平说，村里的沼气接通使用后，全
村 300 多人烧水做饭都用上了免费的沼气，
一年能节省生活开支 7 万多元。

养殖是西庄头村的主要产业，全村养
猪户年存栏量 8000 多头，年出栏量 2 万多
头。韩建平说，虽然养殖业的发展让村民的
腰包鼓了起来，但是养猪产生的粪便多又
难处理，搞得村里又臭又脏，成了大家的头
疼事。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庄头村向上级

争取了 160 万元，投资建成 800 平方米的
农业新能源沼气池。如今，走进村里，再也
闻不到臭味，彻底解决了粪便污染环境的
问题。

西庄头村党支部书记韩卫国介绍，养殖
业产生的粪便经过沼气工程处理后，产生的
沼液和沼渣都可以作为有机肥，免费提供给
村民种植果树和蔬菜。“我们村种了 1600 亩
树，树下种植土豆、大葱等，现在全部用上了
沼肥，一年下来能省下 20 多万元的肥料
钱。”

“大棚蔬菜使用沼肥后，绿色健康品质
好，在市场上很受欢迎。”说起沼渣、沼液的效
果，村里的大棚种植户孟现金连声称赞。

如今，西庄头村已经形成集“养殖—沼
气—种植”为一体的生态循环农业体系。而对
村民来说，猪粪也不再是以往污染环境的包
袱，摇身一变，成了能省钱增收的宝贝。

河北隆尧：

村里沼气添朝气

▲ 10 月 12 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的丰盛湾水产养殖基地，负责人汤宇伟
（前左）、李蓓蕾（前右）夫妇与工人们在虾塘捕虾。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新华社上海 10 月 15 日电(记者
张建松)封闭式管理的村舍干净整洁，
河水清澈，白鹭飞翔。丹桂飘香的金秋
时节，记者来到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永
联村，眼前焕然一新的美丽乡村，很难
让人相信两年前这里是一片脏乱差的
“城中村”。

永联村是上海闵行城市发展中
一块“夹缝地”，村里有七个村民小
组。其中，记者两年前曾经采访过的
吴介巷最为脏乱差。面积仅 474 亩的
吴介巷，当时聚集生活着 6000 多人。
村里违章搭建的“一线天”“握手楼”
“贴面楼”随处可见，各种生活垃圾和
工业废品随处堆放，河水污浊不堪，
走在村里闻到阵阵恶臭。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
“城中村”是困扰许多城市治理的“顽
疾”。而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永联村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背后有什么
做法和经验？

“彻底改变城中村面貌，拆、建、
管，一个都不能少。而且从长远来看，
最重要的是管。”永联村党总支书记
吴子明介绍说，“2016 年上海开展大
规模‘五违四必’环境整治工作，村里
积极响应，大刀阔斧进行了拆违工
作，共拆除违章建筑 5 万平方米。同
时，通过水系整治、绿化布置、路网贯
通、公建配套、墙面刷新等硬件设施
的建设，把吴介巷改造为封闭式管理
的村民小区。”

紧邻吴介巷的南侧，有一个钢材
堆场也是违章建筑。经过环境综合整
治，拆除堆场，“还地于民”，建设了一
个占地约 60 亩的永联文化生态园，
集生态景观、休闲健身等功能于一
体，还搭建了“百姓戏台”，成为村民
们休闲娱乐的好场所。

村里的公共设施不够。为了更好
地服务村民，利用拆违腾出的空间，
永联村投入资金，在吴介巷配备配齐
服务设施，为村民们提供城市化的公
共服务。比如，设立村综合管理服务
站，开设外来人口登记管理、村民房
屋出租登记和公用事业收费等窗口；
设立农村司法调解室，通过说服、疏
导等方法，解决农村民间纠纷；设立
便民服务处，提供小菜场、衣服洗涤、
热水供应等服务，解决服务村民最后
“一公里”难题；设立老年服务中心，
为村里老人提供书报阅览室、棋牌室
等公共服务设施。

为了加强长效管理，村里成立了
吴介巷(物业)综合管理办公室，下设
由居民们组成的保洁组、治安组、违
建组等工作小组；组建了由村民参与
的上海永闵物业有限公司，既解决了本地村民的就业问
题，又能让村民参与村庄自治管理。

物业公司对吴介巷实行封闭式管理，主要出入口配备
自动门禁系统，门卫室保安 24 小时值班；实现路灯、高清
监控设施全覆盖，配备由专人负责的标准化大屏幕监控
室；村里统一新建停车场和公共晾衣架，解决村民停车难、
乱晾晒问题；将管理责任人、管理区域、联系电话、前端管
理任务清单等张榜公告，村民若有什么诉求，可以直接找
到责任人。

不过，为村民提供城市化公共服务、采取城市化小区
的管理模式，这都需要钱和办公场地。但村里资金不够，也
没有公共用房，怎么办呢？

经过探索，永联村采取了“民房回租再出租”管理新
模式，统一回租村民们的空置房，再经过统一装修进行
出租。既解决了村民们各自将民房出租不安全、不规范
等问题，也解决了村里的管理用房和物业管理资金问
题。

目前，永联村通过三个渠道来解决吴介巷物业管理费
用。一是通过集体经济组织补贴，二是停车费收入，三是“回
租再出租”的差额收益。因此，村民不用自己掏“腰包”交物业
费，就可以享受到和城市小区一样的物业服务。

从脏乱差的“城中村”蝶变为现代化的“美丽乡村”，永联
村的村民们幸福感大大提升。闵行区梅陇镇党委书记杨建
华说：“永联村的改变，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梅陇镇日新月
异的一个小小缩影，也是上海闵行区从城乡接合部向现代
化主城区迈进的一个生动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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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兰州 10 月 15 日电(记者王朋)
过去，马成明种玉米卖不上价，养牛饲料价格
又高。如今，“粮改饲”让秸秆变饲料，解决了
老马这个困扰，不仅带来牛羊养殖成本的大
幅减少，还提高了畜产品品质、增加了收入。

走进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
县赵家乡，道路两旁的田地里和村头的空地
上，一个个白色和蓝色的“大球”格外引人注意。

“这些都是刚打包好的饲料草包。”赵家
乡墙头村村民马成明说，眼下正值饲草收获
季，他已经把家里的 6 亩玉米全部加工成了
青贮饲料。“再过一个多月，家里的牛羊就能
享用这些‘美味’了。”

青贮饲料，就是将玉米棒连同秸秆一起
粉碎，经过发酵变成饲料，能储存 1 到 3 年。
“粮改饲”就是推广青贮玉米种植，把收粮食
变成收饲料。“过去家里 6 亩地一直种玉米，
一家 6 口人被‘栓’在了地里，一年下来也就

7000 多元收入。一头牛一年的饲料成本两三
千元，种一亩玉米的收入还不够一头牛的生
活费。”马成明说

去年，乡上开始推广“粮改饲”，马成明疑
惑，把新鲜的秸秆连同玉米直接粉碎打包做
成饲料，不会发霉吗？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马
成明在当地政府和农业合作社的引导下，只
把 2 亩地的玉米打成了青贮饲料。没想到，这
2 亩地的青贮饲料不仅没有发霉，养殖成本
还大幅下降，让他看到了致富的希望。马成明
说，一亩玉米可打包成 4 吨青贮饲料，今年他
把家里剩余 4 亩地全部做成青贮饲料，可以
满足 10 头牛、100 只羊的养殖需求，不用再
额外花钱买饲料了，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临夏州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区，养殖业是
农户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目前临夏州牛存栏
量 45 万头，羊存栏量 300 万只，“粮改饲”种植
面积 29.9万亩，预计加工优质饲料 247万吨。

甘肃临夏：

“粮改饲”解村民忧

金秋硕果富农家

▲秦皇岛市抚宁区大新寨镇梁家湾村的果农在果园采
摘苹果（10 月 14 日摄）。

近年来，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引导农民利用燕山浅
山丘陵地发展林果种植业，既带动农民致富，又绿化了荒
山。目前该区果树种植面积达 30 万亩，年产各类果品近 20
万吨。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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