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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岁的“网红”翟文波从没想过自己会
红。

但这个家住西安市长安区的职业农民确
实红了：在全网，他有超过 150 万粉丝，一个
日常种植羊肚菌的 10 秒短视频点赞量就过
万；他的微信“好友”也很多，每天他和团队要
用 18 部手机登录 21 个微信号，“上厕所的时
候都在回复粉丝提问”；最明显的是，走在田
间地头他也会被人认出，有人见他就喊“翟会
长”。

在成为“网红”前，翟文波是一个从部
队退伍后回乡的创业者。5 年前，他在家乡
长安区种植草莓，然而经济效益却一直不
好，甚至还赔了钱。但他认为这种“初探”很
有必要：“当时种植技术没问题，主要是销
路，所以那时候见人就加微信，天天在朋友
圈做微商，还加入了很多‘草莓群’，为了攒
人气。”

这是翟文波探索“互联网+农业”的初体
验。但更深刻的改变源于 2016 年他参加了一
次长安区举办的职业农民培训。“当时启发很
大，主要是观念上，现在做农民，应该换一种
耕种理念，结合我早前的‘触网’经验，我就想
着如何先把手机变成农具。”

彼时，各类直播软件和短视频平台正在
增多，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流量。“有直播美
食的，有拍旅游的，但是涉及‘三农’的还很少，
我就琢磨着直播摘草莓，教大家种火龙果，讲
解嫁接技术，让人隔着屏幕也能体会农业乐

趣。”说干就干，翟文波开始在多个网络平台
直播，并发布农业短视频。

他的短视频内容很接地气，涉及种植、养
殖各个种类。直播时他很注意形象，要开“美
颜”功能，“显得有精气神”。在直播时对于网
友抛出的农业问题他总能稳稳接住，然后结
合自己的种植经验或者学习所得，畅所欲言，
引得更多人点击关注。有网友认为他真的很
拼。比如，为了证明自家的火龙果好吃，有一
次他直播时就一直吃个不停，一个小时直播
收获了 2 . 7 万元的订单。

“开始时，每天涨 2000 个粉丝，后来有一
次两天就涨了 5 万个粉丝，当时很激动，真的

激动！”翟文波说，半年时间他的粉丝就达
到了 10 万。此后“一发不可收拾”，2017 年
3 月，粉丝涨到 50 万，而后没多久就有 100
多万粉丝。

粉丝越多，销量越大。翟文波卖完自家
地里的果蔬，还不忘帮助十里八乡的农民
销售农产品。因为粉丝里既有客商，又有农
民，他就为这两个群体架起了产销对接的
桥梁。此外，在他的带动下周边很多农民也
都开始依托网络销售农产品。

去年 4 月，长安区农业部门聘请翟文
波成为长安区农技中心的农业技术指导
员。在农技中心的组织和帮助下，翟文波的
讲课越来越专业，也更有针对性。

去年 7 月底，长安区农技中心和翟文
波一起组织了三场在线课堂，每场都有 3
万人左右在线观看。长安区农技中心副主
任李波、农技中心蔬菜站站长程爱红认为，
这种培训和指导模式有别于以往，除了农
技服务群体覆盖面加大外，借助“粉丝效
应”，农户对新技术和新观念的接受度更
高。

如今，翟文波又多了一重身份，他是陕
西省职业农民协会的副会长。他比以往更
忙，除了线上直播、更新精心准备的短视频
外，他也开始着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教授
他们如何种植、如何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销
售。 (记者张斌、邵瑞)

新华社西安 3 月 20 日电

“网红”农民：手机也能成为新农具
新华社杭州 3 月 20

日电(记者许舜达)水稻
专用肥、履带式旋耕机、
水稻瓜果类种子……记
者 19 日从浙江省农业农
村厅获悉，随着一批价值
40 余万元的农资送到浙
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的农
民家中，浙江正式启动农
业科技进乡村暨百名处
长联村谋振兴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开
展了农业政策、实用技
术、法律法规、农产品质
量安全、放心农资、扶贫
结对帮扶等咨询服务，展
示新品种、新技术、新机
具 ，现 场 共 接 受 咨 询
2000 余人次，发放农技
科普资料、法律法规宣传
册等近 2 万份，宣传展示
农机具 1 0 余个类别 3 0
多台套、新品种 50 多个、
新技术 100 多项。

同时，为更好地服务
农业农村，浙江省农业农
村厅今年将安排 100 名处
长和浙江 100个村结对。只
要村里遇到涉农问题，结
对处长可以随时进行帮助。

据了解，下一步，浙江还将把浙江大
学、浙江省农科院等省内涉农高校、科研
院所的专家等一同纳入处长联村谋振兴
计划中，促进农业科技和农业专家进乡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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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摩纳哥是一个独具魅力的欧洲国家，在环
保、文化、体育等领域有着独特的国际影响。中摩建交以来，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独
树一帜，成为大小国家友好交往的典范。习近平主席此访是
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摩纳哥，对中摩关系发展具有历史
性意义。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尔贝二世亲王举行会
谈，就中摩在政治、经济、人文、环保等领域的合作深入交
流，共同开辟中摩关系发展新时代。

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欧盟重要大国，也
是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当前，中法关系保
持健康稳定高水平发展，超越双边范畴，具有鲜明的战略
性、时代性和全球性。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和第三方市
场合作稳步推进，核能、航空航天、农业、金融、可持续发展
等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双方在维护多边主义、改善全
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协调，人
文交流也更趋活跃。今年是中法建交 55 周年。习近平主席
时隔五年再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对两国关系具有特殊
重要意义。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马克龙总统举行大小
范围会谈、小范围宴请，会见菲利普总理和两院议长。两国
领导人将就中法、中欧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
题深入交换意见，并见证签署能源、交通运输、农业、金融、
文化、科技等领域合作协议。

王超强调，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推动中国同意、摩、
法三国务实合作迈向更高水平，为新时期中欧关系发展注
入新动力，为共建“一带一路”开辟新空间，更好造福、更多
惠及中欧人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 3 月 19 日，翟文波（左）在西安市长安
区王莽街道韦兆西村的大棚内与村民王艳梅
一起手机直播讲解龙须菜的食用部位。

新华社记者邵瑞摄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白田田)早春二月，
万物复苏。3 月 14 日(农历二月初八)，湖南
省衡南县泉湖镇“二八节”集市上，商品繁多，
熙熙攘攘。早上 8 点，来自鸡笼镇的农户周龙
生带了一把铁犁来赶集，闲坐在路边一直乏
人问津。他感慨地说，现在大家都用“铁牛”不
用铁犁了。

农历二月初八，是泉湖镇一年一度的
“二八节”。这个起源于明清年间的集会，逐
渐演变为开启春耕生产的农耕文化节，被称
为“农村里的博览会”。2016 年，“泉湖二月
八”被列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

过去长期一段时间，“二八节”集市的头
把交椅是以农具为主的“竹木器市”，其次是
牛、骡、驴等牲畜交易的“牛市”，再次是涵盖
粮食种子、林木种子、药材种子的“苗市”。当
地老人回忆说，“赶二八”的人数最多时达十
万之众，农耕用具有 108 样。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传统铁犁没了市场，但是“铁牛”——— 现代农
业机械却很吃香。在泉湖镇“二八节”农贸市
场外，几台大型履带自走式旋耕机、多旋翼
植保无人机、收割机吸引了众多乡民的目
光。

“这台旋耕机用的是最好的柴油机，现在

很紧俏，快卖断货了。”厂家工作人员一边演
示一边向农户推销。围着农机转了好几圈的
种粮大户伍先法选购了一台履带自走式旋耕
机，价格 7 万多元，政府补贴 1 . 5 万元。

伍先法今年已 70 多岁，种植了 500 多亩
水稻，这全靠了农业机械化。他说，以前用牛
犁地，现在那些东西“吃不开了”。旋耕机操作
简单，上手快，一天可以犁田 80 多亩，效率是
过去的 10 倍。

一些绿色、生态的种子和农业技术也在
集市上得到推广。在“二八节”设展的衡阳市
农科所高级农艺师王春发说，通过展销，农
户了解到新产品、新技术，比如高抗性种子、

农药化肥“双减”栽培技术和生物防治技
术等。对于种粮大户来说，这些新技术可
以降低成本，提高农产品安全性，受到他
们欢迎。

等了 3 个多小时，周龙生终于卖掉
了那把铁犁。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 80
元成交。买家李传华说，每年“二八节”，
他都会过来买一些干农活所需的木货、
竹货，但现在这种传统农具不多见了。由
于自家农田在山坡上，还用不了大型农
机。“希望村里能把路修到山边，让我也
用上旋耕机、收割机，拿‘铁牛’代替铁
犁。”

备春耕，乡村“农博会”从买铁犁到买“铁牛”

新华社拉萨 3 月 20 日电(记
者王琦、陈舒)“他们这一代人真
幸福，喜欢吃的水果喝的牛奶家
里随时都有，我像他这么大的时
候，最好也就是吃个糌粑，还经常
饿肚子。”

18 日，在西藏山南市乃东区
昌珠镇克松社区 74 岁老人索朗
多吉的家中，看着膝前玩耍的曾
外孙朗卡，老人打开了话匣子。

老人说，他生在民主改革前
的农奴家庭，虽然家里人努力耕
种，但还是还不起农奴主利滚利
的债。一家九口人挤在破烂的房
子里，吃不饱，穿不暖。

老人动情地说，改革前经常
是刚收割了粮食就没吃的了，改
革后收的粮食都是自己的。现在
的生活都是共产党给的，从内心
感恩党，一定要跟着党走。

过几天就是“西藏百万农奴
解放纪念日”了，我这小曾外孙碰
巧是那天生的，我们全家要好好
庆祝一下，老人说。

距离老人家几百米，是克松
社区致富带头人边巴的家。57 岁
的他，父母原来也是农奴，记忆
里，他小时候吃的住的条件都挺
苦。“后来在党的好政策下，包产
到户，我又做点小生意，逐渐富起
来了。”边巴说。

致富后，边巴不忘先富带后
富，成立了一个农牧民施工队，带
着社区十几个人给居民盖房子。
为了丰富社区居民的业余生活，
他还建了一所可以玩“打牛角”运
动的场馆。

还没进这个场馆，远远就能
听到几个小伙子爽朗的笑声。“过
去，看有些居民在农闲时喝着啤
酒打麻将，很多人把一年挣的辛
苦钱都输光了，我就起意建了这个场馆，让大家有个健康的
娱乐，也是为了传承和发扬这个传统运动项目吧。”边巴说。

克松社区党支部书记边巴次仁介绍，西藏民主改革之
前，克松社区叫克松庄园，是旧西藏大农奴主索康·旺清格
勒在山南的六大庄园之一。1959 年，克松是西藏第一个进
行民主改革的村子，因此被称为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

“原来农奴劳动是为了庄园主，改革后劳动成果都是自
己的，创造美好生活的想法被激发出来了。”边巴次仁说，经
过 60 年的奋斗，如今，克松社区的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机
械化，2018 年全社区经济总收入 3427 . 47 万元，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19735 元。

富起来的居民还不忘文化传承，“过去的民族传统还在
延续，比如说每逢节日，我们还是都会穿上传统的民族服
饰，布料也比以前更讲究了。”边巴次仁介绍。

“克松社区在我们区里是个先进典型，区里的人都对民
主改革几十年来带来的变化铭记于心，2017 年乃东区实现
脱贫摘帽，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实施以‘神圣国土守护者、幸
福家园建设者’为主题的乡村振兴战略，让居民更富，环境更
美。”山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乃东区委书记尼玛次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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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李荣)出自本乡本土的优秀人
才，在外经过学习和历练后，被吸引“回流”到本乡本土，助
力家乡的乡村振兴。这在沪郊基层被称作“人才回流工程”。
目前，这一人才工程已渐出成效，一些成熟的地区已初步建
起乡村振兴的“本地人才库”。

最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江雨菲，在上海市区工作
3 年后，回到沪郊金山区山阳镇的家乡，进入“金石湾”上海国
际化工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工作，揭开了人生崭新的一页。
“我大学学的是金融学，之前一直从事企业核保服务工作，
去年 11 月看到金山区山阳镇优秀人才回流的选拔公告，而
且有我所学的经济学类的岗位，看到家乡发展越来越好，很
期待自己也能成为建设家乡的中坚力量。”江雨菲表示。

在沪郊“人才回流”工程中，山阳镇是一个典型。两年
前，这里启动了首批优秀人才的回流工程，30 名优秀人才回
流到岗，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此次启动的第二批人才
回流工程，进一步扩大了选人用人的范围，加大了专业类优
秀人才的回流力度，优化了乡镇基层的人才结构，形成了乡
村振兴的“本地人才库”。

沪郊建乡村振兴

“本地人才库”

新华社杭州 3 月 19 日电(记者魏董华)“原以
为减税降费是办厂做生意人的事，没想到我们农
民也享受到了国家减税降费的政策红利。”浙江
台州椒江区章安街道回浦村村委会主任叶荣军
说，村里刚刚拿到 50多万元的退税款，村里小区
路面硬化整修、老年活动中心设备购置、农技推
广服务站购买电脑的钱，总算都有着落了。

今年 1 月，国家发布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
措施，浙江省成为全国率先按照 50% 顶格减征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税费的省份之一。今年 1
月，回浦村缴纳了 109 . 69 万元的耕地占用税，

新政策出台后，税务部门第一时间为其办理
了 50 多万元的退税。

今年以来，国家实施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政
策正在惠及广大乡村。在台州仙居县淡竹乡，
减税降费给“美丽经济”带去了新的生机。近年
来，淡竹乡形成了“民宿兴村”的绿色发展模式。
此次增值税起征点由 3 万元提高到 10 万元，
覆盖了淡竹全乡 170余家、近 95%的民宿。

“今年 2 月份月销售额达到了近 10 万
元，还是免税户，仅 2 月份就省下近 3300 元
的税费。”从事民宿行业近十年的仙居县蝌蚪

农家乐农庄老板陈美琴算了一笔账。
减税降费还让一些乡村企业焕发了生

机。在台州玉环，新模式、新业态正在重塑传
统文旦行业。文旦酥、文旦酒、文旦香皂等新
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浙江冠喜食品有限公司整整用了一年的
时间研发文旦酥，难点就在如何调配、储存馅
料。文旦采摘储存时间最长只有半年，为了保
证原材料货源，企业特地购置了一台德国速
冻设备。

该企业总经理蒋平梅说，相对工业企业，

一台几百万元的设备不算什么，但对于他们
来说资金压力比较大。后来税务部门上门辅
导，他们才知道不超过 500 万元的设备可以
一次性抵扣企业所得税，不用像过去那样，根
据设备种类按年限折旧扣除，企业的资金一
下子宽裕了很多。去年，仅中秋节前后，企业
特色伴手礼文旦酥、文旦月饼的销售额就达
20 多万元。

“浙江的农村不仅风景如画，产业兴旺，
农民生活也越来越富裕。国家的减税降费政
策也让乡村振兴驶入了‘快车道’。”叶荣军说。

浙江减税降费助乡村振兴驶入“快车道”

 3 月
20 日，广西钦
州市钦南区康
熙岭镇那沙村
村民在田间抛
秧。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春分来

临，各地农

民抢抓农

时开展农

事活动，田

间地头到

处是一派

繁忙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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