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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9 月 23 日电（记者邵琨、张志龙）在 9 月
23 日的中国农民丰收节里，各类农产品的视频直播成为网
民围观热点，众多乡村主播成为人气超高的网红。通过直
播，大量新鲜的蔬菜、水果、海鲜不断刷新让人惊叹的交
易量。

淘宝、抖音、快手等平台均在丰收节这一天，联合一些
基层政府推出了大量视频直播农产品销售活动。在中国农
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指导的系列评选中，淘宝
主播薇娅、烈儿宝贝入选十大网络销售达人，淘女郎 demi
入选十大丰收节使者。

丰收节热闹堪比“双十一”，农民网红与

基层干部直播带货

张晓辉是山东省惠民县姜楼镇张扬村一名 80后农民。
每晚 6 点半，他会准时进入淘宝村播间，面对摄像头，津津
有味地边吃刚煮熟的玉米边介绍：“这是今天刚从自家地里
掰下来的，天然无公害，明天早上还去掰。”不一会儿就有人
询问、下单。现在，张晓辉自家的玉米已经不够卖了，开始收
购邻里的玉米。

在淘宝、抖音、快手等平台，越来越多的农民、返乡大学
生、扶贫带头人甚至村干部和县长，都当上了农产品销售的
主播，吸引了大量粉丝。

“一个薇娅抵得过一个小电商。”在云南，仅一场直播，
“淘宝第一主播”薇娅就为云南特产实现销售超 3000 万元；
在 491 万粉丝的围观下，1 . 3吨云南咖啡 2 秒内告罄，110
万枚鲜花饼 3分钟售完。

9 月 23 日上午，快手、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小屏同步直
播的丰收节活动，5 位主持人与多位农民网红互动直播，仅
两个小时累计观众人数超过 650 万人。

这个秋天，阿里巴巴聚合集团 13个涉农业务，联动全
国 1000 个核心农产品
产区、832 个国家级贫
困县，打造堪比“双十
一”量级的丰收节。

阿里巴巴 2019丰收节公益直播活动中，“县长+网红+
明星”3 小时直播，吸引 3400 万人次围观，创下 2640 万元
成交新纪录，较去年同期增长 164%。

在第七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会场的电商直播间里，
惠民县委副书记推介完当地农产品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还是第一次对着 100多万人喊出‘宝宝’这个词。”

农产品视频直播为啥这么红？科技

赋能“三农”

近距离、直观、身临其境的感觉，再加上各种农村生活
场景给网友带来的新鲜感，让一些农民在网上迅速吸引大
量粉丝成为网红。

“真实与直接是农产品视频迅速走红的重要原因。”中国
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说，如果做电商，一个
农民要掌握摄影、文案等复杂技能，技术门槛高，但视频直播
则是每一个普通的农民都可以开展的。此外，平台的功能不
断优化，一触屏就能下单支付，快递物流方便快捷，使售卖双
方容易达成交易。“简单说，就是科技赋能‘三农’。”

快手科技副总裁宋婷婷说，视频直播既是广告也是监
督。农民可以呈现农产品生产、种植的全过程，并分享独具
特色的乡村生活；城市消费者在体验乡村生活乐趣的同时，
会对人物发生兴趣，从而演化为有信任度的消费行为。

拥有 300 多万粉丝的快手主播“爱笑的雪莉吖”袁桂
花，生活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雷寨村。有
一年临近除夕，她在家直播吃自制腊肉，“老铁”们见她吃得
特别香，纷纷留言：“能不能多做一份给我邮过来啊？”她当
即把制作的腊肉全都卖掉，挣了两千元。此后，腊肉、腊肠、
豆腐乳、烤米酒等自家土特产，通过袁桂花的直播摆到了全
国各地网友的餐桌上。

农民主播们的农村生活片段让“老铁”们看得津津有
味。在去玉米地前，张晓辉通常会用手机拍摄农村的各种生
产工具等。“别小看这些，城里不少人没见过。搂草的耙子、
灌溉的沟渠、乡间小路，甚至村道边的庄稼都能带来流量和
粉丝。”他说，刚在淘宝村播平台售卖农产品不到半个月，他

就收获了 2000多个粉丝，每天接到将近 20个订单。

互联网技术重塑“三农”，成为扶贫新力量

直播卖货不仅打开了农产品销路，让更多农民增收
致富，还推动农村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重塑农民思维方
式，促进农业生产质量的提高。

23 日，在 2019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会场阿里巴
巴大屏幕上的两组数据非常醒目：已助力 8 亿件农货上
行，举办 37 万场丰收节直播。“手机变成了新农具，直播
变成了新农活，数据变成了新农资。”阿里巴巴集团副总
裁方建生在现场介绍。

为了让消费者买到更好的产品，一些直播平台与地
方政府合作，倒逼农民科学种植、精细管理，提升农作物
品质。

通过快手与黑龙江省克山县政府开通的快手政务
号，种植用户用短视频真实记录马铃薯生长的环境和过
程；政府和相关食品企业发布的视频，则展示农产品生
产、销售全产业链。

视频直播还成为扶贫的新力量。今年以来，500 万贫
困县区的人口从快手平台上获得直播收益。首批数十位
带头人的产业总值已超过 1000 万元。

2018 年 9 月，抖音达人为河南省栾川县潭头镇拨云
岭村的特色扶贫项目“拨云妈妈面”拍摄了一条短视频，
带火了当地的农家面馆“山顶人家”。景区因此新设立了
不少旅游扶贫摊位，共带动 138 户贫困户实现脱贫。

宋婷婷说，随着直播场景不断拓展，未来互联网对农
业的推动也将从后端的推广销售延伸到前端的规划和生
产，从技能培训到供需数据精准对接，都有很大发展
空间。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也应注意到，一些直
播的商品质量还不是很过关，售后服务跟不上，一些贫困
地区的供应链还在初级建设阶段，相关各方要进一步形
成支持合力，提升质量，不断增强消费者的体验和信
任度。

丰收节“农民网红”带货引网民围观

直播卖农货，为啥成了“新农活”

新华社呼和浩特 9 月 23 日电（记者殷耀、勿日汗、于
嘉）今年的农民丰收节，家住呼和浩特市榆林镇河南村的赵
继娥家欢声笑语。平日在城里工作的孩子们都回到了村里，
特别是往年都不愿回农村的城市儿媳妇们也来与父母一同
庆祝丰收节。

“今年家里安装了冲水厕所和热水器，条件跟城里楼房
没啥区别了，这样，在城市长大的儿媳妇和孙子们就乐意回
农村住了。”赵继娥说，以前的旱厕夏天臭味熏天、冬天寒风
刺骨，孩子们不习惯，每次回来都不愿意过夜，有时候为了
上个厕所，开车到镇里。

在年近 60 岁的赵继娥看来，今年最大的丰收是家里迎
来了“厕所革命”，彻底告别“踮脚尖、捂鼻子”上旱厕的日
子。5000 元的厕所改造费用，村集体和她所在的赛罕区政

府还给补贴了一半。
对于农牧民来说，丰收的概念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

含义。在赵继娥小的时候，丰收对庄户人来说是能吃上一顿
饱饭；包产到户之后，农村迎来了真正的丰收，这时的丰收
就是一天比一天富起来的好日子。

“如今，乡村的丰收又上了档次，农牧民们在生活富裕
的同时，希望乡村的产业更兴旺、住宅更宜居、乡风更文
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区委书记云忠厚说，顺应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包括赛罕区在内的内蒙古许多地方加快推
进乡村振兴。

在内蒙古太仆寺旗包恩本嘎查，牧民王忠家也充满着
丰收的喜悦。但与传统牧民的丰收不同，这位年轻牧民的丰
收主要来自旅游业。草原的黄金旅游季已接近尾声，在这个

夏天他靠草原旅游创收 50 万元。在内蒙古草原，旅游产
业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王忠的家在我国十大沙地之一的浑善达克沙地南
缘，在过去很多年间，土地沙化、风沙连天。从 2000 年开
始，国家在这里实施了多项生态治理工程，终于让这片草
原重新焕发生机。

“以前沙化的草原，如今越来越美，而重新变美的草
原给了牧民们‘卖风景’的资本，让我们脱贫致富。”在王
忠看来，现代牧民的丰收不光依靠卖牛羊，创收的渠道还
能更丰富。

“年丰远近笑语乐”，乡村生活越来越富裕、舒适的今
天，在农牧民的眼里和心里，秋天没有悲凉和寂寥，只有
丰收和喜悦。

从吃饱饭到富起来，丰收内涵在“升级”
新华社武汉 9 月 23 日电（记者徐海波）几位农民在

地上挥着锄头，拣起一个个圆滚滚的红薯，三五个商贩来
到田间收购。9 月 23 日“丰收节”，在大别山革命老区的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随处可见这种繁忙的景象。

当天，红安县 4500亩红薯地丰收 9000吨红薯，实现销
售额 3900 万元。曾经的“土坨坨”成为当地致富“金疙瘩”。
2018年红安县在湖北省率先“脱贫”，红薯“功不可没”。

红安是集革命老区、资源匮乏区、贫困地区、优抚集
中区“四区一体”的国定贫困县。在这里，红薯被称为
“苕”，是红安人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主要粮食作物。革命
年代，红安苕和井冈山的红米饭、南瓜汤齐名，是红军战
士的“主粮”。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红安苕逐渐少人问津。

“如今，红安苕已成为脱贫致富的‘金疙瘩’。”在 23
日举行的红安县农民丰收节暨中国红薯产业高峰论坛
上，黄冈市委常委、红安县委书记余学武说，红安红薯常
年种植面积在 7 . 5 万亩以上，年产 15 万吨，产值 3 亿元
左右。全县贫困户通过种植红薯或到红薯基地打工，户均
增收 3000 元以上。

自开展精准扶贫以来，红安县把红薯作为主导产业
来做，积极发展红薯生产专业合作组织，引进湖北根聚地
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推广“基地+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做大做强红薯
产业。

为了把这个祖辈传下来的古老农作物做出新“花
样”，红安县花费了一番心思。在红安县农业局的介绍下，

根聚地公司每年聘请湖北省农科院的专家，对全县红薯
种植大户进行培训，推广新型红薯种植技术。

让今年实现丰收的红安县杏花乡龙潭寺村村民梅宏
秀高兴的是“不愁卖”。多年来，根聚地公司与国家甘薯产
业技术研发中心等科研院所合作，根据甘薯的品种、品
质、气候等因素，分别采取热脱毒、药脱毒等方法培育脱
毒苗。种出来的红薯，不仅产量高，而且“颜值高”。武汉、
广州等地企业上门订货。

小红薯做成了大产业，红安并不因此满足。余学武表
示，将通过三至五年的努力，使红薯种植面积达到 30 万
亩，培育加工企业 30家以上，开发健康旅游食品 30种以
上，综合产值达到 30 亿元，带动 5 万户农户致富，进一步
巩固和扩大脱贫攻坚成果，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从“土坨坨”到“金疙瘩”，红薯脱贫有一套

新华社广州 9 月 23 日电（记者
吴涛）参天的榕树冠巨伞下，一排排
陈列的瓜果和五谷，散发出浓浓的
丰收季节气息。妇女们穿上高跟鞋
和各色旗袍，载歌载舞。少年乐队的
孩子们身着红色喜庆古装，吹吹打
打，小脸上流淌着汗水和认真。

这是岭南水乡、广东省佛山市禅
城区罗南村第一次举办农民丰收节。

9 月 23 日，正是我国农历秋
分。秋分者，秋之半，自此昼短夜长，
寒意渐浓，虫豸蛰伏。然而在罗南
村，天气还有 32度的高温，村里更
是人声鼎沸，一片火热。

老太太黎逢弟坐在石桥边的榕
树下，乐呵呵地看着表演队伍巡游，满
是皱纹的脸上仿佛都带着光。“好开
心！比中秋节还热闹！”黎逢弟笑着说。

虽已 94 岁高龄，老太太依然
精神矍铄，谈吐利落。她告诉记者，
近几年村里环境又大变样了——
河水更干净了，河堤更牢固了，村
里更整洁了，带着小孙孙在村里散
步心里也更安乐了。心里安乐，精
神就好，就更长寿了。

节日喜庆的仪式背后，是在国
家和地方乡村振兴支持下，乡村的
不断发展。罗南村位于佛山市禅城
区南庄镇西部，紧临佛山水道，户籍
人口 4000多人，是具有代表性的珠
三角村庄。

罗南村党支部副书记周健颐
说，自 2015 年以来，村里投入超过
1 . 8 亿元用于古村落活化、城中村
改造、污水管网铺设等建设项目，以
提升村容村貌，建设美丽新村。

美丽村庄的建设让古村落再次
焕发生机，又进一步推动了罗南村农
业生态观光等产业发展。罗南村村委会主任关润尧说，村西
的罗南生态园去年重新开业后，仅租金就能每年给村里带来
180万元收入。2018年全村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超 2亿元。
佛山市副市长乔羽说，佛山是制造业大市，2018年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9900亿元。“而 40年的发展中，佛山农村成
为被工业包围的‘城中村’‘镇中村’，与纯农业的农村形态不一
样，必须要走出一条工业先发地区的乡村振兴之路。”乔羽说。

近年来，佛山累计投入超过 37 亿元，推进乡村道路
硬底化、医疗、文化服务、医疗和光纤宽带等公共服务建
设，提升村容村貌和乡村发展环境。同时培育现代农业，
改造村级工业园，推动乡村振兴。

“2018 年，佛山农村集体资产（不含土地作价）就达
901 亿元，集体经济总收入 184 亿元，村集体经济发展迅
速。农业总产值约 290 亿元，农地产出率 2 . 58 万元/亩，
为全省最高，产业整体竞争力不断增强。”乔羽说。

不缺工业文明，也不少乡愁文化，正成为佛山这座工
业城市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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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9 月 23 日电（记者
吴光于、李继伟）稻田金黄，花田缤
纷，果实累累……从彝乡山村到梯
田苗寨，从平原沃野到座座大棚，曾
经的脱贫“硬骨头”，在各类特色产
业的带动下，迎来了挂在丰收枝头
的好日子。

金秋的大凉山，四川省凉山州
布拖县火灯村这几天格外热闹。过
去种着土豆、荞麦的田野，如今被丰
收的中药材附子染成了一片紫色的
花海。

村口的附子收购点上，村民马
查尼尔忙着将丰收的附子一袋袋过
称，他数着出售附子赚到的钞票，笑
得合不拢嘴。

马查尼尔家有 7 口人，家里
11 亩地过去种植土豆、荞麦、燕麦
等农作物，由于地处高寒山区，每
亩产值只有四五百元，日子过得比
较艰难。

2014 年下半年开始，有医药集
团将附子种植技术带到了火灯村。
他开始跟着医药集团派来的专家学
技术，种植规模从过去的几分地扩
大到现在的 6 亩多，每年收入超过
2 万元。如今，他家里修建了 155
平方米的砖瓦房，养殖了 2 头牛、1
匹马、3 头猪、50多只羊和 30多只
鸡，过上了家有电视、人有手机、衣
柜床铺配备齐全的新生活。

“我计划这两年买辆摩托车，以
后再买个面包车，把 3个孩子送到
县城读书，让他们以后能成为有知
识的人。”马查尼尔满怀憧憬地说。

除了附子，这里的老乡们还在
大凉山的高山上、沟壑中种下了西
红花、大黄、川续断、木香、金银花、

赤芍、一枝黄花等中药材。片片缤纷的花海，美不胜收。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农民们抢

抓农时收割稻谷。空中俯瞰，层层叠叠的梯田线条分明，
与古朴的苗寨木楼相互映衬。近年来，当地群众大力发
展红米稻、黑米稻、紫米稻以及香禾糯米稻种植，发展稻
田养鱼，走出了一条在传统中求创新的脱贫路。
冀南平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县贾宋镇苏史张村上百

座蔬菜大棚里，红艳艳的西红柿、顶花带刺的黄瓜挂满枝秧。
村里的贫困户苏云波正在大棚里忙碌着，满头的汗

水都顾不上擦，“第二茬西红柿刚成熟，就有蔬菜贩卖大
户上门收购，不愁卖。今年种了 5个棚，一亩地纯收入 1
万多元不成问题。小洋楼已经住上了，小汽车马上买到
手。”言语中尽是喜悦。

“过去孩子小，老人生病，左邻右舍都借遍了。现在
不一样了，只要肯干，日子肯定错不了。”他说。

累累的果实挂在枝头，丰收的笑容挂在脸上，特色种
植产业让他们告别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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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月月 2233 日日，，在在江江西西省省井井冈冈山山市市坳坳里里乡乡高高山山红红米米
种种植植专专业业合合作作社社，，文文龙龙才才和和社社员员在在展展示示脱脱壳壳的的井井冈冈红红
米米。。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彭彭昭昭之之摄摄

 9 月 22 日，山东省枣庄
市山亭区店子镇柳泉村农民在
展示收获的红薯。

新华社发（刘明祥摄）

 99 月月 2233 日日，，农农民民在在山山东东省省烟烟台台市市农农
科科院院花花生生育育种种基基地地收收获获成成熟熟的的花花生生。。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孙孙文文潭潭摄摄））

▲ 9 月 23 日，湖北省秭归县九畹溪镇农民在运动会上参加割稻谷比赛。
新华社发（向红梅摄）

在在广广西西田田东东芒芒果果庆庆丰丰收收活活动动展展台台前前，，
身身着着民民族族服服饰饰的的少少女女展展示示大大芒芒果果。。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麦麦凌凌寒寒摄摄））

 99 月月 2222 日日，，在在陕陕西西省省洛洛川川县县绿绿佳佳
源源果果畜畜专专业业合合作作社社苹苹果果示示范范基基地地内内，，果果
农农刘刘党党贵贵捧捧着着采采摘摘的的苹苹果果。。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都都红红刚刚摄摄

 99 月月 66 日日，，在在新新疆疆和和田田县县罕罕艾艾日日克克
青青年年农农民民专专业业合合作作社社，，农农民民展展示示收收获获的的核核
桃桃。。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丁丁磊磊摄摄

▲▲ 99 月月 2233 日日，，西西藏藏拉拉萨萨曲曲水水县县举举办办庆庆祝祝
22001199 年年中中国国农农民民丰丰收收节节活活动动。。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孙孙非非摄摄））
▲▲ 99 月月 2233 日日，，在在河河北北省省固固安安县县五五义义桥桥村村，，一一名名村村

民民在在搬搬运运收收获获的的葡葡萄萄。。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王王晓晓摄摄

 9 月 23 日，在上海市金山区廊下
生态园举行的丰收节活动上，村民展示供
游人品尝的食物。 新华社发（庄毅摄）

 9 月 23 日，河北唐山遵化市侯家寨乡北下营村村民在整理收获的板栗。
新华社发（刘满仓摄）

新华社济南 9 月 23 日电（记者兰恭来）画布上，夏归秋
至，河畔奇花布锦，瓜果喷香……在我国第二个农民丰收节，
秋收的喜悦在山东青州农民马季青的笔下跃然纸上。

《晨曲》《丰收奏鸣曲》《沸腾的金秋》……马季青拿出几
幅最近创作完成的农民画说：“丰收节给像我这样一手拿锄
头，一手拿画笔的农民画家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灵感。”

72 岁的马季青是青州农民画画院的一名画家。农民
出身的他，“耕耘”于画卷已有 40 余年。他的画笔见证了一
年年春耕秋收，稻菽飘香，一幅乡村变迁图景在他笔下徐徐
展开……

农民画是通俗画的一种，聚焦农民主题，造型大胆夸
张，用色明快醒目，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
陕西户县、上海金山、山东青州等农民画乡。

青州农民画画院位于农业大省山东，与“中国蔬菜之
乡”寿光市相隔仅 40 公里。马季青是画院资历最老的画家
之一，2018 年一幅名为《取消农业税》的画作让他获得了
“中国农民画艺术节”的最高奖项。

与许多农民画不同，《取消农业税》整幅画作色调沉着、
冷静，山上的梯田与田间的麦穗用深浅不一的蓝色表现，整
体却展现出一派喜庆的丰收景象。

马季青所描绘的是 2006 年我国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历
史事件。“好的主题能引起共鸣，也能带活一幅画。”马季青
说，取消农业税后农民更高的生产积极性是他创作的灵感
来源。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过去，盼望秋收包含着人

们对解决温饱问题的期待。现在，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
像马季青这样的农民正将这份秋收的情愫寄托于农民画
创作之中。

马季青对绘画的兴趣从儿时便已开始。据马季青回
忆，他家境贫寒，炕头熏黑的墙壁是他的画板，田间地头是
他的画室。上世纪 70 年代，马季青在当地生产队负责烤
烟炉。一次，他听说当地要组织有绘画特长的人画农民主
题的墙头画，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为了每天能有时间画
画，他与同事换班，白天画画，晚上看烟炉，挤出时间睡觉，
这一干就是半个多月。现在青州市王坟镇、庙子镇等山区
农户的墙壁上，仍能看见不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民墙
画，虽斑驳剥落，但依稀可见当时农民画盛况。

“当时并没有‘农民画’的概念，只觉得喜欢画农村的
美景和描绘农民的生活。”马季青说。

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社会发展，更多绘画模式不断
涌现，农民画进入到低潮。上世纪 90 年代后，人们整体
艺术水平提高，农民画重获新生。

如今，青州农民画产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农民画从
业者 3 万余人，年创作农民画达 30 万幅。同时，青州农民
画画院正通过“农民画+电商”的模式，将杯垫、手提包等农
民画文创产品在互联网上销售，现已有农民画电商 100 余
家。每年农民画给青州带来的收入达 5000 多万元。

“这是农民自己的节日，我是一名农民，田地永远是
我的精神家园。”马季青说，画布是他的新田地，自己要画
出更表达农民心声的作品，用“情”画好农民画。

农民画里“话”丰收 不忘本不忘恩，不忘其初
2019 年 9 月份，在中秋节与国庆节之间，还有一

个重要节日：中国农民丰收节。设于秋分的这一节日，
包含着对农业丰收、农民劳动的礼赞，对农耕文明的传
承。农民是丰收节的主体，这提醒我们：自己的口粮来
自农民的劳动，我们是世界最古老灿烂农耕文明的子
孙，要不忘本、不忘恩，不忘其初。

不忘本，就是不忘粮食这个生存的根本。粮食是
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石。“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
慌”。有人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生命的魅力无不
闪现着“粮食的光芒”。丰收节是对每一粒金灿灿的颗
粒饱满谷物的礼赞。从华北麦田到江南稻浪，从陕北
高原的小米飘香到黑土地上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就
是我们每日的食粮，是我们生存的根本。无论将来科
技如何发达，智能机器配备怎样的新能源新动力，我们
每天还得吃五谷杂粮。“民以食为天”，说的就是这个
“天”。

不忘恩 ，就是不忘种粮的农民及其土地。农
业根基稳，发展底气足。“三农”领域的成就，是全
党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也是广大农民和农
业战线工作者辛勤劳作的结果。在《资本论》中 ，
马克思引用过威廉·配第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
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没有比“口粮”二字更基本
的财富了 ，这财富就来自于斯土与斯民。“谁知盘
中餐 ，粒粒皆辛苦”，粮食来自披星戴月汗流浃背
的劳动者 ；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也是我们每个

人的命根子。每一个人都能够也应该身体力行 ，尊
重每一个劳动者，感恩每一寸土，珍惜每一粒米，都
是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我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
实现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不忘其初，就是不要忘了农耕文化中天道酬勤这
个精髓。我国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华夏先祖在黄土地
上筚路蓝缕，“沐甚雨，栉疾风”，创造了我们的历史，
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生产生态生活系统，推动了世界农
业发展，保障了炎黄子孙生存繁衍，促进了人类社会
进步，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春种秋收，天道
酬勤，培育了中华民族诚实、宽厚、善良、谦逊、坚忍
等传统美德，使历尽沧桑的中华民族总能从苦难走向
辉煌。

今天，在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在
摩天大楼与人工智能的时代，中国农民丰收节提醒我们
与农村、农民、农业的血肉联系。我们要在全社会营造关
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稳固大国农业
根基，铆足中国发展底气。

（记者王立彬）
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

 9 月
23 日，山东省
淄博市高青县
唐坊镇洼里王
村村民在晾晒
大枣（无人机
拍摄）。

新华社发
（张维堂摄）

 9 月 2 3
日，辽宁长海县
渔民在捕捞牡蛎

（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龙雷摄

新华社杭州 9 月 23 日电（记者方问禹、许舜达）喜迎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华诞，庆祝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鱼米之乡”的农民这几天格外忙碌。新发展、新气象、新
面貌，浓浓的节日气氛中，浙江农民以丰收庆双节，“三
农”有“三新”。

新发展：“工业化思维”拓宽农业空间

剪落藤蔓，裹上红布扭成结，穿过两根粗竹竿，4个
壮年男子抬着上磅。旁边村民也跟着吆喝，想看这个冬瓜
究竟多重。

447 . 8斤！长 153 厘米，宽 72 厘米，腰围 197 厘米！
在杭州市富阳区农技推广中心蔬菜专家的技术指导下，
农民滕雁鸣信心满满：今年的瓜比去年重了 57斤，明年
争取突破 500斤。
丰收沉甸甸。去年 11月，衢州江山市石门镇泉塘村“甬

优 12”单季晚稻高产百亩示范方，实割验收平均亩产
1017 .28公斤，打破了浙江省水稻百亩示范方的最高纪录。

已经解决吃饭问题的今天，“鱼米之乡”浙江没有停下
脚步，依旧向着丰产优产、生态高效的现代农业方向进发。

除了田间地头的耕作积累，精益管理、智能化、品牌
化等工业化思维奔涌而来，拉开了浙江农业现代化发展
的序幕，农业丰收的想象空间明显扩张。

生态牧场里，系统实时采集湿度、温度、气体含量等数
据，全程检测养殖场内生猪活动动态，综合分析产仔、断奶、
出售等产销情况，减少人工误差，向管理要效益……
近日，在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共青团浙江省委、农行浙

江省分行联合举办的“农行杯”第三届浙江省农村创业创
新大赛总决赛上，浙江华腾食品有限公司带来的《全产业
链生态化养猪模式项目》，摘得成长组冠军。因为发展前景
明朗，这个项目还获得了农行浙江省分行 5000 万元授信。

新气象：农村成为加快发展热土

秋风送爽好时节，在德清县下渚湖畔、上渚山间，一
座占地 1815 亩的田园博览园刚刚落成，镶嵌在绿水青山

里。23 日，作为首届美丽中国田园博览会开幕式重头戏
的庆丰收大典，就在这里举行。

这个浙北小县城，城市与乡村的界限，在绿水青山的
覆盖下变得模糊。这里不仅有城里人向往的美丽乡村、诗
画田园，更是产业勃发、创新创业的热土。
广袤农村与新兴产业融为一体。在德清县地理信息小

镇，有超过 200家同行业的企业，合力拓展地信产业前沿。
去年，这个县还举办了首届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

2003年以来，浙江省久久为功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以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撬动了振兴乡村的良性循
环。面貌焕然一新的浙江农村地区，功能也悄然发生着变
化，从保障生活到丰富生产，呈现宜居宜游宜业的新气象。

科技进乡村、资本进乡村，乡贤回乡村、青年回乡
村……曾被空心化、边缘化、老龄化困扰的农村，正成为
投资建设、创业创新、引领消费的热土，开启新一轮快速
发展通道。

上半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 11111 元，
居全国 31个省（区、市）第二位，同比名义增长 8 . 9%，其
中教育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强劲，增幅超过 20%。

新风貌：文化涵养农民新作为

民俗文化表演、农耕民俗体验，展示从稻米、农具到
数字农业的稻作文化演变历史，参观良渚博物院、良渚古
城遗址公园，近距离鉴赏出土文物、亲临古城遗址……
23 日，在杭州余杭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里，一场主题为“稻
香千年”的丰收节庆祝活动热闹非常。

今年 7 月，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
让当地农民对自己的耕作多了一份自豪。农民赵玉龙说，
现在耕田种稻，更是一场数千年文化文明的传承发扬。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到“精耕体面有作为”。随着农
村全方位蝶变，人多了，富裕了，自信了，精神文明、文化
需求自然生发，农民展现新风貌。如今在浙江农民的获得
感中，文化的分量越来越重，丰收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在宁波市江北区畈里塘村的文化礼堂，村民们通过文
艺汇演、民俗文化和非遗展示、志愿服务等形式，以五谷飘

香的丰收、乡土文化的热情，喜迎新中国 70周年华诞。
万家文化礼堂立村头。2013 年，为顺应农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农村文化发展实际，浙江省委、省
政府提出打造农村文化礼堂。此后，浙江省连续 6 年将该
工程纳入民生实事项目，至今已累计建成约 1 . 3 万家。

“鱼米之乡”的农民这几天格外忙

浙江：丰收庆双节，三农有“三新”

新华社杭州 9 月 23 日电（记者黄筱、唐弢）由中国农
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
研究中心指导的“首届美丽中国田园博览会”23 日在位
于太湖南岸的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办。

德清田园山水文化浓郁，是浙江美丽乡村的“先行
区”和“样板区”，在全国率先制定城乡环境管理一体化地
方标准、建立全国首个城乡生态综合体示范基地、成功入
选全国首批百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县，全国首次农
村人居环境普查评价中德清位居第一。

“田园德清、博览中国”以节为媒，促进了农村消费、
带动了农业发展，这次活动也成为产业发展的大平台，
200多家农产品展示展销，不仅涵盖德清本地“水精灵”
青虾、“清溪花鳖”，还包括四川木里、吉林靖宇、安徽金寨
等欠发达地区的名特优农产品，助力扶贫攻坚。

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珠街镇放羊村党总支书记李飞，
把当地特产长冲梨从云南带到田博会现场。李飞说，“把
长冲梨带到田博会，一是希望更多人品尝到我们的好产
品、分享农民们丰收增收的喜悦，二是希望向全国各地的
美丽田园学习发展经验，把好想法好模式带回去。”

首届田博会不仅是一个展示窗口，更让农业工作者
思考如何让乡村更美、让农民更富足，不断为乡村发展谋
方向、明路径，为农业赋能。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党委书记杜志雄表示，中国农业产业融合化演变趋势明
显，农业开始超越其单一产品生产功能，农业广义功能层
面的产业化进程被开启，一个全新的农业与服务业、旅游
和体验等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链接

太湖南岸迎来“最美丰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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