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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伟平

她的亲耕团队种植庄稼不施化肥、农药、
除草剂，不用塑料大棚、地膜，不外购养殖场的
粪肥，基本不翻耕、不除草……蔬菜还未栽种，
20多个家庭就提前支付了一年的菜钱。

这个不同寻常的“亲耕者”，就是“生态小
农CSA”实验模式负责人朱艺。

朱艺从小生活在长寿区洪湖镇，对乡村生
活有着深厚的感情，她有一个梦想——回农村
做些事情。

朱艺46岁那年，和26岁留学归来的女博
士石嫣通了一次电话，让她找准了干事业的方
向。石嫣从国外带回来一种全新的农业产消
模式：社区支持农业（CSA），即让消费者与农
民直接对接，前者通过提前支付食材款预订农
产品。

到石嫣的农场多次考察学习后，2009年，
朱艺在洪湖镇坪滩村流转了50亩地开始亲
耕。第一年种地，由于经验不足，她亏了10多
万元。

“我虽然亏了钱，但还是想摸索出一条切
实可行的路来，希望生态亲耕者在生态种植的
同时能够有合理的收入。重庆是山区，以一亩
三分地的小农户为主，他们绝大多数和我一
样，缺乏生态农场的生产与管理经验，但他们
却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实践一年并与农民
多次讨论和认真思考后，朱艺决定探索在地化
的“生态小农CSA”模式。

“生态小农CSA”即是在社区支持农业
(CSA)的模式基础上，结合重庆小农实际，因
地制宜，以一个农家两三个成员为单位进行的
生态农业生产和产消合作模式。

为保护土壤的生态系统，减少繁重的农事
耕种，朱艺的团队进行了10多年的自然覆盖
免耕生态种植技术实验：在不使用化肥、农药、
除草剂的基础上，土地无需刻意翻耕，田间的
杂草在不影响农作物生长的情况下，任其生
长，既充分利用太阳能生产绿肥，又起到了覆
盖土壤、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收获后的作物
秸秆也不焚烧，就覆盖在土地表面，以便保护
土壤微生物系统、提高土壤肥力。

相比种地，建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
任关系，对朱艺来说挑战更大。为让城里人接
受生态小农CSA模式以及这种模式下栽种的
生态产品，朱艺借助一些公益活动，宣传推广
生态农耕与生态食材的重要性。经过不懈努
力，慢慢赢得了不少城市家庭的信任。

“这种模式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建立信
任关系，没有中间环节，消费者就能享受可靠
的食材和优惠的价格。更重要的是，产消双方
共担农业生产的自然与市场风险，共享健康生
产方式给双方带来的益处，促成安全食物社区
的构建与发展。”朱艺说，在她的带动下，周边
不少农户也渐渐尝试“生态小农CSA”模式。

朱艺接下来打算开设生态农学培训班，定
期给愿意投身农业的青年创业者以及小农户
讲解“生态小农CSA”的生态种植理念和经营
模式，也让更多人吃得健康安全，让土地更加
生态可持续。

□本报记者 左黎韵

这段时间是重庆丰谷农资连锁公司董事
长谭顺明最忙的时节——每天定时检查农资
储备、指挥物流调度，确保春耕生产不误农
时。“在荣昌区内，通过丰谷农资电商平台下
单，半小时内即可实现农资进村到户，这样的
效率在全国农资行业中并不多见。”谭顺明自
豪地说。

谭顺明出生于荣昌区清流镇，2003年创
立重庆丰谷农资连锁公司，主要经营化肥、农
药、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从农资采购、储存、
到销售、运输，十多年来他都亲自把关，确保农
民用上放心种、放心药、放心肥。

早在2009年，丰谷农资在荣昌建立了
210家连锁店，覆盖了所有的村（社区）。以种
苗、化肥为主的农资粗大笨重，村民到店里购
买颇为不便，这让他萌发了线上销售、物流到
家的想法。

这一年，谭顺明试水农村电商，创建了“中
国农资商城”电商平台，把化肥、农机、农药等
农资产品搬上了互联网。

依托丰谷农资210家线下连锁店，谭顺明
顺利构建起农资仓储物流配送网络。农户登
录商城，手机下单后，平台会自动匹配最近的
农资店进行配送，半小时内即可送至村民家
中。目前，丰谷农资在荣昌当地的市场份额占
比达80%，购买群体覆盖全区75%的农业生
产者。

除了致力于农资销售，谭顺明还积极投
身乡村建设中。清流镇龙井庙村地理位置
偏僻，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下大片闲置
土地。作为龙井庙村的对口帮扶企业，谭顺
明带领村民将荒山开垦出来，又拿出16万
元，买回1.5万株优质柑橘苗，免费发放给村
民栽种。

熬昌礼是第一批种植柑橘的村民。除了
提供种苗、肥料等农资，谭顺明还请来公司的
农技人员，手把手指导修枝、施肥、疏果等技
术。熬昌礼说，他种植了300余亩柑橘，明年
陆续挂果，预计可带来近50万元的年收入。
在谭顺明的带动下，当地不少村民陆续返乡，
全村已发展起2000余亩优质柑橘园。

此外，丰谷农资还帮助荣昌区打造了河包
红薯、盘龙生姜、双河笋竹、清升茶叶、直升三
角梅等特色产业。

“服务三农”是谭顺明的微信网名，他的
朋友圈里几乎每天都会转发与“三农”相关
的政策信息。谭顺明认为，搞农业既要有情
怀，更需要耐心，如今农村水、电、路等基础
设施已经完善，但人才仍是短板，他希望政
府能创新用人机制，发挥本乡本土人才的创
造性、积极性和参与性，打造一支带不走的

“三农”队伍。

“生态小农CSA”实验负责人朱艺：

生态农场的“亲耕者”
重庆丰谷农资连锁公司董事长谭顺明：

放心农资的“送货人”

候 选 案 例 ⑨
□本报记者 左黎韵

“老冉，这天越来越热，供水再跟不上，我
们洗澡洗衣服都不方便了。”

“莫慌嘛，下个月新水池就可以用了，水的
问题就能解决了。”

5月19日，丰都县高家镇建国村一社村
民李国海刚回到家中，就碰上登门拜访的网格
员冉隆群，有了以上对话。

建国村地处中高山地带，是市级乡村振兴
示范村。前几年，村里大部分村民在外务工，
常驻村民以老人、小孩为主，大事小事都得村
干部上门，基层治理十分不便。

村党支部书记李红介绍，针对基层社会治
理中群众诉求反应慢、解决难，管理服务碎片化
等问题，2019年，村里探索实施了农村网格化管
理，将16个村民小组、2000余户村民划分为32
个网格，网格长由社长、老党员、村民代表担任。

人畜饮水是困扰建国村多年的难题。实
施网格化管理后，村委会争取到扶持资金，在
地势较高的位置新修一座水池，解决供水压力
不足的问题。目前水池已经建好，施工队开始
铺设管道，今年夏季村民就能用上自来水了。

除了解决日常琐事，网格员还负责产业发

展、政策宣传等。2019年，建国村引入农业公
司，打算借助“三变”改革，规模种植花果桃。
一些村民思想保守，担心花果桃没效益，参与
积极性不够。

65岁的秦白林说：“种了一辈子‘三大坨’
（玉米、红苕、土豆），突然改种果树，谁知道卖
不卖得出去，找不找得到钱哦。”网格员梁复才
上门给他算了一笔账：土地入股后，每年能获
得300元的保底分红。三年后，花果桃陆续挂
果，公司有了效益还会按30%给村民分红，以
每亩5000元的最低产值计算，一亩地能分红
150元。再加上务工的收入，可比种植“三大
坨”划算多了。

梁复才是村里的老党员，为人正直，在村
民中颇有威望。秦白林心动了，很快找到村委
会，将3亩多地全部入股产业。目前，建国村
共有130余户村民成了股东，全村共发展起
800余亩花果桃。

“有时候村干部的话老百姓不一定听，而
住在同一湾落、同一小组的网格员出马，问题
就迎刃而解，网格化管理也成为我们打通基层
治理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载体。”李红告
诉记者，下一步，他们还将把乡风文明、环境整
治、交通规划等也纳入网格管理范畴，进一步
提升基层管理的精准度和精细化，让辖区群众
拥有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

候 选 人 物 ⑨候 选 人 物 ⑧

候 选 案 例 ⑧

丰都县高家镇建国村：

网格化管理 治理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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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
来尝绿色生态枇杷

近日，铜梁西河镇新四村的枇杷熟了，欢迎
大家前去采摘品尝。

据介绍，该村种植的枇杷主要有大五星、小五
星、白枇杷等多个品种，其特点是粒大、皮薄、肉
厚，味道甜中略带酸味，采摘期可延续到6月底。

值得一提的是，新四村的枇杷没有使用任
何催色剂和催熟剂，是绿色生态水果，可以放心
食用。

联系人：徐天真；电话：13527529810。
铜梁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垫江：
免费入园摘桑葚

初夏时节，垫江沙坪镇双塘村的桑葚陆续
成熟。

“为回馈市民，我们免收入园费。”双塘村支
部书记左川江介绍，桑葚园占地面积100余亩，
有10多个桑葚品种，味道略有差异，有的微酸，
有的甜脆，游客可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选择。
采摘时间一直持续到5月下旬。如果要带走，价
格为15元一斤。

联系人：左川江；电话：15123680002。
垫江融媒体中心 代莉

沙坪坝：
金沙杏脆桃摘得了

目前，沙坪坝区回龙坝镇回龙坝村700亩
金沙杏已经成熟，欢迎市民前往采摘。

龙坝村的金沙杏是经凯特杏选育而来，果肉
软溶，风味佳，品质上乘。今年产量大约在6万斤
左右，每斤零售价20元。同时，回龙坝镇四龙村
500亩脆桃也进入采摘旺季，零售价18元一斤。

金沙杏采摘联系人：鄢兴伟；
电话：13527479466。
脆桃采摘联系人：王学军；
电话：13399886399。

沙坪坝融媒体中心 赵杰昌 余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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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
种猪场月底引种投产

位于秀山县平凯街道晓教村的德康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种猪场日前全部完工，顺利通过验
收，预计月底正式引种投产。

种猪场包含生活区、隔离区、生产区、环保
区等，养殖规模是7500头种猪，年出栏20万头
小猪，计划5月28日引进种猪，开始正式投产。

据了解，德康公司还将在秀山县平凯街道、
石耶镇、龙池镇实施4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项
目完全投产后，养殖业外围的饲料加工及运输、
肥猪销售、粪污消纳处理、种养循环发展等环节
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

秀山融媒体中心 方倩

开州：
拯救性繁殖“国宝”崖柏

近日，开州区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启动崖柏扦插繁殖，扩大种群数量，拯救性
繁殖“国宝”植物崖柏。

崖柏起源于恐龙时代，是稀有、古老的裸子
植物，有科研、药用和生态保护等多重价值，由
于结实周期长、自然繁殖力弱，导致现有野生种
群量小。

在繁殖基地里，中国林科院专家剪取崖柏
枝条，经过选穗、消毒处理后，扦插到器皿中，移
入温室大棚里进行培育。

“拯救崖柏意义重大。”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郭泉水说，一个物种的消失，其他物种可
能也会随之消失。2014年，人工扦插繁殖崖柏
技术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今年，由中国林科院
牵头，在开州规模扦插繁殖的基础上，实验寻找
新的育苗营养土替代物。首批扦插有10万株
苗，预计后年将移栽到雪宝山适生区，回归到大
自然，不仅有利于改善崖柏的濒危状态、保持生
态平衡，而且还能为研究石漠化治理打下基础。

开州融媒体中心 向萍

丰都：
退耕还林种沃柑

“这些沃柑苗栽种已个把月时间了，大约有
300亩，3年后挂果投产。整治土地的费用，包
括购买沃柑苗、雇请人工栽种，以及后期的管护
费用，均由退耕还林款支付，不用村民掏腰包。”
近日，丰都县双路镇安宁场村党支部书记冉龙
海，手指山坡上的连片沃柑苗介绍道。

这一片山坡位于安宁场村一组，海拔600
米左右，土地贫瘠，投入大、产出少，基本放弃了
耕种，山坡上长满荆棘杂草。村支两委将这一
片山坡纳入了退耕还林区域进行整体规划，在
充分尊重村民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决定种植沃
柑。为了切实维护村民利益，村里对山坡土地
所有权农户逐一进行登记，并对面积重新丈量，
随后租用挖掘机对山坡土地统一整治。

据介绍，这片沃柑产业园由村里统一管护，
待3年后全面投产时，再按当初登记的人头户
数及面积返还给农户。“我家有两亩多坡地，以
后仅靠采摘沃柑卖钱，每年就能够实现稳定收
入1万多元。”村民彭正明高兴地说。

丰都融媒体中心 李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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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艺在田地里耕作。 （受访者供图）

辣椒加工厂内，村民们正在加工辣椒。 通讯员 冉川 摄/视觉重庆

酉阳辣椒产业化联合体：

保底价收购 种植更安心

□本报记者 苏畅

5月 19 日，酉阳铜鼓镇铜鼓村五组辣
椒种植基地内，一株株叶色嫩绿的辣椒苗
长势喜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村民们
正在为辣椒苗施肥浇水，待这些辣椒成熟
后，将会被送到村里的辣椒加工厂，经过烘
干、腌制等加工处理后，成为餐桌上的优质
农产品。

“虽然去年辣椒产量受到洪水和干旱天气
影响有所减少，但我们种植的辣椒仍然不愁销
路。”村民田维赵告诉记者，酉阳组建的辣椒产
业化联合体，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种植收购
合同，并提供保底价收购辣椒，让村民们能够
安心种植。

2019年，在酉阳县政府支持下，重庆首创
农业有限公司牵头，按“公司+村集体经济组
织+大户+贫困户+基地”的辣椒产业发展模
式，组建酉阳县辣椒产业化联合体，在该县19
个乡镇，71个村建立辣椒产业基地1.7万余
亩，共涉及农户7650户26775人。

“公司按1.2元/斤的保底价与各村集体经
济组织签订种植收购合同，实际收购价以辣椒
收购时的市场价为准，但不得低于保底价。”重

庆首创公司负责人介绍，为帮助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发展农户种植辣椒，协议中明确以村为单
位，每收购一斤辣椒，给村集体0.1元作为发
展经费。

同时，该公司还在酉阳县铜鼓镇铜鼓村五
组完成占地50亩的集烘干、腌制及分级包装、
冷链仓储（气调库）于一体的辣椒加工厂建
设。去年，该加工厂实现年产加工鲜辣椒
6500吨，销售经营收入4100万元，同时提供
40多个就业岗位。

“经过两年多的发展，我们生产的辣椒产
品有10余种，其中干辣椒和泡椒两种产品深
受消费者喜爱。”该辣椒加工厂相关负责人介
绍，加工厂每天能烘干鲜辣椒近40吨，能够
快速完成鲜椒的处理，避免辣椒积压，不仅保
障了椒农的收益，也为进一步扩大辣椒种植
规模奠定了基础。同时，加工厂还通过推广
订单模式，吸纳带动全县各乡镇的农户参与
辣椒产业。

酉阳县副县长景波表示，他们将财政补
助资金的50%用于企业项目建设、50%作为
村集体和贫困户持股，其中贫困户持股
40%、村集体持股10%，每年可按持股金额
的6%获得分红，让辣椒联合体成为了企业
与村民唇齿相依的利益共同体，实现了抱团
闯市场。

经过治理后的建国村村容村貌整洁。 （受访者供图）

谭顺明（左三）调查农药使用对水稻生长情况的影响。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