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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当致富“领头雁”
——记新疆吐鲁番市诚信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罗信

3月6日上午，笔者在新疆吐鲁番市高昌
区亚尔镇吕宗村诚信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采访时，正碰上合作社理事长罗信在大棚
里给村民们讲解西红柿种植管理技术的要
领。

一直以来，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是农民
关心的头等大事。“我们合作社种出来的蔬菜
全部由合作社统一销售，价格自然就上去
了。以前一亩地的大棚纯收益在1.5万元，现
在基本可以增加到2万元。农户种植蔬菜的
信心越来越足了。”罗信说。

到亚尔镇承包大棚搞蔬菜种植十几年
来，“奋斗”二字贯穿罗信创业的全过程，虽然
辛苦，他却甘之如饴。“总书记说，奋斗者是精
神最为富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
福的人。我就觉得自己很幸福。”今年50岁
的罗信说。

2001 年，罗信从四川来到亚尔镇（当时
称亚尔乡）塔格托维村承包了3座蔬菜大棚，
获得了不错收益。尝到甜头后，2005 年，罗
信联合6户富有经验的农民到吕宗村承包了
500亩土地种植大棚蔬菜，实现了当年建设、
当年见效。

“吐鲁番冬天有这么好的光照条件，500
亩大棚蔬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罗信说，“我
决定还要招兵买马，承包土地，把吐鲁番的冬
季蔬菜做出个样子来！”

经过多方奔走，罗信联络当地村民以及
内地的一些种菜“达人”170 多人，又承包了
村里的 2300 多亩地，建起 683 座大棚种蔬
菜。为便于今后开拓市场、有效管理，罗信在
2011年注册成立了合作社。683座大棚被分
成4个片区，每个片区种植一种蔬菜。罗信
表示：“干事就要干好，干好首先要做精。我

们4个片区，就种植4个品种的蔬菜，每年给
乌鲁木齐等地市场供应蔬菜上万吨。”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
个人富不叫富，村民共富才幸福。”罗信说，

“在创业中，村民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只有和
各族村民互帮互助、互敬互爱、团结一心，才
能创造出更美好的生活。”几年来，合作社先
后为附近吕宗村、加依村、色依提迪汗村、亚
尔贝希村的6000多名村民提供过打工岗位，
让他们口袋鼓了、日子好了。

吕宗村村民沙代提汗·合吾尔家种了两
个大棚。她说：“我家没人会蔬菜种植技术，
2012年把大棚流转给合作社后，每年有1万
元流转费。另外，我在这里打工，每天也能拿
上百元报酬，同时还能学习大棚蔬菜种植技
术。”

几年来，合作社共带动亚尔镇、艾丁湖镇

1500多户村民种植大棚蔬菜5000亩，年销售
收入1700 万元。合作社考虑到一些村民在
种植、销售等方面存在困难，把他们的大棚承
包过来，统一管理、统一销售。

为使蔬菜及时配送到消费者手中，合作
社还和30多辆运输车达成长期协议，确保销
往乌鲁木齐、昌吉的蔬菜当天送达，在克拉玛
依、石河子等地市场销售的蔬菜也不超过12
个小时。

在罗信看来，“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实
现了多赢局面。“我们通过合作社的前期投
入，带动农户发展；农户加入合作社，通过合
作社的自我管理提升生产效益。就是这样一
种循环模式，不但提高了吐鲁番农产品的产
销能力，而且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他说。

秉持“用心做事，诚信做人；客户需求，就
是我的追求”的服务宗旨，合作社在村民和客
户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罗信2016 年被评
为自治区劳动模范，2017年被评为自治区民
族团结先进个人；吐鲁番市诚信蔬菜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2013年被评为“全国蔬菜标准
园示范基地”，2017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合
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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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培育出用于
脏器移植的小猪

日本明治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小
组最近培育出可用于脏器和细胞移
植的小猪，将于明年初向有关机构
提供这种小猪以开展移植临床研
究。“异种移植”是解决人体器官移
植供体不足的手段。猪的内脏器官
和人体器官大小接近，被认为适合
移植。一些国家已经尝试向人体移
植猪器官，但日本还没进行过这类
手术。日本研究人员培育的小猪没
有去除病毒基因，根据日本有关规
定，移植后还需要长期观察其安全
性。

乌兹别克斯坦
预扩大蔬菜出口

乌兹别克斯坦计划在 2018 年
增加水果和蔬菜出口，总量达到
120万吨，价值10亿美元，增长率争
取为 30%。在 2017年，乌兹别克斯
坦水果及蔬菜产品的出口量为
91.808万吨，价值6.659亿美元。乌
兹别克斯坦是国际水果和蔬菜市场
的主要出口国，杏出口中该国名列
世界第二，柿子和樱桃出口分别列
第三和第五，该国今年还打算增加
甜瓜的出口。乌兹别克樱桃成熟比
竞争对手国家提前约三周时间，在
2017年甜樱桃产量为27万吨，其中
有3万吨出口。

越南进口棉花大增

据越南工贸部统计数据，2018
年 2月越南进口棉花达到 14万吨，
货值 2.44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49.7%、51.1%。进口主要来自美国、
印度、澳大利亚、巴西、科特迪瓦。
2017 年越南进口棉花 130 万吨，货
值23亿美元。出口纺织品服装310
亿美元，对中国出口持续增长，中国
是越南纺织品出口前 5 大地区之
一。数据显示，2017年越南从中国
进口纺织品达到90亿美元，占比高
达42.7%，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

荷兰农业特色小镇发展经验及启示
荷兰，位于欧洲西偏北部，从东到西130公里，从南到北400公里，国土面积41864平方千米，仅是美国的1/270。这个人口稠

密的国家，每平方英里有1300多名居民。曾经有人认为，要想发展大规模农业，荷兰几乎需要将所有资源都投入其中。然而，这

个欧洲小国农产品和食品出口额达292.8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法国，进出口总量为世界第三，净出口为全球第一。花卉生产居世

界首位，年出口约50亿欧元，占世界市场的43%。

荷兰的特色小镇正是以农业为起点发展而
来。乍一听，农业小镇会让人联想到“贫穷，落
后”的描述，但荷兰的农业特色小镇却并非如
此。以荷兰最为人所熟知的小镇利瑟为例，这
个面积 16 平方公里、人口仅 22400 人的农业小
镇，每年接待游客100万人次，被誉为“世界上最
美的春天”。荷兰众多优秀的农业小镇创造了
许多世界第一，在充满魅力的农业小镇外表之
下，其实是高度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运营。

●特色小镇的农业奇迹

荷兰拥有近400个自治城市，其中人口超过
20万的仅有 6个，人口占比 16%，而人口低于十
万的小城镇的人口占比达到了 65%，有 361个。
在荷兰的城乡发展历程中，政府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荷兰政府对农业小镇的发展报以积极乐
观的态度，不断完善经营环境和支撑系统。20
世纪50年代，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荷兰农业开
始了它的蓬勃发展之路，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
展沉淀，形成了如今的高度现代化的农业面貌，
主要体现在玻璃温室农业、园艺花卉、生物防控
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商业运作等方面。

这个国家发展起来的世界一流玻璃温室农
业，起因于它的“先天不足”。荷兰土地资源有
限，且光照条件差。这样的限制性因素并没有
成为制约荷兰农业发展的障碍。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荷兰温室开始发展，他们依托玻璃温
室技术，发展设施农业，突破了这些限制瓶颈，
并让这个面积只有4万平方公里的小国，一跃成
为全球农业强国之一，创造了农产品出口全球
第二的奇迹。

在荷兰的农业构成中，畜牧业 50%，园艺业
38%，农田作物 12%，园艺与农田作物之和占据
了半壁江山。大约20年前，荷兰人做出了“可持
续农业”的国家承诺，其口号是“用1半资源生产
出2倍的粮食”。自从2000年以来，许多荷兰农
民都减少了关键作物对水的依赖，减少幅度达
90%。他们几乎完全放弃了在温室中使用化学
杀虫剂的做法，自2009年以来，荷兰的家禽和家
畜生产商已将抗生素的使用减少了60%。

●库肯霍夫：休闲农业特色小镇的代表

荷兰每年大约培育 90亿个鲜花球茎，全世
界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两朵。其中郁金香球茎有
30 亿个，如果把它们排列起来能够围绕赤道 7
圈。在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以南 80公里处，有
着世界上最大的郁金香园——库肯霍夫。占地
28公顷的库肯霍夫由郁金香、水仙花、风信子，
以及各类的球茎花构成一幅繁茂的色彩，恰似

坐落在花毡中间的春天
的花园，园中各种花卉达
600 万株以上，有很多稀
有的品种。

如果仅有园艺农产
品的生产，库肯霍夫是不
可 能 有 如 今 的 知 名 度
的。作为郁金香产区，库
肯霍夫起步于农业，但成
就它的，是其高度商业化
的运营。每年的春天，库
肯霍夫都会举行为期八
周左右的花展，同时还安
排许多相关的活动，包括
园艺与插花等的工作坊、
各种主题的展览等等。例如，2013年最让人瞩
目的活动是花帽展览，展出花卉在帽子设计方
面的运用。展览展出了1950—1960年代由 Di⁃
or、Chanel 等奢侈品牌设计师设计的古董花帽，
以及来自世界各地 100位的设计师与艺术家以
花为主题所创作的作品。

在克肯霍夫花园里还可以见到木屐这一传
统工艺品的制作，身形高大的木屐师傅向游人
讲解了木屐的一些历史和用途，随后将一块木
材放在刨木机上，很快转出一个大洞，然后熟练
的磨滑表面。一双木屐通常要涂抹数次光油，
这样既防潮又耐穿，尤其适合荷兰湿地的地形，
一位技术老到的木屐师傅，只要五分钟就可以
完成一只木屐的制作。

除却一般的造型，库肯霍夫的木屐还分园
艺型、新婚型、滑雪马靴型等，因应不同的需要，
大部分是防水之用，只有新婚型的木屐需要精
雕细琢，两只鞋分别写上新郎新娘的名字，当地
人在婚礼过后这双木鞋便要永远的保存在夫妻
的房间之中，象征永结同心。

库肯霍夫以花为主题，衍生出各式各样的
活动与商品，这些极富本地色彩的商品成为国
际市场的宠儿。可以说，当今的库肯霍夫，已经
成为了世界最大的“体验式鲜花购物中心”。

●荷兰农业特色小镇之鉴

前车之鉴、后车之师。作为传统农业大国
的中国，荷兰的农业小镇发展的成功经验，对国
内的特色小镇产业发展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
果对荷兰农业小镇的发展做以梳理，可以发现
以下几点：

运营模式比短期补贴更重要
健康的运营模式，帮助荷兰农业小镇克服

了土地规模较小造成的劣势。对于相关产业的

从业者，针对性的教育，以及建立在各地区需求
基础上的技术研发推广系统，不仅保证了产品
的生产效率与高附加值，还培养了完整的产业
人才体系，产品的生产者、技术的研究者、商业
的运营者各司其职，发挥协同效应。工作的目
标始终是为了提升农业小镇商品的市场竞争
力，而不是仅仅保护农民的短期利益，用工商业
的经营方法塑造农业生产环境，提升了其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

前店后厂、三位一体的商业集群
荷兰的奶牛业与园艺业的专业化水平在世

界享有盛誉。这种专业化形象不仅来自规模的
空间集中、区域分工和产业化，还在于农产品交
易的高效率。荷兰农业小镇既是高度现代化的
农业产区，也是农产品的大宗交易市场，同时又
是面向普通游客展览、体验的“特色购物中
心”。这种前店后厂、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最大
幅度的提升了其商业竞争力。

完善的农业产业化体系
荷兰发展了完善的农业产业化体系：大学

等研究机构为农业及其相关产业提供强有力的
技术支持，大幅度提升了农业的自动化水平，解
放了更多的人力资源，本地的加工和食品制造
企业解决了国内农产品剩余的问题，释放出来
的劳动力资源又推动了当地商业、旅游业的发
展。这种后端到前端的深度整合使得本国农业
劳动力和单位土地生产效率尽可能的提升，产
品的附加值也随之被推高。

破除对传统农业的偏见，放下农业和商业
割裂与对立的传统思维，以商业的视角整合特
色农业资源，荷兰超级农业特色小镇成功背后
的现代化工商业思维，对于国内众多以农业资
源起步的特色小镇，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睿意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