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就要像农村，要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重视保

留保护村的村庄规划设计。”5月10日，市委农办、市农委

主任张国坤赴闵行区浦江镇调研美丽乡村建设情况时指

出，村庄的形态设计要精准化、特色化、差异化，村庄归并

不是简单地将农民集中起来居住。美丽乡村建设是乡村

振兴中的一篇大文章，具有深远的意义，需要多方合力，共

同推进，既要有政府引导，更应以村民为主体，还要社会的

积极参与。

□记者 陈宗健 摄/文

来自山东临沂市的上百家名
优农副产品企业的上千种农副产
品日前亮相“2018 上海·全国优
质农产品博览会”，“产自临沂”百
家品牌上海运营招商推介会暨项
目签约仪式同时举行。活动现
场，有不少客商与临沂市的百家
农业品牌企业当即达成合作协
议，其中有20家企业现场成功签
约意向金额达 1.8 亿元，气氛活
跃。此次活动，旨在促进临沂与

上海两地农业的深度合作交流，
扩大、提升临沂农业品牌在上海
及长三角市场的知名度，延伸临
沂优质农产品在全国的优势辐射
触角。并拟以上海市场需求为导
向，进一步探索与优化临沂农业
的产业结构，拉长临沂的农业产
业链，进而为加速临沂农业品牌
建设由“山东领先”到“全国典范”
的跨越发展、实现临沂从品牌农
业大市向品牌农业强市转型升级
搭建起一个更大功能延伸平台。

据了解，临沂是个农业大市，

曾先后被授予“中国蔬菜之乡”、
“中国大蒜之乡”、“中国桃业第一
市”等称号，拥有“蒙阴蜜桃”、“双
堠西瓜”中国区域公用农产品百
强品牌等一批优势农产品。2010
年，临沂的苍山（兰陵）蔬菜还曾
在上海世博会特供蔬菜中发挥了

“主渠道”作用，其供应量达到了
上海世博会蔬菜供应总量的50%
以上。以农立市、以农强市，临沂
市对此已将农业品牌建设视为目
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
抓手。并结合当地实际，力推捆

绑经营品牌运营模式，积极鼓励
企业抱团发展，以更有效地整合
临沂的自然资源优势。同时，立
足于五个统一：统一形象、统一品
类、统一价格、统一模式、统一管
理，来进一步规范临沂农业品牌
形象的整体塑造、提升农业生产
标准化的建设水平、激活临沂农
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而带动农民
增收、农业增效。

图为临沂市副市长张玉兰
（右一）出席此次活动推介，并了
解了临沂在沪参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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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冈大米、朱桥王鸽、梅山猪肉、绿望蔬菜……

受益于农社对接，嘉定这7家直销点可“一站式购买”
□记者 贺梦娇

本报讯“买菜方便多了，嘉定
本地知名的农产品在一个地方就
能买到咯，”最近，家住嘉定区嘉安
公路六里中心路附近的居民经常
跑一个直销点，轻轻松松，就能一
站式购买到沥江果蔬、外冈大米、
朱桥王鸽、梅山猪肉、绿望蔬菜等
地产农产品。

究竟怎么回事？原来，嘉定区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简称嘉定
农联会）在六里中心路的“农社对
接”直销点开门迎客，极大便利了
周边居民和企业员工。至此，嘉定
在全区已有 7 个“农社对接”直销
点，帮助附近居民解决“买菜难”的
同时，也为嘉定本地合作社的优质
农产品打开了销售渠道。

居民：方便了、便宜了、放心了！
上午 9 点 30 分，早已经过了买

汰烧们集中买菜的早高峰，但直销
点里还有几个顾客正在挑选农产
品。一边是来自嘉定几家合作社
的二十余种农产品整齐地陈列在
柜台上，另一边是各种调味料、五
谷杂粮等，工作人员定时进行补
货、整理，和标准化菜场一样干净、
规范。

记者看了下农产品的价格，发
现这些产品的价格比超市卖场、菜
场的同类产品要低，更重要的是，
缓解了周边小区和多家企业“买菜
难”的现象。来这里的居民，很多
都冲着梅山猪而来，家住附近的周
阿姨一进门就直扑梅山猪柜台，称
了几斤五花肉。”听说这里的猪肉
很好，赶紧过来买了，晚上还要烧

给小孩吃哩，”接受了邻居的建议，
周阿姨第一次买了梅山猪肉回去
尝鲜。

而另一位王老伯则“懂经”很
多，不仅买了不同部位的梅山猪
肉，还和工作人员聊起了流通过
程，“你们从哪里运过来的？现在
很难买到正宗梅山猪了。”他告诉
记者，在他们老嘉定人眼里，梅山
猪肉质偏肥，但吃起来很香，难得
的是，直销点的肉源正宗，买得也
放心。

直销点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
六里中心路的直销点近期刚开始
营业，梅山猪特价每斤 15 元，本地
居民冲着梅山猪的口碑赶来选购，
一传十、十传百，许多原先不知道
梅山猪的市民也赶来购买，成为嘉
定本地“八戒”的粉丝。

农联会：让农民、居民两头获益
从2016年嘉定第一家“农社对

接”直销点开门迎客以来，越来越
多的优质农产品能够进入社区，最
终成为一家家直销点，其实依靠了
嘉定农联会搭建的“农社对接”平
台。

记者了解到，“农社对接”是在
嘉定区农委、相关街镇、居委会的
大力支持下开展的，自2016年试点
以来，前期已推广至新成路街道爱
里舍花苑，嘉定新城保利湖畔阳
光、枫树林小区、沥苑小区、菊园新
区店等一批目前尚未配套菜场的
社区，受到了社区居民的普遍欢
迎。加上近日在六里中心路新开
门的直销点，已经有 7 个直销点。
后期，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还将
根据需求逐渐增加。

“而这些直销点供应的农产品
也都是有保障的，”嘉定农联会负
责人表示，参加“农社对接”的合作
社目前有8—10家，均是经区农委、
农联会严格筛选，并与农联会签订
质量安全保证书的区内重点合作
社，其销售的农产品确保安全可
靠、品质保障。合作社同时承诺在

“产销对接”过程中做到不破坏小
区环境、不扰民。后续，农联会还
希望纳入更多优质合作社的农产
品，为避免农产品重复影响市场价
格，他们还考虑对合作社进行“品
种指导”，避免同品种的蔬菜或瓜
果产量过剩，尽量错开合作社种植
的农产品种类，不仅保障了农户的
收益，也让居民能以实惠的价格买
到更多优质的地产农产品，让他们
双方获益。

□通讯员 张清

他的足迹踏遍青浦青房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房物
业”）管理服务区域260万平方米的
各个角落，十五年如一日，植树种
花、修枝剪叶、整治草坪，用汗水浇
灌了花草树木，使小区姹紫嫣红、
草坪如毯；他用心扮靓小区绿化，
被业主誉为大自然的工匠、绿化工
程师。他，叫陈正安。

绿化工获评服务能手
2003 年，从小就喜欢植树种花

的陈正安来到青房物业盈港管理

处担任绿化工，兴趣和爱好能与工
作 结 合 使 陈 正 安 感 到 自 己 很 幸
运。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爬树修剪，他冲在前头；除草种花，
他干在人先。工作的积极和勤奋，
他 赢 得 了 同 事 和 小 区 业 主 的 称
赞。同年，他又幸运地参加有关部
门组织的生态环境培训班，学习如
饥如渴，还自费买来有关书籍，自
己开小灶，学到了许多专业的知
识，考出了绿化证，工作中如虎添
翼。他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地方，都
要兜圈察看绿化状况，用专业目光
扫遍小区角角落落，哪个地方的树

木需修剪了，哪个地方杂草需清除
了，哪个地方需种花，哪个地方需
植麦冬……做到了然于胸，然后一
步步实施。现如今，他所在的西部
管理处绿化管理服务面积有 46000
平方米，绿化工连同他只有三人，
人少，工作量大。但他毫不气绥，
常常清晨 6 点钟就来到小区，因为
心中惦记着新种的麦冬和茶花需
要浇水；常常傍晚6点还在小区，因
为雨后杂草长得太疯狂，不拔除这
一块绿化区域内的杂草，晚上他肯
定睡不好觉……他以出色的工作
荣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授予的

“2009 年度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优
秀服务能手”称号。

专心致志成绿化工匠
修剪树枝或用除草机修整草

坪 ，稍 不 注 意 就 会 酿 成 安 全 事
故。十五年来，陈正安始终将安全
生产放在首位，需修剪枝桠时，他
常常要先检查树枝的结实程度，看
能不能爬人；整修草坪，他更细心，
常亲自戡踏，察看草丛中有没有小
螺丝、铁丝什么的，以消除安全事
故隐患。

西部管理处要建一条键身跑
道，途经 8 号楼到 16 号楼处有六墩
竹子，很不雅观，必须去除，但此处
道路狭窄，大型挖土机又开不进
来，竹子去除后，留下竹根，如不清
理，竹子明年开春仍会有春笋长
出。有关方面感到棘手，请他去现场

察看，他一圈兜下来，叫同事用铁
铲将竹根底部铲空，然后合力翻过
来，上面再覆少许的土，种上“麦
冬”，他们一个竹墩一个竹墩地攻
坚，用了整整三天时间，不但缩短
了工程时间，而且还节约了人力、
财力和物力，而且达到了预期效果。

十五年，他用孜孜不倦的钻研
精神，成为青房物业公司专业绿化
人才。青房物业总部门面的“蝴蝶
花卉”，是他经过比较选择后种植
的；新接盘的警犬培训基地，他去
芜存菁，草木葳蕤；莲盛警察培训
学校，他一周去一趟具体指导，使
那里鸟语花香，风景如画……他用
工匠精神做好绿色事业，为人们营
造了生态宜居的环境；同时他在平
凡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平凡的服务
品牌。

他用心扮靓小区绿化
——记青浦青房物业有限公司绿化工陈正安

□记者 忻才康 通讯员 王青春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
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是前不久
以“上海尹民果蔬专业合作社”为
注册名的微信公众号正式推送了
它的第一篇图文推送《四月踏青，
春风十里不如你》，开头便是上述
这篇助力乡村振兴的诗歌，表达了
其掌门人尹学兴和他的女儿尹士
丰的心声。

不为梦，却一直在筑梦
100 多亩的水稻，100 多亩的

8424西瓜，35亩的葡萄，100多亩的
水蜜桃，25亩的翠冠梨，200多亩的
黄瓜……这构成了尹民果蔬专业
合作社基本的种植结构，让人们很

难找出他俩想要着力发展的重点。
但当游客知道合作社还有十

几亩面积的露天草坪，自建的小公
园里养着兔子，水稻田里养过龙
虾、河虾和蚂蟥，桃园里面种过灵
芝和山药，甚至还保留着几亩几年
没有果实的樱桃园，大概就能够理
解合作社的这种筑梦的经营策略。

2017 年对尹民合作社来说，又
有了新的“玩儿法”——云间庄园
项目正式启动，5 月 1 日，餐饮楼开
门营业；10 月 1 日，民宿迎来了第
一批入住的客人（如图）。

云间庄园的住宿区跟名字更
契合一些。客房是尹学兴花不少
钱租赁来的，并请了专业的设计师
精心设计，按图施工。几幢房子被
竹篱笆圈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封

闭的区域，即生态又怀旧；大门口
就是刚刚修葺一新的道路和一条
天然河道；住宿区又恰好在水蜜桃
和翠冠梨的种植区域附近，在刚刚
过去的这个赏花季里，粉的桃花、
白的梨花，云间民宿婉如世外桃源
的梦境。

当过兵、管理过乡镇企业、搞过
工商管理的尹学兴，2009 年，一个
偶然的机会让他关注到农业，从此
一发不可收拾。尹士丰是个95后，
她在父亲的影响下，大学没毕业就
获得了新型职业农民证书；一毕业
就成了合作社的经理；没过几个月
就成了士丰家庭农场的农场主。

2014 年，尹学兴把合作社面积
最大、耕作条件最好的一块地拿出
来，以女儿的名字成立家庭农场，
种植水稻；尹士丰则在第一时间想
到了种养结合，主动到种养结合运
作良好的合作社学习相关技术，目
前已经在 60 多亩地的范围内实施
了“稻—虾—鳖”种养结合模式，已
经初步形成了水稻和中华鳖、小龙
虾有机结合的“一田三收”种养模
式。

2015 年，尹学兴借助新区老果
园改建的契机，种植了 100 多亩的
桃树；在果树三年的生长期里，尹
士丰则产生了在树下种植灵芝和
山药的新奇想法，并最终变成了现
实。

至于后来在葡萄树下种植韭
菜获取收益，秋冬季节则将韭菜当
做堆肥；建设云间庄园民宿，经营

起都市人的“慢生活”“田园梦”，自
然也是这对父女的杰作。

这一对“不安分”的父女，每一
步都不是为了梦，但是每一步都在
筑就乡村振兴之梦。

不为生态，却真的生态
尹学兴在成立合作社的第一

年，就将100多万元投入到了“什么
效果都看不出”的土壤改良上——
大面积种植蚕豆绿肥和用沟头泥
浆浇田深翻；到养殖场运来上百吨
猪塮、鸡粪打堆发酵用来肥地；停
止使用复合肥、尿素、固肥等作为
基肥；同时还请来国内外土壤专家
进行土壤改良和种植的指导。

几年一贯的投入，让土壤改良
的效果渐渐地显现出来——产出
的西甜瓜等农产品保存期成倍地
延长了，吃起来口感更好了，来民
宿住宿和体验的人都乐意到田里
采摘，带一些回家……士丰家庭农
场采用了“稻-虾-鳖”种养结合模
式，其出产的无公害“鳖稻米”、生
态鳖，深受消费者青睐。

士丰家庭农场至今没有独立
运营的销售平台，多数的大米都是
微信朋友圈来实现销售的，而“朋
友圈”昭示的最浅显的道理就是
——品质给予了消费者最坚实的
信任传递。

不为自己，却不尽为自己
今年 1 月，浦东新区 3 家试点

专业型益农信息社通过验收，上海
尹民果蔬专业合作社名列其中。

成立一家益农信息社，需要有

场所、有人员、有设备、有宽带、有
网页、有持续运营能力，需要做好
人员配备、门牌标识、制度上墙及
基础设施配套，需要开展公益、便
民、培训体验等各类服务并每月定
期完成益农服务数据上报。这些
工作与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本身
并无联系，为什么要做？

这从合作社发展的轨迹也许
能看出些什么——

2009 年，尹学兴所在的新振村
农户多数靠种植西甜瓜、蔬菜等养
家糊口，而每年的销售季都是村民
最头疼的时候，一个“得想个法子
拓展市场渠道”的想法，促使他拿
出100万元于2010年4月注册成立
了尹民果蔬专业合作社；

2012年12月，合作社成立了党
支部，成为浦东地区万祥镇首个有
党组织的合作社，党支部成立后，
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把分散的农户组织成为产业整
体，助推农户致富。

2013 年，随着土地规模化经营
发展，万祥镇又增加了多户以种植
水稻为主的家庭农场，为解决稻谷
数量多、入库时间紧的问题，尹学
兴又投资买来烘干设备，对种粮农
户提供从收割、烘干、收购入库一
条龙服务。

创办上海尹民果蔬专业合作
社以来，尹学兴先后获得浦东新区
青年致富带头人、浦东新区十佳

“创业新秀”等荣誉，让他欣慰的
是，女儿尹士丰从大学毕业到合作
社实习；从一头雾水的“新兵”到合
格的“合作社理事长”而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无疑给父女俩扎
根乡村沃土、书写振兴梦想，注入
了无穷的源泉。

父女俩的乡村振兴梦
——记上海尹民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尹学兴和其女儿尹士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