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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创业的追梦者
——记吉林省四平市佳禾种植业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冯思翰

从小就在玉米地里长大的冯思翰，大学
毕业后，没有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挤进城市
寻找自己的梦想，而是背上行李回到家乡，一
个叫磨盘沟的小村子。有人说他回家种地没
出息，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梦在这里。

研究出一个好的玉米品种，提高单产量，
让我们农民每年多赚点钱，过上更好的日
子。这是冯思翰最初的梦想。2010年，还在
大学实习期的冯思翰就注册了四平市铁东区
绿和种子科研所，他把客厅改成办公室，用家
里所有的地当试验田。白天在试验田干活，
晚上就在试验地旁临时搭建的住房里学习玉
米种子的选育、产量检测和高产品种种植技
术。他在临时的土房里住了一年多，终于在
几千个玉米品种之中发现了产量高、抗倒伏
能力极强的产品！随后他组建营销团队，推

广他选育出来的优质品种。
2012 年，他选育的品种经受住了台风

“布拉万”的考验，种子打开了市场。此后，他
与丹东登海良玉种业合作试验品种468个，
成功向市场推广11个优良品种，等待申报自
主知识产权的有2个。他坚持“科技是关键，
质量是前提，服务是核心，合作是出路”的企
业理念，组建完善的营销团队，使公司走上了
正轨，坚持完善售前、售后服务，真正的将科
研、销售、服务融为一体。

公司步入正轨后，冯思翰开始实现下一
个梦想——带领家乡人共同致富。2012年，
他带领10人成立了四平市铁东区佳禾种植
业农民合作社。到2017年，社员总数已达到
1280 名，拥有旋耕机 4 台、播种机 6 台、打药
机4台、灭茬机4台、运输小四轮2台、技术服

务车11辆。在经营上，他坚持合作社要以农
民增收为目标，以结构调整为导向，以改革创
新为动力，将种植、农资购买、农产品加工、运
输、销售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
息服务高效融合为一体。

首先他同丹东登海良玉种业和山东金正
大集团等公司直接签订了购买合同，采取自
愿制为社员统一购种购肥。这样平均一公顷
地可为农户节省800元至1000元。接下来，
在种植期间，他聘请技术人员走访每户社员，
深入了解社员在种植当中遇到的各项困难，
然后请省内著名的农业专家为社员免费传授
先进的科学种植经验，为很多社员解决了多
年的种植难题。为了土地可持续绿色发展，
专家经常为农户讲解科学施肥技术和新型肥
料的推广应用，普及绿色防控知识，根据每户

社员地况不同，为农民定制化肥和农药的减
量增效方案，使每户社员的成本最小化，亩产
量最大化。

按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他
带领合作社社员到外地考察、学习其他经济
作物的种植技术，当年就有40多户村民调整
了种植结构，种植高粱30多公顷，以0.95元/
斤的价格和合作商达成交易，加上协调补助
政策每公顷400元，相对于种玉米每公顷多
收入5000多元。

目前，他开始着手联合一些有利于延长
产业链的合作社如从事玉米深加工、养殖的
合作社，及规模较小的合作社，计划筹备组建
合作联社。一方面，不仅可以增强专业合作
社的发展能力，更能推动农业的规模化经
营。在农资采购、农机作业、统防统治、产品
销售等生产环节都可以取得明显的规模效
益。另一方面，可以使农业产链条有效延伸，
他要针对玉米行业重点开展延伸产业链的工
作，积极发展优质玉米的生产、加工、储藏、运
输、销售等业务，将玉米种植向高端化多品种
化发展，最大化拓宽家乡黄金玉米带的发展
空间。这是他新的梦想。 王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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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棉纱
出口价格稳定

最近一周，巴基斯坦棉纱
需求持续旺盛、棉花价格非常
坚挺，棉纱价格继续上涨。受
国内棉价高企影响，巴基斯坦
国内棉纱价格小幅上涨。据了
解，目前巴基斯坦轧花厂库存
极少，新花上市要等到 7 月以
后。尽管国内纱厂原料成本持
续增加，但由于国外需求平淡，
棉纱出口价格保持稳定。

阿根廷大豆产量
受暴雨冲击

阿根廷近日的大雨使得收
割主要经济作物大豆变得困
难。阿根廷政府如今正试图削
减财政赤字，以及稳定阿根廷
比索的汇率，而此次大豆减产
则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并一直持续
到今年 3月的干旱对大豆产量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如今
的过度降水带来的损失更大，
可能会使大豆减产5%至15%。

毒死蜱将
遭美国禁用

夏威夷州近期颁布了新法
案 SB3095，将成为美国第一个
禁止毒死蜱的州。该法案是保
护公众健康免受毒死蜱损害的
第一步，除了禁用该产品，该法
案还要求所有限制使用农药用
户报告限制农药产品的使用情
况，并在学校附近保留至少
100英尺的无喷洒区。该法案
将于 2018年 7月生效，2019年
1月起禁用毒死蜱。

湛蓝的天空，一望无际的田野，悠闲自在的牛羊，一个个干净整洁的小村镇……上下水电、通信、交通应有尽有。德国农村所

有的地方均是草坪和树木，柏油路通达每家每户。据说，很多德国人的梦想之一，就是有个院子，养匹马，养几头牛，还有鸡，羊。

作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德国以工业4.0闻
名于世，德国不仅有强大的工业，也有着强大的
农业基础，高度机械化、严格职业标准、严字当
头做好产品标准化共同成就了德国农业 4.0的
动人画卷，德国发展农业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
学习。

●政府的扶持

德国实行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其核心
在于农业补贴。据统计，目前德国农民约40%的
收入来自直接补贴。

全国有各种联合体 1079 个，各类合作社 1
万多个。德国设立“德国农民协会”，下设有300
多个地区性的组织，90%以上的农民都隶属于该
协会，协会向农民提供各种无偿服务，从提供信
息到维护农民的权益等，无所不包。

政府会把农产品的生产、收购、加工、储运
和销售各环节的全部内容始终作为一个完整的
农业产业链来开发，使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
通各环节间的连接比较顺畅，农产品的增值效
应十分明显。

德国的农业发展以中小家庭农场为主，90%
农户经营饲养业及普通种植业，10%农户是种植
葡萄、啤酒花、水果、蔬菜及烟草的专业户;畜牧
业是德国大多数家庭农场重要的收入来源，每
户农民年人均收入约合人民币31.5万元。

德国主要农产品是牛奶、猪肉、牛肉、谷物
和甜菜，部分地区以种植水果和蔬菜为主。

德国农产品相互采取“以出养进”的办法，
大量生产和出口比较效益高的农产品，进口部
分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准入门槛高

在德国，当农民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必须进
行农业教育，执证上岗。

农业从业人员约占总劳动力的 4%，农户不
足 60万户，平均每个劳动力养活 124人，80%以
上的农产品能够自给；德国是世界最大的农机
出口国，从播种到收获全部机械化；即使农场主
的孩子继承了农场，也只有在取得证书获得相
应资格后才能真正经营管理农场。

孩子接受理论学习的同时，还要接受农场
实践技能的培训，由于作物种植周期很长，所以
他们通常要经过很长的实习期，学以致用。

作为欧洲老牌强国，生态农产品因其环保
安全而备受德国消费者的青睐。无论是在普通
超市，还是露天市场，随处可见带有“bio”(生态
产品)标识的商品。

此外，还有很多专营生态产品的商店。尽
管许多生态产品的价格比普通产品高出不少，
但由于产品绿色、健康、无公害，民众的购买热
情丝毫不受影响，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德国是欧盟境内最大的生态农产品销售市
场，巨大的需求使得生态农产品的生产保持着
不断增长的趋势。2000年，德国生态农业占地

面积仅为 54.6万公顷，
如今这一数据已经翻
倍。德国联邦食品、农
业和消费者保护部的
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
德国用于生态农业耕
作的土地面积达 103.4
万 公 顷 ，同 比 增 长
1.8%，占全部耕作土地
面积的6.2%。

同时，生态农产品
企业数量为 22932 家，
同比增长2.2%，占全部
农产品企业的 7.7%。
生态农产品的年销售
额也由 2000 年的 20.5
亿 欧 元 增 至 66 亿 欧
元。虽然生态农业在
整个农业中所占的比
例还很低，但其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

●注重环保

20世纪 40年代之后，化学工业品在农业生
产中普遍运用，为解决德国饥荒问题作出了巨
大贡献，但也付出了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土
壤理化性质的改变，给农业发展带来了较大的
负面影响。

德国高度重视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
使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保持平衡，尤其在工业
产品的应用上尽可能保持物流的平衡和土壤生
物多样性，避免掠夺式生产经营，同时把有机农
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

主要措施是：禁止使用化学农药，采用与自

然控制力相协调的病虫害防治措施，包括利用
抗病虫害品种、使用天敌益虫、采用物理措施
等；禁止使用化学肥料，采用农家肥，种植豆科
植物，施用绿肥和缓释的有机肥，实施秸秆还田
措施；采用合理多样的轮作和间作制度；畜禽饲
养中禁止使用抗生素；禁止使用化学合成的生
长调节剂；禁止使用转基因技术；限制单位面积
畜禽饲养数量；实现饲料因地制宜，自给自足；
每年7%的耕地休闲以此改善土壤的理化环境。

而且，德国人一直遵循的原则是，秸秆是自
然价值链的一部分，在农业循环中有一席之
地。在农场的秸秆中，有1/4用于饲料，另外3/4
用于铺设牛圈，在铺设牛圈后，最终与牛的粪便
混在一起，成为农场的肥料，肥沃土壤。 梁军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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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职业农民在德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不高,却肩负着德国粮食保障、食品安全的重
任。1948年以来,为保障德国农民权益、便利
对外联络协调,德国农民协会(DBV)应运而生。

在德国,职业农民的准入非常严格。想
成为一个合格的德国农民,要经过严格的实
践劳动锻炼和理论学习过程。

作为农民自己的最重要组织——德国农
民协会是德国农业、林业和相关行业从业人
员的团体组织,是各地农民协会以及跨地区
的农业和林业专业协会在联邦层面的代表。
同时它还是欧盟农民协会成员,代表德国农
民参与和欧洲邻国农业组织机构的协调。

现阶段,全德近 40 万农民中,90%都是德
国农民协会的注册会员。不同于德国社会保
险的强制性,他们都是自愿加入,农民们通过

各个地区性的农民协会注册入会。全德范围
内,德国 18 个联邦州有超过 300 个德国农民
协会的分支机构。

协会新闻发言人米歇埃尔·洛泽说,德国
农民协会主要负责维护农民的利益、为农民
当法律顾问、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和开拓市
场的服务等。该协会重视农业产业的整体利
益和农民的政治、社会权益,适时将会员的具
体意见反映至立法及行政机关,在政府与农
业企业和农户间扮演着协调、沟通的角色。

“在决策层制定、修改经济政策时,尤其
当政策涉及农民或农业,我们会被作为专家
受邀提供相关的建议……我们也将作为农民
统一对外交往的代表,对外统一公布一些行
业相关的数据等,让德国农业更具透明度。”
洛泽说。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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