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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盐城 小时候的味道

2018 盐城名特优农产品（上海）专场推介活动举办
11 月 30 日-12 月 2 日，
江苏省盐城市委市政府在上海光大会展
中心举办盐城名特优农产品（上海）专场推介活动，
围绕打造上海
“一

欢迎市民来仓桥水晶梨基地认养梨树
4006198618（金先生）

农民生产与市民消费如何精准对接？

区三基地”
定位，
以
“舌尖上的盐城、
小时候的味道”
为主题，
全面推介
“在信息革命方兴未艾的新时代，我们需要不断迭代

盐城名特优农产品。
□记者 黄蕾宇
通过前期和会上的积极对接交
流，此次推介会共洽谈签约项目 66
个 ， 协 议 总 额 近 165 亿 元 、 外 资
1500 万美元，具体包括：投资项目
6 个、基地建设项目 10 个、农产品
加工项目 11 个、农业技术合作项
目 10 个、农产品购销项目 29 个。
其中，会上现场集中签约项目 21
个，协议额达 120.225 亿元。
据介绍，盐城的粮食、蔬菜、生
猪、家禽、蛋类、油料、水产等 16 个
农产品产量一直雄居江苏省第一，
是长三角最大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和
供应基地，实现上海市场常年供应，
丰富上海市民的菜篮子。此次推介
展销活动共设立品牌粮油、绿色蔬
菜、健康禽蛋、美味林果、优质畜产
品、生态水产品六大品类展示区，展
销区设标准展位 100 个，参加展示
展销的名特优农产品达 1500 多种，
集中展示了近年来盐城现代农业发

展成果，集中展览了盐城名特优农
产品，架起了盐城农民“菜园子”直
供上海市民“菜篮子”的桥梁，搭建
了盐城名特优农产品进上海的“直
通车”。在三天的展示展销活动中，
各类名特优农产品现场销售额达
300 万元。
在品牌粮油展示区 ，
“射阳 大
米”
“ 阜宁大米”
“ 建湖大米”等中国
驰名商标大米悉数亮相，
“ 大丰大
米”
“东台大米”
“滨海大米”
“苏北康
庄大米”
“ 亭粮大米”等品牌大米令
人目不暇接，生态米、盐田稻大米、
富硒大米、冰鲜米等高端、功能大
米吸引了众多上海消费者的目光。
在蔬菜展示区，细叶苦苣、紫背天
葵、菊苣等“新面孔”与胡萝卜、
西葫芦、辣椒等“老当家”争奇斗
艳。在健康禽蛋区，各种包装的生
态草鸡蛋吸引了很多市民的目光，
野鸡蛋、火鸡蛋、鸽蛋、乌鸡蛋等丰
富的蛋类品种也让参观者大开眼
界。

自我认知，立足农业农村实际，找准网络强国战略和乡村

的全国新农民新技术创业创新博览会数字乡村发展论坛
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表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要
以数据链带动和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支撑
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建立起农民生产与市民消费
的有效对接机制，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
数据驱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构和营养需求，进行了全面改良，
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居家旅行的休闲
好糕点。前来品尝的市民亲身感受
到了“舌尖上的盐城、小时候的味
道”，不由得交口称赞。好品质，
好口感来源于盐城严格的监管共

书院“月忠家庭农场”：种枸杞只采藤头，不收果子
□通讯员 施国标 记者 王平
枸杞子清心明目，具有很高的
食用和药用价值，而浦东新区书院
镇塘北村“月忠家庭农场”场主蒋
月忠却被颠覆了种枸杞收“果”的
一贯做法，不收果实，采收的全是
枸杞藤头。那段小小的嫩头果真好
吃？能有多大收益？带着种种疑
惑，在一个深秋的丽日，我们来到
了蒋月忠的田头试图寻找答案。
蒋月忠乍一听好像是个男人的
名字，而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位六
十有五的乡村妇女，
她身体壮实，
性
格随和，与其交谈时总是一副灿烂
笑脸。说明来意，蒋月忠便把我们
领进了她的枸杞藤的种植地。她介
绍说：
“这些环棚上的尼龙早已被卸
下，但天一冷就要及时披上去，以防
霜冻，现在正是采摘枸杞头的上好
时间，老了就不好了。”
一眼望去，
这
枸杞头只长有二寸之高，疏疏密密，
生清碧绿。
“难道不收它的果实？”
记
者问，
“ 是的，伲这里的农家人从不
收它的果子，而是采它的‘头’”，蒋
月忠爽快地回答。
“ 那市场上好销
吗？”
“很好销，
市民十分爱吃枸杞的

嫩头，虽有些苦味，但有清凉解毒的
功效。”在一问一答之间，蒋月忠还
蹲着身子，操着一把小小的锋利割
刀 ，极 为 熟 练 地 割 下 了 一 把 又 一
把。这割下来枸杞藤头，约一根手
指长，蒋月忠说，“这才是最好的
一段，制冷菜、炒热菜等都能烹制
出上好的美味，且肥嫩爽口还有药
用功效，脸上发点小毒气，吃了
它，定会好许多。”蒋月忠是一位
名副其实的种田老把式，初中毕业
后，19 岁就开始种田，1988 年就
到附近部队农场包种了 300 多亩土
地，搞起了规模种植产业，种植水
稻、棉花、黄豆、玉米等，早已积
累了丰富的种田经验。2014 年建
立家庭农场开始种枸杞藤，年年都
有很好的收益，就这一项上，每年
能获取 25 万余元的净利润。蒋月
忠说：“种枸杞藤主要靠肥水来把
控获取好的收益。”为此，她舍得
投入，花 5000 余元资金在每个棚
内安装了“滴水管”等现代化灌溉
设施，保证土壤湿度，使枸杞藤生
长有足够的水分。同时又要施有机
肥，于是，她每年就要购进约 30 多
吨复合肥施于田间，促使枸杞藤长

得叶片肥厚、鲜嫩、光亮，有好的口
感。当被问及销路上有否困难时，
她笑着说：
一切都十分顺利，
小贩上
门收购只要手机一打就驱车来了，
她还有女儿做帮手，在网上销售也
做得十分顺利，销售的价格也十分
合理，每公斤收购价 14 元，上市场
零售价要达到每公斤 30 元。但蒋
月忠还是以收购价为主，因为她还
有许多的菜田要照顾。

如今，蒋月忠家庭农场的种植
面积达到 276 亩，除了种枸杞藤之
外，
还种了“书院厂”
大米，
还有牛心
菜、花菜、刀豆、生菜、青菜、韭菜等
10 多个品种，价格也相当合理。其
中“书院厂”大米因品质上佳，广受
消费者青睐，早在 11 月初就售完
了。就这样，
一年四季内，
在蒋月忠
的家庭小农场里从没停过对市场的
供应。

让他农忙时节还能“帮农忙”
眼下，正值秋收农忙时节，青浦
区重固镇种粮大户徐国建一刻忙不
停，自家 10 多台农机正在为邻村徐
姚村 500 亩的家庭农场进行水稻抢
收作业。
“ 目前进入收割期的中稻，
亩产量达 1200 多斤，对农民来说，
今年真是个丰收年。”徐国建说。自
家合作社也有 500 多亩水稻，却在
邻居家帮农忙？面对记者的疑惑，
徐国建告诉记者，他家的鸭稻米种
植模式，与传统水稻种植正好错峰，
所以得空给周边农户提供收割、烘

干等服务。
记者来到徐国建的上海静逸稻
米专业合作社，刚进大门，呱呱的鸭
叫声不绝于耳，徐国建指着一片已
经收割完毕、长出绿肥的稻田告诉
记者，按照早稻的规律，传统水稻开
镰收割应该在 10 月中旬，而他的鸭
稻米在 9 月中旬已经开割上市，从
2012 年创办合作社，开始鸭稻米生
态种养，如今徐国建的“万亩春”鸭
稻米在上海已经小有名气，水稻开
割前订单已经完成了 80%，
“你看到
的那片稻田，大米早就吃进肚子里
喽。”
徐国建打趣说道。

治。目前，盐城通过认证的“三
品”总数达 3028 个，建成覆盖全
市的质量安全信息化监管平台，创
成和在创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3 个、省级质量安全县 5 个，数量
在江苏省内居多。

□短讯
长宁新泾镇举办
老年大学学员书画展

他的鸭稻共作生态模式

□记者 黄蕾宇

价 4 元。通过这一举措，农村电商销售量和整
合快递企业的业务量均同比增长 60%左右。
今年六七月份夏橙发货高峰期，日均发货近
6000 件，夏橙整体出货约 10 万件。

振兴战略的结合点，全面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在日前举办

生态猪肉、生态大米、生态草鸡
蛋……各种生态绿色农产品成为本
次推介会的主角，原汁原味白水煮
肉片香喷喷，新鲜出炉的大米饭晶
莹剔透、香醇绵甜，广为人知的阜
宁大糕，也已根据现代人的膳食结

如今，水稻套养模式并不新鲜，
在 套 养 模 式 下 ，水 稻 如 何 才 能 高
产？效益到底如何？大米到底如何
卖？经过六年的摸索，徐国建的鸭
稻米交出满意答卷。水稻和鸭套
养，为的就是追求绿色生态，为了保
证鸭子的存活率，不能施化肥，不能
打农药。
“ 种粮食还是要强调高产，
没有高产就没有好的经济效益。”经
过摸索，徐国建一整套绿色生态种
植技术为生产过程安全、稻米品质
优良提供技术支撑。值得一提的
是，这套技术已经输出给其他基地
蔬菜种植，
效果良好。

内行人都知道，水稻的种植只
要解决了“草、虫、病、肥料”四个问
题，产量自然会得以提升。徐国建
的整套技术最核心在于“生物菌”，
牛粪、餐前厨余利用生物菌发酵技
术处理，变成生物有机肥，增加了土
壤肥力和养分，有效改善了土壤和
净化水质，徐国建说：
“土壤是根基，
根基健康了病虫害都少了，就像人
一样。”稻田里放养上鸭子，鸭子吃
了杂草，鸭粪变成天然肥料。
“ 今年
早稻，每亩收割 1150 多斤，产量高
就是最好的证明。多年的食客反
馈，米香就像小辰光的味道，就是最

近日，长宁区新泾镇社区文化
事务中心、长宁区老年大学西部分
校（新泾镇社区学校）和新泾镇图书
馆联手，在新泾书画创作基地举办
以“晚霞生辉”
为主题的老年大学学
员书画展，展示老年学员学习书画
的丰硕成果。
新泾镇曾两次获得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的殊荣，是西郊农民画
的发祥地，
书画艺术成为许多居民、
特别是退休老年人的最爱，数以百
计的老年人走进老年大学的书画班
学习书画艺术，以充实生活，陶冶情
操，
提升品位，
获取快乐。这些老年
人通过潜心学习，进步很快，脱颖而
出 ，临 摹 和 创 作 出 不 少 优 秀 的 作
品。这次，从 200 多幅学员的作品
中，遴选 80 余幅书画作品展出。参
展作品既有楷、草、隶、篆、行等书法
作品，又有花鸟、山水、人物等绘画
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健康向
上，抒发了老年学员爱党、爱国、爱
美丽家乡、爱美好生活的情怀，吸引
广大书画爱好者前来观摩，分享书
画艺术的大餐。
通讯员 朱扬清

大的肯定。”话说间，徐国建拿出各
项检测指标，他说“绿色不绿色”还
是靠专业机构检测说话。
记者了解到，万亩春鸭稻米销
售价格为 15 元一斤，寻常大米卖 5~
6 元一斤，通过订单、网络销售平台，
并不愁销路，市场反馈良好。徐国
建告诉记者，自己从外贸行业转行
做农民，就是为了生态种植，如今这
样的模式已经成熟，希望能带动更
多农户，改变他们传统种植模式，扩
大绿色生态种植面积，进而能扩大
青浦薄稻米的影响力，打响区域品
牌。对于未来，他希望发展观光农
业，
“ 观光农业不是摆上几张桌椅，
吃吃农家菜。而是真正让市民参与
到绿色种植中来，可以真切感受到
绿色种植的魅力，而不是依靠冰冷
的检测数据，从而增加对上海现代
都市农业农产品安全的信任感”
。

网址：
网址
：www.cqshuijingli.org

“菜贱伤农”
、
“菜贵伤民”
类农产品产销不
对称、价格不透明等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农民
关心农产品如何卖出去，并卖得好价钱，市民
关心在哪儿才能买到物美价廉的优质农特产
品。也就是说，农民生产与市民消费如何精准
对接？

●练内功，
标准化生产筑品牌

11 月 16 日的重庆忠县，冬意渐浓，但依旧
硕果满园。漫步在忠县新立镇双柏村的柑橘
园里，笔者被眼前挂满枝头的柑橘和散发出的
阵阵橘香所吸引，仿若置身一片世外“橘”源。
“通过近几年的品种改良，忠县柑橘不仅
品种多，而且成熟期限也很长，从每年 10 月开
始到次年 6 月，果园里都会有不同品种的柑橘
销售，每年 4 月花果同树的景观更是独特。”忠
县副县长甘露说，忠县有 2000 多年柑橘种植
历史，是全国柑橘优势区域长江中上游柑橘带
核心区，不过以前由于种植技术受限，柑橘的
产量产值都非常低。自从 1997 年启动三峡柑

橘产业化项目以来，
全县持续发力培育壮大柑
橘产业，特别是 2015 年成为国家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后，全县搭建了“柑橘+互联
网”平台——柑橘网，彻底转变了柑橘的生产
经营方式。
“品种是前提、品质是根本、品牌是保障，
推进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必须做实农
业‘三品’工作。”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
路伟介绍，如今，重庆市推进农业标准实施示
范，已累计实施农业标准化项目 202 个，建成
17 个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创建“三园两
场”679 个，面积达 160 万亩，大大夯实了农特
产品外销的基础。

●拓销路，
互联网交易更红火

初冬时节，位于江西定南县老城镇坳头村
的一片赣南脐橙园陆续进入采摘期。与此同
时，该村农村电商服务站也迎来接单高峰期。
“以前种脐橙，盼着丰收，又愁销路，现在村里
设了电商服务站，许多果农不用出村，脐橙就

远销四方。仅今年‘双 11’当天，村电商服务
站就接到脐橙订单 100 多单。”该村电商服务
站负责人刘辉文介绍，定南县脐橙网上热销得
益于当地农村信息化硬件设施能力的提升。
目前，定南县 7 个镇的 112 个行政村设立了农
村电商服务站，创建的“电商直播+农产品”销
售模式已成为当地脐橙走进千家万户的重要
途径。
不过，农特产品要走出家门，物流是关
键。重庆市忠县商务局局长刘淑表示，距离县
城 55 公里的石桥村盛产柑橘，但因山路崎岖，
高额的运输成本导致当地柑橘年年滞销。
“为了降低农村电商快件寄递费用和配送
时间，由重庆合干电商公司出资建设，忠县政
府按建设资金的 50%提供补贴，合干电商物流
共同配送中心整合申通、圆通、韵达等 8 家快
递物流资源，建成了合干电商物流共同配送中
心及配套的快递末端公共取送点。
”刘淑介绍，
在此基础上，合干电商让利于农户，将上行农
产品寄递价格从 5 公斤 20 元左右降低至成本

●抓机遇，
提升农民数字化水平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
息技术的应用普及，
按需生产甚至按需分配成
为可能，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新旧动能转换，
数字经济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农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农业农村数字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培育和壮大农业农村数字经
济，可以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更加有效地
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
屈冬玉认为，
我国城乡
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其中，
城乡数字
鸿沟最为突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没
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
必须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首先，要立足国情社情农情，建设有机衔
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数字乡村。要持续实
施数字农业建设试点项目，推进农业标准化品
牌化，促进数字技术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深度融合，让手机成为农民
的新农具，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其次，要夯实数字中国基础，加快建设数
字乡村。要统筹推进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
设和网络安全防护工作，建立空间化、智能化
的新型农村统计信息系统，数字化高效管控农
村集体“三资”，通过“互联网+”农产品出村工
程的实施破解滞销卖难问题，引导外部资源通
过信息化延伸到村，
运用数字化技术不断提升
农村自身发展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
要大力提升农民数字化生
活水平。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
农村地区普遍建立网上服务点，提供“互联
网+”教育、医疗、交通、娱乐等公共服务，丰富
农民数字化生活服务内容，提升农民数字化应
用能力。
吉蕾蕾

七地产品联袂亮相 产销对接精准高效
第 18 届全国(上海)生态农产品采购交易会启幕

由洛阳、临沂、榆林、绥化、保
山及云南卢西县政府、吉林省经
信厅和上海市现代食用农产品交
流促进中心精心组织的第 18 届全
国生态农产品(上海)采购交易会
暨第 5 届上海农业品牌展览会，于
12 月 6 日至 10 日在上海光大会展
中心西馆举行。据主办方介绍，
本次农展会七地政府共组织近
400 家品牌企业，携 5000 多种生态
农产品亮相展会。
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
大会组委会经过近一年的市
场走访，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采用
“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
模式，
让
“养在深闺无人识”
的农产品联袂亮

相申城，通过品牌介绍、农产品试
吃、
产销签约等活动，
全面宣传七地
政府实施乡村振兴、
精准扶贫战略
成果，
为更多的农产品找到了买家。
本 届 展 会 名 企 荟 萃, 精 品 云
集，展位门楣统一布置，品牌商标
夺人眼球。场内各展区均设有业
务 洽 谈 室 ，零 距 离 进 行 产 销 对
接。场外，洛阳市、绥化市政府相
关部门还组织农业企业与上海采
购商同步召开产销签约大会，通
过展会的演绎，提供产销合作平
台，将边远地区的优质农产品引
进上海市场。
尝老味道 一解乡愁
上海市现代食用农产品交流

促进中心主任杨中华介绍说，本
届展会具有展品质量高，地方特
色明显等特点，有许多珍品已多
年没在上海露面。近年来，随着
城市快速发展，以及消费水平提
高，市民对原生态农产品的需求
与日俱增。为了满足市民尝老味
道，一解乡愁的期盼，大会组委会
在市场走访中，向地方政府建议，
选择名、特、优、野农产品，经政府
部门核定的农产品入场。
走进展区现场，地域风情画
与地方产品特有气味迎面扑来。
洛阳展区的牡丹籽油、牡丹茶、
有机小米、山药粉；保山展区的
土鸡、石斛、核桃、茶油、黑
茶、板鸭、石榴、芒果、腌菜、
蜂蜜、蔗糖等；绥化展区的稻花
香大米、杂粮、林下产品等；吉
林展区的人参、猴头菇、黑木
耳、蛹虫草、灵芝、鹿茸等；临
沂展区的沂蒙黑山羊、沂蒙黑
猪、蒙山牛、琅琊鸡等；榆林展
区的榆阳杏仁、羊肉、小米、红
枣、荞麦等；泸西展区的野生
菌、高原梨等；还有宁波年糕、
舟山沈家门海鲜、金华火腿、咸
肉、临安山核桃、福建南北干
货、大连海产品等，林林总总，
共有 5000 多种。展会为期 5 天，
许多品牌企业备足货源，除展示
试吃外，展品还可供市民现场购
买。

推介品牌 丰富市场
七地政府大力支持展会，分
管市长带队，部门领导参与现场
品牌推介，所有参展及推介的农
产品无一不彰显地域特色、品牌
魅力。洛阳市展示牡丹系列品
牌，绥化市推介寒地黑土粮油品
牌。榆林市隆重推出“塞上明珠”
之美誉的地域产品。临沂市希望
“巍巍沂蒙山、悠悠沂河水”培育
出的品牌畜产品走上千家万户的

餐桌。近百家采购商向大会组委
会报名，要求参加展会，伺机采购
品牌农产品。
本届展会得到了政府和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徐汇区合作交
流办公室、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
联合会、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分别
派员参加产销对接会议。光大会
展中心对展会规范管理多次召开
协 调 会 ，保 障 展 会 顺 利 举 办 。
黄粉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