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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识 我 的 人 都 叫 我“ 扁 豆 姑
娘”，出生于浦东的一个农民家庭，
从小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12 岁
起，一到暑假我就拿着一杆秤，跑
到村头帮农民收扁豆，体会了农民
生活的不易。农产品低价滞销时
的无奈，看着父亲因坚守着青扁豆
产业常年劳累，白头发越来越多，
于是 10 年前，我从跳出农门，又跳

回农门，辞去了银行工作，回到家
乡。
当时务农的年轻人很少，我刚
回来时，乡里乡亲的农民想不通，
他 们 有 说 我 傻 的 ，也 有 说 我 骗 人
的，还有说是停薪留职的，直到大
半年后，我还是天天一大早去收购
点，他们才开始相信，这时又有人
说：你原来银行的岗位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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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扁豆大梦想 乡村振兴有奔头

我们的“甜蜜”
事业

□演讲者：王黎娜
单位：
上海红刚青扁豆生产专业合作社

□演讲者：胡晓颖
单位：
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我家的孩子能不能去顶上……从
一开始农民们都觉得大学生务农
是浪费，慢慢地，随着我们农业科
技的应用、装备的提升、品牌的打
造等，农民收入提升了，大家觉得，
农业是需要有知识的年轻人来助
推发展的。
青扁豆是我们浦东本土研发
的品种，种植至今已有 27 年，最高
年种植规模达 2.5 万亩，带动本地
农户 1 万多户，目前我们也是全国
最大的青扁豆规模化生产基地。
近 10 年（2010-2019 年）来，累计
种 植 面 积 18.56 万 亩 ，总 产 值 达
28.93 亿元，这些钱都实实在在揣
进了我们农民的口袋里。合作社
里种植大户，一年就能赚 20 多万
元，农民靠种扁豆翻了新房子、买
了新车子，他们就把房子叫“扁豆

楼”，
车子叫“扁豆车”。
除了不断开发青扁豆果实的
经济效益外，我们还积极探索都市
绿色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提升现
代农业的装备力量，在第二届进博
会上，合作社与 TOMRA 签订了豆类
光学分选机采购意向书；同时不断
开发青扁豆苗的经济价值，在世博
会期间，作为景观作物种于中国馆
前，开发出了青扁豆盆栽；开展农
业科普活动，向青少年传播农业知
识、传承农业文化等。
2007 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
习近平同志曾来合作社视察并指
导工作。2017 年，我荣幸地被评为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受到了总书记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我们还积极参与扶贫帮困工
作，向西藏农民无偿赠送青扁豆种

子试种，为贫困新疆学生提供助学
金，结对本地困难家庭等等。疫情
期间，为了保障蔬菜供应，我们年
初三就提前复工，保证青扁豆田间
管理正常进行。提前抢收季节性
种植的蔬菜 ，同时抢播抢种绿叶
菜，保障后续市场供应。向浦东援
鄂医务人员家庭捐赠爱心农产品，
他们在一线战“疫”，我们在后方保
障。
父亲常说，一家人好不算好，
一个大家庭好才算好。我传承着
扁豆产业，也传承着“一个大家
庭好”的梦想，我们年轻的肩膀
担当着责任，有压力，但更有动
力！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投身
“三农”广阔天地，一起助力乡村
振兴。

说起南汇蜜桃，我相信在座的
各位一定不会陌生，它素来以皮薄
肉厚、汁多味甜而闻名上海，乃至
全国。作为浦东农技人，我们要激
励自己，用激情、用真情、用温情，
来继续抒写南汇水蜜桃这一份甜
蜜的事业。
水蜜桃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
王象晋的《群芳谱》，迄今已有上百
年的历史。经历过三次较大规模
的 发 展 变 迁 ，种 植 面 积 由 最 初 的

200 多亩，发展到巅峰时期的近 8
万亩之多。
生态条件是底气。浦东得天
独厚的土壤、光照、气温、水分等地
理生态条件和悠久的栽培历史，孕
育出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国优名果。
优良品种是底气。南汇水蜜桃
的品种结构不断得到更新和优化，
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大团蜜露、新凤
蜜露、湖景蜜露为主的良种体系，
南汇地区也从而成为水蜜桃特色

小人物的大农业

今天的故事，要从一位皮肤黝
黑、身材矮胖，整日与兔子打交道的
农民开始。他的名字叫做金伟丰！
金伟丰的兔场，坐落在黄浦江
边上。说起怎样接触到养殖业，金
伟丰直言是机缘巧合。初中毕业
的时候，正巧上海市生物制品研究
所有个项目，需要农户提供兔源，
金伟丰就想试试看。当时，他的想
法受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父亲觉
得儿子做养殖又累又不体面，说起
来都不是什么像样的工作。面对
家里的阻力，金伟丰的哥哥却站出

来帮弟弟说话，在他看来，有的人
适合做工人，有的人适合做职员，
既然弟弟想搞养殖，那就让他先试
试吧。
这一试，就是 20 年。
金伟丰的上海腾达兔业专业
合作社从一间破瓦房开始，到现在
拥有 15 栋标准化兔舍，共有 15000
多个笼位，每年出笼兔子 10 万只，
带动周边农户养兔 5 万只。
他说自己是一个特别轴的人，
做什么事情都要精益求精，要么不
做，要做就一步到位。从一知半解

用笼具并取得专利。多年来，他运
到日本的 5 万多只兔子中，仅有 11
只死亡。极低的死亡率征服了客
户和海关，只要是腾达的兔子，非
但客户免检，连海关隔离期都可以
减半，准许放行。
金伟丰团队年复一年勤勤恳
恳挣来良好的业界口碑，可他没有
就此停步。有了先进设备和实验
室以后，金伟丰与他的团队又面临
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处理兔子的
粪便和清理兔舍收集的污水呢？
通常，传统养殖业都将这些粪
便处理并达标之后，便排放出去。
可金伟丰不愿意这样做。他又开
挖了一个氧化塘，使得处理之后的
水能在这里继续降解自净，用特殊
的进口材料做了防渗层，以最大程
度地避免土壤污染。
氧化塘落成，投入使用，金伟
丰还是不放心。他说，
“ 我在这里
养了二十多年的兔子，对一草一木
都有感情，现在既然做了农业，就
要踏踏实实把土地养好了。”于是，

金伟丰开辟了一大块田地，试种水
稻 ，用 150 亩 水 稻 田 作 为 人 工 湿
地，深度处理兔场废水。兔肥本身
就是一种很好的高效有机肥料，对
于庄稼而言，更是再好不过的营养
物质了。
初步尝试获得成功，金伟丰逐
渐把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到 400 亩，
并用兔粪来养蚯蚓 ，深度发酵之
后，再把蚯蚓肥施用在稻田里。除
此以外，金伟丰还在稻田中尝试稻
田养鱼、养虾，整个基地俨然是一
个高效运作的绿色循环农业的范
本。
对于金伟丰来说，做农业是他
的兴趣，更是他的选择。他说：
“我
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我从事的也
是很多人不愿意干的养殖业，但是
我想把自己的奋斗故事传播得更
远，希望更多人加入进来。家乡的
每一寸土地，都等待着我们新一代
农人去激活，去创造我们这些小人
物的大农业。
”

自古以来，嘉定是富庶的鱼米
之乡，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
南水乡历来讲究精耕细作。而自
改革开放以来，依托汽车制造业，
嘉定的工业发展得有声有色，而农
业 所 占 GDP 比 重 降 至 了 不 到 2% 。
如何将这 2%做精、做细，许多嘉定
农业人都曾审慎思考一番。
犹记得 2007 年，时任中共上海
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嘉定调
研时谈到嘉定农业“现代农业，不
仅 应 该 体 现 在 设 施 农 业、种 源 农

业、精细农业、高效生态农业上，而
且还可以和其他产业融合，应该把
现代农业发展起来，做精、做优、做
强。”这番话犹如一声春雷，再次唤
醒了嘉定农业人踏上新征途的勇
气和决心。
“从现代农业发展本身看，上
海的农业也大有可为。”嘉定农业
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讲
话，扎根乡土探索符合嘉定特色的
体验农业、特色农业、种源农业、生
态农业发展之路。

青浦区赵巷镇和睦村，东临西
虹桥商务区，西接百联奥特莱斯、
市西软件园，轨交 17 号线贯穿村
域。据传，和睦村以“和睦桥”定村
名，主张世代友好相处。而如今，
和睦村以
“和为贵、
睦为美”
为村训，
为
“和睦”
两字赋予了更多内涵。
2015 年，和睦村正式启动了美
丽乡村建设，大刀阔斧展开一系列

村级综合治理，短短数年间，村庄
变化翻天覆地：以前的臭水浜，现
在的荷花塘；以前的臭气熏天，如
今的和风美景……在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中，和睦村实施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村庄改造、河道治理、小型
农田水利、综合环境提升等项目建
设，实现了墙面白化、道路黑化、村
庄绿化、路灯亮化的建设目标，村

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的背后，离不开科学的治理，更离
不开一支支队伍辛勤的付出。在
“一网统管”的大背景下，和睦村深
化“和风”志愿者队伍、
“1+2+3+X”
队伍和网格平安志愿者队伍的叠
加管理，进一步提升了村庄的人居
环境、生态环境和公共安全，增强
群众的幸福感。每当太阳升起，鲜
红的马甲、灰白的头发，365 天如一
日，遍布乡间各个角落，这支平均
年龄已过花甲的“和风”志愿者团
队，已成为和睦村一道最亮丽的风
景线。他们是邻里纠纷的调解员，
是河道整治的巡查员，是垃圾分类
的监督员，更是不惧艰险的战疫守
护员，他们的身影活跃在客堂间、
和睦驿站、村民家中、田间地头，这
批可爱的和睦人，奠定了美丽乡村
的基石。

嘉定区北部的毛桥村，正是习
近平总书记当年调研的那个自然
纯朴的小村落，如今又成了上海首
批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经过整
治改造，自然宅基旧貌换新颜，全
村达到了河流道路自然型、绿化环
境生态型、建筑风格农居型、基础
设施城镇型的总体要求。毛桥村
的农家乐，吸引游客来吃农家饭、
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成
为城市居民旅游休闲的好场所。
2018 年，随着“毛桥集市”的开张，
这个上海的“外婆家”正在焕发出
新的活力。现在我们以毛桥村为
始发站，沿着华亭霜竹路一线向东
出发，路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亨
嘉庄、醉华亭休闲农庄、华亭人家、
哈密瓜主题公园等多个农业休闲
基地。
说起嘉定的特产，吃货们口中
除了闻名遐迩的南翔小笼包就是
马陆葡萄，被冠以中国驰名农产品

的马陆葡萄究竟有何奥秘？嘉定
区土壤耐旱耐涝，有利于葡萄植株
稳定生长，而马陆东部地区淡水资
源丰富，有遍布的四旁林、生态林，
为净化水质、保护土壤、净化空气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地利之势
已成。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在带头
人的引领下，经过多年的努力和不
断创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培育出了安全、卫生、优质的马陆
葡萄，他们就是以葡萄技术专家单
传伦为所长的上海马陆葡萄研究
所的技术人员。人心齐则泰山移，
正是在他们的带领下，马陆葡萄走
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通过“控
产保优”措施，规模上由大变小，种
植面积减少 30%，而葡萄质量却是
由劣变优，经济效益稳中有升。马
陆葡萄，2015 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
护，2019 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
录。

说完众人皆知的马陆葡萄，我
不得不提“嘉定一宝”罗汉菜的曲
折历史，环境的变迁使罗汉菜种质
资源出现严重匮乏，仅有极少量野
生种质资源被暂时保护了下来。
2011 年起，嘉定区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开展罗汉菜的提纯复壮、
品种选育、种子繁育和配套栽培技
术研究。经过长期人工驯化和选
择，嘉定区终于选育出适合栽培的
品种，并通过了上海市品种认定。
近年来，上海的一些本地优良蔬菜
品种正逐步减产甚至消失。而嘉
定区农技中心则相继栽培了罗汉
菜、牛踏扁毛豆、黄渡青、苏州青、
小八叶塌菜、盘香豇等多个地方特
色 品 种 ，这 对 于 保 持 物 种 的 多 样
性、保证物种繁衍、提高物种的科
研利用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新征程，嘉定农业已
经整装完毕，沿着新农业之路再出
发。

陈锦祥的“彩稻人生”
□演讲者：王洙敏
单位：
金山区枫泾幼儿园

□演讲者：刘超群
单位：
青浦区赵巷镇人民政府

一幅幅令人向往的优美乡村画卷。
值得一提的是，休闲观光型精
品“蔬圃叠翠”小菜园，不仅是村民
们亲手打造的私家菜园，更是和睦
村积极推行“和为贵、睦为美”理
念、推行村民自治的一张名片。
“邀
请大家来我家的农家小菜园逛一
逛！”村民钱阿姨家的小菜园一直
是村里五星菜园的标杆，也是游客
来来去去拍照打卡的必经之处。
“我的小菜园也赶上了时髦，不仅
有专属的微信二维码跟踪管理，吾
伲村里的种子铺，还有镇里、区里
的专家都定期来做现场指导呢。”
能让大家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钱
阿姨笑开了花。今年年初疫情期
间，盛产的小菜园更是让村民不出
村就能够自给自足，吃上亲手种植
的 放 心 菜 ，真 正 实 现 了“ 蔬 菜 自
由”。

自农民的期待，更来自我们对产业
振兴和升级的期盼。
2013 年，上海桃咏专业合作社
的 淘 宝 网 店 开 张 ，走 出 了“ 互 联
网+”的第一步，之后，更多经营主
体加入的联销平台，品牌感受度迅
速提升。
2016 年，本市首张出境水果果
园注册登记证书落户浦东，南汇水
蜜桃首次出口中国香港，让远在异
乡的游子尝到了来自家乡的甜蜜。
2020 年，浦东新区农博会上，
副区长、镇长、经营主体联合直播
带货，浦农优鲜直销平台“甜蜜直
达”
，
南汇水蜜桃与市民走得更近了。
未来，浦东将进一步加强“南
汇水蜜桃”产业政策扶持，努力打
造十里桃花景观长廊，建设现代化
绿色生态示范桃园，完善基础设施
和技术装备，带动桃产业振兴和升
级，营造桃花源里的美丽乡村。

□演讲者：罗伟
单位：
嘉定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大队

“和为贵、睦为美”引领乡村振兴新气象
容村貌发生的变化，让村民们的获
得感不断提升。
“每天出门来这里活动一下筋
骨，看看池子里盛开的荷花，做梦
也没想到，我一个老太婆都这把年
纪了，还可以在家门口看到这样的
美景。”这是 78 岁的方丽娟老人时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老人是赵巷
镇和睦村 3 组土生土长的村民，一
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和睦村的土
地。两年前，村里将老人家附近的
臭水浜进行了整治，摇身一变，成
了荷花盛开的观景池塘。
“ 绿塘摇
滟接星津，轧轧兰桡入白苹”，和睦
村里的莲花池有个特别的名字
——
“和塘睦色”，夏天莲花盛开，
散发阵阵清香，水面下锦鲤游泳，
花鲢嬉戏。这样的景点，
只是
“和睦
十景”中的一景，古闸听流、杏林谷
海等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同样是

得了重大突破：相继认定旭露、加
纳岩、红清水、晚红露等多个新品
种，上海本地水蜜桃的上市期从 6
月初一直延续到了 9 月底；探索水
蜜桃设施栽培与“Y”树形的应用，
大大降低了上海梅雨季对水蜜桃
品质的影响。
南汇水蜜桃不仅是人们喜爱
的水果，每年的花季也是上海郊区
一道亮丽风景线，连续举办了 29 届
的上海桃花节，让市民在出城不离
城中实现生活的仪式感。
“ 中 国 国 家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 全国百强
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浦东凭借
南汇水蜜桃，成为中国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
这一系列“国字号”的荣誉和
证明，既是对南汇水蜜桃价值的肯
定，也让我们的甜蜜事业充满着压
力。这份压力来自市民的期许，来

这些年，
嘉定农业的发展和新探索

□演讲者：陈檬
单位：
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大队
开始，学习、实践……20 年的养殖
事业，
让金伟丰逐渐成了兔业专家。
得到上海市实验动物生产许
可证之后，金伟丰的兔子又慢慢获
得了国家以及海外的认可。这里
的兔子主要用作生物医药用途，三
分之一用于国内的生物实验，大部
分供应外商血清订单，其中不乏以
挑剔著称的日本客户。
刚开始做出口的时候，外商对
于这家上海郊县的养兔场是否能
做好实验血清用兔也心存疑虑。
因为试验用兔养殖标准非常严格，
一旦开始养殖，严格给料，只进不
出，
全程管控。
金伟丰为了兔舍的高度洁净，
对兔舍进行了改造，使用机器人去
喂养兔子、打扫笼舍，还安装了很
多摄像头，
实时监控。
兔子是养出来了，运输又是一
个大问题，兔子需要水，可航空运
输对于液体的托运要求又相当
高。为了出口活兔，他甚至用了五
个多月的时间，研发了航空运输专

种植区域，被国家林业部列为特种
经济林水蜜桃名、特、优商品基地。
品牌统一是底气。从 2012 年
起，浦东新区成立了合作联社，共
同打造“南汇水蜜桃”品牌，实行
“技术、标准、质量、商标、包装、价
格”六个统一，在全国、市各项优质
桃评比中屡屡摘金夺银，成为了闻
名遐迩的地产果品。
目前，
“南汇水蜜桃”产业已然
成为了浦东农业中最具有地域特
色的优势产业，种植面积基本稳定
在 2.8 万亩，年收入 3.5 亿元，为浦
东实现乡村振兴奠定扎实的经济
基础。
随着南汇水蜜桃的名气越来
越响，桃农们对桃树新品种筛选和
种植技术升级的需求也越来越迫
切。近年来，经过一代代农技专家
的深入探索，反复试验改进，南汇
水蜜桃在品种和树形研究上都取

2016 年国庆期间，全国各地的
人们都在用各种形式表达对祖国
母亲华诞的祝福。在金山区枫泾
镇，一幅巨大的彩色水稻版“中国
地图”呈现在金山千亩稻田中，它
是农民水稻专家用自己一生的研
究成果献给共和国的一份厚礼。
从航拍机拍摄到的这一幅巨
大彩色水稻版“中国地图”
中可以看
到，30 多种不同色彩的水稻把我国
34 个省级区域标注得严整有序，犹

如一幅精美的彩色中国地图镶嵌在
翠绿的大地上，
这幅将近两百平方米
的稻田图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彩稻版
“中国地图”。这幅彩色水稻版“中
国地图”
的创作者，
并不是人们想象
中的前卫艺术家，当然也不是科学
家，而是金山区枫泾镇中洪村一位
72岁高龄的普通农民——陈锦祥。
72 岁的陈锦祥用勤劳和智慧，
收集、培育了近百种不同颜色的珍
稀水稻，将水稻田种出梦幻般的色

彩，成为中国彩稻第一人。彩色水
稻版“中国地图”，诉说着陈锦祥绚
烂多姿的“彩稻人生”，也诠释着属
于每个人的中国梦。
大伙儿可能不相信，一个农民
可以培育出这么多稀有品种的水
稻？如果我不是和陈老一个村的，
估计，我也不会相信。
1962 年，中学毕业的陈锦祥来
到枫泾镇农技站工作。为了响应党
中央“以农轻重位顺序发展国民经
济”的号召，当时只有 17 岁的陈锦
祥，硬是用自己的一双脚跑遍了上
海周边所有的水稻产区，希望可以
收集到更多的水稻品种来进行研
究，
提高产量，
让身边的人们不再挨
饿。1987 年，党中央“把农村改革
引向深入”的春风吹到了陈锦祥身
边，他被派到上海市农委参加培训
班，之后还参加了金山县的各种学

习班，学到的农业技术知识足足积
累了三十多本笔记本。1996 年秋，
52 岁的陈锦祥终于培育改良出 8293 稻种，
该稻种亩产近 600 多公斤，
相比于当时全国水稻 418 公斤的平
均亩产量高出不少，且抗病虫性能
强。但是，
陈锦祥并不满足于此。3
年后，老陈从种子站退休，但他依
然狂热地钻研种子。他承包了 30
多亩地专门培育彩色水稻。彩色
水稻，听着是不是很浪漫？但真正
做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妻子说，每
天老陈都是天不亮就出门，经常摸
索到天黑才肯回家，由于长期浸泡
在田里，老陈的脚和手都因此溃烂
了；医生说他心脏早搏，让他少做
点；儿子、儿媳怕他累垮了，求他不
要 做 了 ；有 人 背 后 议 论 说 他 是 傻
子，培育稻种又没有经济收入……
可老陈却说，是共产党培养了他，

不种点名堂出来怎么行？
要知道，中国水稻最常见的颜
色只有 7 种，然而，陈锦祥凭借着这
份执着与追求，终于在他手里，培
育出了三十多种不同色彩的水稻，
其中有十多种是中国独有、世界罕
见的珍品，堪称奇迹。
陈锦祥生活的中洪村是“中国
农民画村”。他的母亲、兄弟姐妹、
女儿女婿都会画农民画。2009 年
开始，陈锦祥便用自己研究的彩色
稻米创作农民画。与普通的农民
画相比，彩米创作的农民画则是一
门精细活，在颜色的搭配与粘贴上
要花上很长的时间，创作一幅农民
画少则十天半月，多则要花两个月
以上的时间。2010 年上海世博会
期间，陈锦祥用彩色稻米创作出一
幅《世博农民画》，表达了自己对世
博会能在家乡举办的自豪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