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德国，2%的农业人口养活了
整个德国，高度机械化、智能化的
德国农业与其他国家完全不一样，
德国的国土面积是35万平方公里，
人口是8500万，是欧洲人口最多的
国家，GDP达4万亿美元，世界排名
第四，它们人均GDP是中国的3倍
多，是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也是
世界上的工业强国。那么，德国农
业究竟是怎样的呢？

第一，德国农业是在工业 4.0
驱动下的农业机械化、自动化的模
式，强大的工业体系带动了强大的
农业机械化，德国人在农业机械化
的黑科技应用到了每一个细节，全
自动化的种植、施肥、除草、收割、
打捆等等，在德国他们的除草完全
是根据地面的形状进行自动化灵
活的割草。德国人摘葡萄是这样
的，一台机器开过去一排葡萄全没
了，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再说一
下德国人是如何把胡萝卜的一台
机器开过去连根拔起看看都过瘾，
更有意思的是它们拔起来的胡萝
卜直接进入自动化的去皮，可以说
德国干农业能用机械的一定不用
人，每一个作业的机械都实现了工
业4.0时代的超级自动化。

第二方面就是德国全面实现
的数字农业，德国的农民工作离不
开电脑和网络的支持，它们每天开
工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检查当天的
天气信息，查询粮食市价，查收电
子邮件了解产业链的各种信息，德
国大型的农业机械都是由全球卫
星定位系统控制的，农民只需要切
换到GPS的导航模式，卫星数据就
能够让农业机械精准化的作业，误
差可以控制在几厘米之间，德国的
数字农业的理念与德国的工业4.0
完全相当，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的
应用，每一块天地的天气、土壤、降
水，温度、地理位置等数据，全部上
传到云端在云平台上进行处理，然
后将处理后的数据发送到智能化
的大型农业机械上，指挥它们进行
精细化的作业，目前德国正在从机
械自动化的基础上，推出全套的数
字农业解决方案，能在每个农民电
脑上实时显示各种生产信息，如某
块土地上目前种植的是哪一种植
物，农作物接受的光照强度如何，
土壤中的水分和肥料分布情况如
何，农民可以根据相关数据来优化
生产从而实现增产增收。

第三个方面就是德国农民的

职业化教育，在德国想当农民不是
那么容易的事，必须经过教育和培
训持证上岗，想想也是，要玩转自
动化的机械，要玩转数字化的农
业，不懂高科技根本玩不转，对比
我们当下的农民，这个差距不是一
般的大，可以说中国职业农民的培
养机制将决定中国农业的未来。

德国农业的发展过程中，会有
一些企业致力于创新技术，更有甚
至将创新的目标定在农产品的加
工和处理环节上，他们会根据自己
的特殊需求，选择合适的时机，与
政府齐力进行创新开发，立项培养
专门的农业人才，同时根据未来农
业或者产品的发展趋势，为相关的
成员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为了
保障和促进农业的发展，德国专门
成立了农业发展的组织——德国
农业委员会，在这个藏龙卧虎的组
织里有着对农业结构发展最为熟
悉的专家，在他们的支持和贡献
下，德国在农业教育政策得到了专
业的指导，同时也保障了德国的农
业科技领域有着源源不断的人才
向前输送。德国农业委员会会在
制定农业政策前提前最好详细的
调研和研究，所以在政策方面的实

用性和前瞻性都被视为行业最佳
的。在农业技术人才上，经历过扎
实农业学习以及配套实践活动的
人才与农业生产的实际和需求完
全配套，不会存在学而无用的现
象。

德国农业科技发展能够达到
如今的高度与德国政府的高度重
视和大力投入密不可分，德国政府
从长远利益出发，稳扎稳打地努力
发展基础行业的教育，这对于德国
经济的长期、良好发展有着深远长
久的意义。

第四个方面就是德国农业的
组织，在德国各种农业的联合体有
1000多个，各类的合作社有10000
多个，德国设立了德国农民协会，
下设有300多个地区性的组织，从
信息服务到农民的权益保护，德国
农民协会还把农产品的生产、收
割、加工，储存和销售各个环节作
为一个完整的农业产业链来开发，
使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各个
环节高效的协同，农产品供应的运
营效率十分明显。

第五个方面就是德国农民的
收入，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德国当农
民是一个今人羡慕的职业，一般的
德国农民家庭1-2辆车是很常见
的，一栋独门独院的楼房不仅有车
库，还有停车位，标配的花园，数据
显示，德国农民人均收入超过了30
万美元，其中60%是生产收入，40%
是政府的补贴，所以说在德国当农
民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好职业。

我们不得不感叹德国农业的
机械化，自动化技术如此之高，其
实呈现的还仅仅是表象，在研究德
国农业技术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深
刻的体会到德国制造的内涵，德国
人的工匠精神，不管是工业还是农
业，发达国家强大的技术背后更深
层次的是他们的职业教育体系，技
术和设备我们可以通过资本来引
进，到德国制造，德国工艺背后的
德系文化，这是一般人根本无法复
制的，未来中国的数字农业、智慧
农业该如何走，希望德国的农业模
式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重要的思
考和借鉴。

砍柴一生

白俄罗斯农业组织
去年牛奶产量增长5.7%

白俄罗斯农业和粮食部表
示，去年1-11月国内农业组
织共饲养家畜及家禽163.1万
吨（活体重量），同比增长3.5%，
生产牛奶689.5万吨，同比增长
5.7%。近年来，白国内奶牛牧
场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各项
指标良好。今年前9个月牛奶
销售的利润率为 22.1%，高于
去年同期的19.6%，高品质牛奶
的利润率达到60%。从年初至
今，牛奶销量占产量的90.2%，
同比增长0.6%。

柬埔寨农产品
年产值突破50亿美元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布报
告说，2020年该国农业领域实
现丰收，大米和其他农作物产
量共1847万吨，总产值突破50
亿美元。其中，非大米农作物
产值达 21.7 亿美元。柬埔寨
农林渔业部指出，除大米外，柬
埔寨主要农作物包括木薯，去
年产量1204万吨，产值11亿
美元；腰果产量24万吨，产值4
亿美元；芒果产量174万吨，产
值5亿美元；香蕉产量47万吨，
产值4亿美元；龙眼产量19万
吨，产值1亿美元；胡椒产量1
万吨，产值4250万美元。

尼日利亚
腰果出口具有潜力

尼日利亚腰果属于鼓励出
口的13种产品之一。根据国
家统计局一季度的统计数据，
尼日利亚一季度腰果出口有所
减少。尼日利亚是非洲第八大
腰果生产国。制约尼日利亚腰
果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还是加
工能力不足。尼日利亚仅加工
了10%的腰果，其他只能按原
产品低价出售。从2017年到
2019年，尼日利亚腰果出口总
额累计超过1220亿奈拉（折合
3.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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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旺农业种植园的工作人员在给草莓疏花百旺农业种植园的工作人员在给草莓疏花。。

近日，走进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的百旺农业种植园温室大棚，一股草莓浓香扑鼻而来，只见一颗颗草莓吊挂在半空中的架子

上，颗粒饱满，颜色鲜红。与平时所见的不同，这儿的草莓种植从地面上搬到了半空中，显得地上更加干净了。“这是我们引进的高架无土

栽培模式。”百旺农业种植园总经理刘文喜指着草莓温室大棚说，“从2018年开始与海淀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合作，试验高架无土栽培，我们

发现这种栽培模式管理方便、高效，生产出来的草莓不仅品质提高了，而且产量也增加了。”

从地面搬到半空，草莓无土栽培模式效益高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
聚焦农业新业态

【动向】

河南农户李女：

种苹果闯出小康路

□张培奇 邢博

“李女聪明能干，做事有思
路，有闯劲，是村里有名的发展
苹果致富女强人……”隆冬时
节，刚踏进河南省灵宝市寺河乡
易地搬迁小区，南埝村第一书记
陈少泽就夸起了她。

点开李女的微信朋友圈，一
条条宣传灵宝苹果的图片和抖
音，琳琅满目，映入眼帘。

过去因缺技术，苹果树管理
不好，一年挣不了多少钱。2014
年，李女还是村里的贫困户。

“当扶贫干部给我家送来关心
和温暖时，我就想，自己也是一
个能吃苦、有志气的人，一定得
好好干，争取早日脱贫。”提起往
事后，李女说。

每次举办果树技术培训班，
李女都积极参加，一边学习一边
钻研，时间长了后，掌握了苹果
生产的管理技术。按照标准化种
植，苹果质量越来越好，收入逐
年增加。

“2019 年苹果收入 13 万元；
今年收入15万元，在第十四届灵
宝金城果会上，还作了典型发
言 ， 市 委 书 记 点 名 表 扬 了 我
……”李女满脸的自豪。

寺河乡海拔高，温差大，山
上种出的苹果脆香酸甜，天然富
硒。

种出好苹果，还得卖好苹
果。距灵宝市区 50 公里的南埝
村，群众居住分散，为了方便苹
果销售，把大山里的苹果卖得更
好、更快，李女学会了利用微
信、抖音卖苹果。

“要多少箱，明天就发货，质
量放心……”放下电话，李女又
急着回复客户的微信。

做销售就要讲诚信，卖苹果
货真价实，从来不缺斤短两，保
证质量、数量，遇到不能按时发
货了，提前给客户说清楚。

因为诚信，李女得到了客商
的认同和喜爱，仅微信上的客户
就达到1000余人。足不出户不仅
卖光了自家的苹果，每年还帮助
群众销售苹果10万余斤，把寺河
的苹果卖到了北京、广州、深圳
等地。

如今，李女早已脱贫，连续
三年被评为致富模范，还当选为
南埝村村委委员、妇联主任。

2018年，李女和家人搬进了
宽敞明亮的易地搬迁房，日子过
得幸福美满。

说话间，电话又想起来，乡
里通知她带人参加冬季果树培训
班。

李女拉上几个姐妹，一起挤
进了她今年新买的小汽车里，随
着“嘀嘀”喇叭响，一溜烟地跑
起来。

以后出门卖苹果，再也不怕
风吹雨淋了。

［［新主体新主体··人物人物］］

德国农业：2%的农业人口养活了整个德国
［［异域传真异域传真］］

农业一直被视为国家发展的第一产业，在国家的产业发展中一直起着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作用。在农业生产技术领域，德国可谓是

一枝独秀。德国农业的生产有着极高的自动化水平、领先世界的农业生产技术设备，更有一批受过专业农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为农业

发展提供最为坚实的保障。

□王田 刘自艰

无土化栽培 高效增产
每到冬季，北京草莓陆续成熟上市，深受

市民喜爱。据了解，2020年京郊草莓生产面积
共约7104亩，生产的品种主要是“红颜”。草
莓种植一般采用土壤栽培模式，百旺农业种植
园为何要采用高架无土栽培，将草莓移到半空
中栽种呢？

“好处可多了！”海淀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所
长郑禾介绍说，草莓很怕土传病害，一片土地
多年种植草莓后，很容易发生土传病害和土壤
连作障碍，影响草莓的产量和质量。而应用在
百旺农业种植园的高架无土栽培模式，一方面
很好地避免了病害障碍等问题；另一方面可以
大大提高设施空间利用率，还具备省水、省肥、
省工等优势。

“生长季延长了，产量也就上去了。”刘文
喜介绍道，土壤栽培草莓一年能够生产3到4
茬，而利用高架无土栽培模式解决了草莓种植
难点问题，一年能生产6到7茬，产量稳定在每
亩 7000 斤左右，比土壤栽培高出 1000 斤至
2000斤，亩增收2万至3万元。

在人工投入方面，据园区统计，应用高架
无土栽培模式后，一个人工能够管理约两个大
棚，且每个大棚又可以节省日常维护时间约
1.5个小时，即可节省33％的人工。另外，半
空高架的栽种技术还能大大降低草莓种植者
的劳动强度，再也不用长时间弯腰蹲在地上干
活了。

“每到节假日，园区都是前来采摘草莓的
游客。”百旺农业种植园工作人员安然介绍，目
前，采用高架无土栽培产出的草莓果实表面洁
净、外形美观，方便了游客们的观光采摘，不仅

增强了采摘体验感，而且更能体现出都市休闲
农业的特点。

科学化管护 安全提质
“我们的草莓是拿过全国金奖的。”刘文喜

从高架上摘下一颗草莓高兴地说道，“相比一
般种植的草莓，我们的草莓单果重平均45克，
果型好，均匀度高，甜度值能达到 13％～
16％。产品还通过了283项全检，草莓的品质
和安全是有保障的。”

为什么百旺农业种植园种植的草莓品质
优良？刘文喜自己有着一套特色的管护方法。

首先在育苗上采取低温蓄冷育苗的方法，
冷凉气温环境下培育的草莓苗，比在平原地区
的生命力更加顽强，更容易达到草莓进行花芽
分化所需的蓄冷量，从而促进草莓花芽提前分
化，实现产出果实提早上市。

其次利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将肥料溶液以
较小的流量均匀、准确地直接输送到作物根
部。根据草莓生长的需求，把水和养分定量、
定时地直接供给作物，达到精准施肥的目的。

针对草莓植株生长中长势不一致的难题，
园区采用轴流风机均温系统，结合基质加温、
喷雾降温，有效地控制温室内环境温度，温度
恒定在13℃～18℃之间。据介绍，保持温室
内各个位置的温度和二氧化碳浓度，能够提升
温度的利用率，降低草莓植株病虫害发生率。
特别是在草莓授粉期间，可以显著提升授粉
率、坐果率，提高果实品质。

草莓“娇贵”，病虫害防治是重点。园区采
用天敌防控的方法，通过投放天敌昆虫瓢虫等
防治害虫，使草莓生长更加绿色安全。

“你们可以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刘文喜拿
起草莓边上的一个小纸牌说道，“我们的管护
流程是可以被看见的，二维码的内容就是展示

生产全过程。每颗草莓出场都会配有二维码
和合格证，只有‘两证’齐全，才能进入流通市
场。”

智能化管理 精准产出
“它能清晰捕捉生产画面，一点点建模。”

园区技术人员指了指大棚里面的摄像头介绍
说，去年4月，作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百旺农
业种植园建成了北京市首个5G高架无土栽培
草莓智能温室。

据了解，5G高架无土栽培草莓智能温室能
将农业物联网、多参数一体化传感器、水肥一
体化、图像识别、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和
高架无土栽培草莓生产进行深度融合，实现高
架无土栽培草莓生产全过程信息感知、精准管
理和智能控制。

刘文喜介绍说，利用5G温室智能控制系
统对草莓生长的温度、湿度、光照、营养液浓度
等生长指标实时监测，可以对草莓生长进行更
加精确的定量管理，为草莓植株创造出最佳的
生长环境。同时，通过将采集到的实际环境指
标进行智能化分析，能够最终作出最合理、最
经济、最高效率的实施决策，有效地提升了园
区综合管理水平和草莓生产智能化。

园区还可以根据大数据进行针对性的种
植，市民也可通过手机APP了解草莓品种和生
长指标，选取自己喜欢的“定制”草莓。

“通过收集生产指标而形成的大数据平台
和‘区块链’，能够指导种植户定点定量生产，
形成一套简洁、高效、可复制的体系化生产模
式。”郑禾介绍说，海淀区农业的发展将突出科
技创新，按照打造高质量“农业中关村”的要
求，发展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加快实现农业现
代化，这也是未来都市农业发展的方向。

“活羊经纪人”的扶贫故事
老白名叫白祥，40多岁的他

生在乌兰察布、长在乌兰察布，
从小就和羊打交道，养羊、贩羊
干了半辈子。

6 月的乌兰察布依然寒气逼
人，土地贫瘠的这里是内蒙古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深度贫困人口
一度占内蒙古人数的46.2%。

凌晨三点，位于阴山脚下的
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义发
泉村开始“忙活”起来。引擎
声、犬吠声、羊羔声……来自四
面八方的“羊贩子”正在挨家挨
户收羊羔。早上八点，一车车羊
羔陆续运往村里老白家。

“我们这儿买羊卖羊很少直接
交易，一般都有个中间人。”老白
说，他干这一行时间长，大家知
道他有办法、有路子，也信任
他，所以都来找他。

老白家很大，前院的一角，

焊了三四个铁围栏，一车车羊羔
进院就卸在这些围栏里，交易就
在这里。这里依然保留着古老的

“袖口出价”。顶着呼呼的山风，
老白在买卖双方之间奔走，一次
次隐秘的握手，或是得意或是不
满的表情开始在买卖双方的脸上
流露。

46岁的王燕平曾是当地建档
立卡贫困户，近年来在当地政府
大力帮扶下，他的羊养得越来越
好，生活逐渐走上正轨。去年，
老白又借给他4万元买了一辆小
货车用于收羊贩羊，今早的第一
车羊就是他给老白送来的。

“成交!你的羊我收了!”老白
咧嘴笑了。

“义发泉村曾是有名的贫困
村，全村241户中有将近三分之
一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义发泉村
驻村第一书记白晔星说，“家家户

户都养羊，但规模小又分散，很
难发展起来。多亏了老白这样的
带头人，帮着村民收羊卖羊，大
家都开玩笑地叫他‘活羊经纪
人’。”

一个“活羊经纪人”带活了
全村的羊生意。但很少人知道，
老白也有惨痛的经历。

“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
老白收羊养羊半辈子，最担心的
就是销路。“以前都是把羊送到一
些小屠宰场，经常一两个月要不
上账。”

最多的一次，一家屠宰场欠
了老白七十多万元。“那可不光是
我的钱，村里多少人都等着呢。”
被逼急的老白在对方办公室一住
就是40天，带着锅在人家办公室
炒辣椒，呛得自己都坐不住。

老白一度不想再养羊了，但
这干了半辈子的差事是他发家致

富的指望，也寄托着全村的希
望。直到2017年，老白认识了朱
强强，一直悬着的心才安稳下来。

朱强强是乌兰察布市东来顺
肉类加工有限公司的采购负责
人。2008年，北京市首旅集团在
京蒙帮扶提前布局，安排所属北
京东来顺集团在乌兰察布建立肉
类加工基地，2016年又在当地投
资建设占地100亩的新厂区，4条
现代化生产线集肉类生产、屠
宰、加工、冷藏、供销于一体。

“我们保证钱款一周结清，优
先确保当地农牧民的权益。”朱强
强说，“和老白认识以后，老白的
羊基本上都送到我们这儿了，有
时候钱当天就结清了。”

2019 年，东来顺投入超过
1.8亿元，向周边农牧民购买活羊
16万只。

“去年一年我自己的羊就给他

们送去了两千多只，挣得不多，
30多万块吧。”谈起挣钱，老白黝
黑的脸上满是得意。“别人一斤多
给20块我也不卖，就给东来顺。”

“好东西不好卖，我们来就是
要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市挂职干
部、乌兰察布市副市长郑晓博
说，北京有庞大的消费市场，而
乌兰察布是优质的原材料基地，
通过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等多种
方式，京蒙两地能够长久、可持
续地协作发展下去。

2019年，北京市投入京蒙扶
贫协作资金4.3亿元，实施京蒙项
目177个，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超过4.6万人。

今年初，一场疫情让各地不
少农产品出现滞销，而老白却在
家“稳坐钓鱼台”。“羊圈里还有
1100多只羊，有东来顺在，不愁
卖。” 农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