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作为一个城市化起步较早的国家，乡村
地区也曾面临环境污染、人口流失等问题和挑
战，德国是如何应对乡村发展危机的？对我国乡
村振兴又有哪些重要启示？

●德国乡村振兴的政府推动
农业在德国的地位非常高，除了提供粮食的

基本功能，还有很多重要的战略功能，因此，德
国各级政府实行许多经济、法律措施来保护和发
展农业、农村，为德国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助力。

工商业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德国农村人力大
量外流，尤其在两德统一后，大量人口自东德涌
向西德，加速了农村衰退。为了让人口回流，德
国政府有系统地推动农村小区重建发展，让原本
凋零的农村重新找回生命力。

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境内断壁残垣，多处
亟待重建。于是地方社团纷纷自愿投入整治家
园的工作，最初是以植栽和绿化为主要内容，在

“德国园艺协会”加入后，逐渐拓展为农村小区美
化运动。

1976年，德国首次将“村庄更新”写入《土地
整理法》，并试图保留村庄的地方特色和传统优
势。到了上世纪90年代，德国提出可持续发展
的概念后，村镇建设倾向于内向式发展，尽量减
少不必要的扩张，在现有建设范围内寻找发展更
新的潜力，同时也更注重生态保护。

这时的“村庄更新”也融入了更多的科学生
态发展元素，乡村的文化价值、休闲价值和生态
价值被提升到和经济价值同等重要的地位。乡
村规划更多考虑的是，通过局部持续的改良，辅
以适当的扩张。

●环保与发展相融合
农村较于城市而言，生态资源就是一大优

势。 要实现乡村振兴，就一定要把农村的优势
资源挖掘并发挥出来，只有把农村的生态资源保
护好，才会将其变成金山银山。欧豪村就是最典
型的案例。

位于北莱茵西伐利亚邦的欧豪村，是个仅有
五百八十位居民的小农村，占地约四百公顷。徒
步走在村里，不难发现现代化的痕迹：停车场和
道路由水泥或柏油材质铺成，但如今已部分铲
除，以植草的地面、透水砖或自然石取而代之，而
且车道的缝隙扩大，主要作用是增加透水性。

1990年以前，欧豪村使用的是地下排水系
统，混合雨水和家庭废水，一并排放至污水处理
厂。这样，可以循环回收的雨水，就浪费掉了。
重现土壤、植物和碎石后，等于设置天然的集水
和导水系统，比起混凝土排水沟，更能活化资源
及涵养地下水源。道路两旁辟绿带，吸收的水分
又回流成地下水再利用，从家家户户的水龙头里
流出来。

村里的公家花园旁有一幢房屋，顶上装有蓄
存雨水的导管，下雨时雨水会流溢至下方的圆桶

中，供灌溉那片小花园。此外，村里的低洼处也
划为湿地或滞留池，保育水资源的同时，也复育
当地动植物。

在环保上，德国人懂得使用减法；但其境内
丰富的自然文化遗产，也仰赖他们的念旧而保
留。路旁的典型干砌石墙就是其中一例，它具透
水性，石缝也可作为小型生物的栖地。

而原本由金属线缠绕做成的围篱，如今都加
种灌木，绿化太过人造的环境。先前种松树的地
方，改种当地的果树如樱桃树，但同时也保留象
征德国精神的老橡树，兼容并蓄。1993年，欧豪
村赢得德国联邦农村更新金牌奖，1996年被欧
洲各国选为“欧洲生态示范村”。2000年在汉诺
威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它更成为德国展示其在
结合生态、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上的傲人模范。

●闲置资源重新利用
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里由于产业结构转型

而闲置的房舍或农舍越来越多，激活乡村资源的
重要一环是激活乡村闲置房屋资源。

欧豪村有一千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村里的房
舍或农舍很多都处于闲置状态。更新计划执行
后，村里的人重新启用老房子，譬如将畜舍改建
成住家或农场咖啡馆，空间得到重新利用，同时
还节省了能源。

而位于北莱茵西伐利亚邦的小镇梅达巴因
所处邦内第二大鸟类保育区内，导致小镇在建
设、农业方面等都受到相关限制。譬如：农人只
能在鸟离巢后才能收割其作物，因此一年只能一
获；具生态价值或特有物种等地区，禁止开发成
农田等。

梅达巴镇保育区延伸到了镇上建筑区的边
缘，也就是说，小镇不可能向外扩张，也不可能扩
增建筑物。在普遍性的少子化现象下，梅达巴愈
来愈多的房子闲置，如何将旧有建筑重新利用是
激活小镇的关键。

1969年，学校重组后，梅达巴镇的学校就停
止运作。空置几年后，相关单位将它改建成矿业
博物馆，因矿业曾是这里的传统产业，维持生态
环境水平的同时，文化遗产也幸而保存延续。而
为了帮助屋主更新他们的房子，德国政府自2006
年起，每年补助约十四亿欧元，用于热隔绝、更换
暖气系统及窗户。

●有机农业融入乡村生活
为了将人留在某些地方，政府部门会设法提

高该地居民的福利，譬如促进农业发展、推行生
质能源计划，以及种植有机在地作物，供应附近
的城镇，从而减少进口外地食材的机会，让资源
在地循环。

位于布兰登堡邦的柏多文是当地著名的有
机农业村，其所制造的农产品，大多销往柏林及
其周遭地区。它的转型，可追溯至1990年。

柏林墙倒塌后，柏多文的居民改变了农耕方
式，变成有机耕种。这里农地有很多杂草，作物
秆也比较稀疏，给鸟类等生物提供了足够的活动
空间，这样的耕种方式可以保持生物的多样性。

为了符合有机农产品协会的规范，每一个环
节都必须是有机、自制，连市面上卖的有机肥料
都不用。这样健康的农产品种植售卖，吸引了大
量附近的都市人前来尝鲜。

除此之外，他们也将商品送至柏林的私人住
宅，目前一周送牛奶给一千五百户人家。新鲜、
有机的产品，已渐渐掳获人们的认同与需求。

为了吸引柏林及其周遭的人来乡村，并对农
业产生兴趣，当地会举办不同的活动。如布兰登
堡田园派对，人们可以来农场，亲自看看农产品
的制造过程，以及所使用的机器，也可购买当地
产品。

在旅游业态上，乡村推出以自行车道连结农
场和都市的方式，让人们可骑自行车前来，如此
就更深入了解乡村生活。 （据《乡村规划设计》）

科技农业
美国重视农业发展的科技支撑，一方面政

府、产业和学术界紧密合作，保证了农业科研成
果的及时转化。另一方面农业科技投资来源多
样化，政府和私人是两大投资主体。不断加大对
农业的科技和教育投入，促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和
应用，不断推进科技创新。现代农业已经成为美
国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之一。

信息农业
英国政府极为重视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基础

设施建设。为了帮助更多农民应用互联网，
2001年，英国教育部在全国建立了1000多个上
网中心，鼓励农民通过网络获取信息或学习新
技术。网络中心规模大的可配置 200 多台电
脑，小的只有一间屋、几台电脑。现在，这种
网络中心已发展到6000多个。如今已有一半以
上的英国农民通过使用互联网获得不同程度的
收益。

精准农业
精准农业由十个系统组成，即全球定位系

统、农田信息采集系统、农田遥感监测系统、农田
地理信息系统、农业专家系统、智能化农机具系
统、环境监测系统、系统集成、网络化管理系统和
培训系统。美国有200多万个农场，其中8%是年
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规模经济的大农场，精
准农业主要应用于大农场，有60%至70%的大农
场采用精准农业技术。精准农业应用的主要地
区在美国中西部，应用的主要作物是大豆、小麦、
玉米和部分经济作物。

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在欧盟属于高技术含量产业，重点

是良种培育，涉及出肉率高或奶液蛋白含量高的
养殖品种以及生命力顽强、抗病虫能力高的种植
品种。因此，欧盟对生态农业有着严格的监管制
度。比如，比利时实行严格的生态农业认证制
度，每年对生态农场进行三至四次检查，其中一

次书面检查，除回答书面问题外，经营者还要提
供经营采购票据，以确认采购的物资是否符合生
态农业的要求，其他检查采取突然取样方式，由
认证化验室进行化学、转基因以及遗传物质分
析。

观光农业
日本的观光农业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

是利用农村优美的空间环境，使游客能在那里
作短暂或长期逗留而提供场所的类型。二是体
验交流型，主要针对来自大城市的游客，举办
农业体验和交流活动。三是直接向游客提供本
地农产品，大致可分为销售物产与提供饮食两
类。

农业补贴
欧盟每个农户平均每年获得政府补贴超过

15万元人民币，欧盟和美国农民收入的40%来自
政府补贴；韩国、冰岛、日本、挪威、瑞士等国的补
贴更高，农民收入中有60%来自政府补贴。 禹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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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直高度重视“三农”工
作。随着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正在
书写“三农”发展新篇章，中央和地
方政府持续抓好粮食安全等问题，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农业现代
化，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三农”工作重点迎来历史性转移
2月21日，2021中央一号文件

正式出台，吹响了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号角。

文件明确，到 2025 年，农业农
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在
农业基础建设、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供应、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农村
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将实现大幅度改
善和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明显提高。
2月25日，国家乡村振兴局正

式挂牌，这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奔
向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我们已经全面完成了脱贫攻
坚任务，但距离全面乡村振兴和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有很长路要
走。如何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的良好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是未来工
作的重点。”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
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表示。

为推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意见》，未来15年将通过6大方面
共24项措施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

机制，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持
续加大就业和产业扶持力度；加强
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实行
分层分类帮扶；持续做好有组织劳
务输出工作，推广以工代赈，重点建
设一批区域性和跨区域重大基础设
施工程等。并在西部地区脱贫县中
确定一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集中支持，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
和对口支援、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
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
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表示，脱贫摘帽
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完成后，“三农”工作重心
将实现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
性转移。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探索
了乡村治理的成功方式和有效途
径，形成了一套体制机制，这些都可
以在今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

重要作用。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如何确保乡村振兴开好局、起

好步，将乡村振兴政策落到实处是
未来工作的重点。今年以来，围绕
粮食安全、打好种业翻身仗、乡村建
设等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点、难点
问题，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陆续出
台政策，加速推动乡村振兴政策落
到实处。

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农业农村部等部门以及地方政
府密集出台政策，围绕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严守18亿亩红线、打造高
标准农田等内容，推动政策落到实
地。同时，围绕“打好种业翻身仗”，
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出台文件，明确
启动重点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
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等，计
划到2025年，培育一批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核心种源和节水高抗新品
种，农产品品质明显提升，农业质量
效益和竞争力持续提高。

今年6月1日，乡村振兴促进法
开始正式实施。作为未来30年推
进全面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乡村
振兴促进法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
出全面规定，围绕增加农民收入、提
高农民生活水平这个核心，针对城
乡融合发展、人才资金等要素支持、
工作责任落实等问题提出了一揽子
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将推进乡村
振兴的有关政策、措施、重大决策部
署等转化为法律规范，能够确保乡
村振兴战略部署得到落实，有利于
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难点、痛点、
堵点问题，推进我国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李志勇

乡村振兴谱新篇 多地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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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垃圾随意堆放，村民之间甚至还会因为垃圾堆放问题

而引发争吵，过去的石桥村给人的印象有些“邋遢”。再加上村民收入来源较为单

一，村里没什么像样的产业，村集体经济也十分匮乏，是一个实打实的“空壳村”。穷

则思变,知止而有得。找准优势，聚焦乡村振兴，永定街道南营村委会通过“党建引

领、能人带动”等方式，带领村民在产业发展、村庄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探索出了一

条符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子。 详见>>>>7版

［核心提示］

位于江汉平原腹地的湖北省
潜江市，近年来大力发展虾稻特
色产业，小龙虾养殖面积和产量
快速增加。从早期的“虾稻连作”
种养模式发展到今天的“虾稻共
作”模式，一只虾成了当地人增收
致富的抓手，也树立了江汉平原
现代农业的新标杆。

潜江地势低洼，逢雨易涝，不
少地方是“水窝子”。据当地人回
忆，以前低湖田有水排不出，一年
只能种一季中稻，秋收以后不能
冬播，没有任何收益。由于人多
田少，种田成本高收益低，不少村
民抛荒外出谋生。

20世纪90年代，一次偶然机
会，潜江农民刘主权率先尝试将
野生小龙虾放到稻田里养殖，没
想到养虾子小赚了一笔。养虾能
挣钱，一传十，十传百，抛荒的低
湖田成了抢手货。

为动员农民养虾，增加农民
收入，当地政府最开始给予养虾
的农民每亩 40 元的补贴。后来
养虾的人越来越多，补贴降到了
8 元，目前已全部取消。政府部
门建立虾稻产业发展专项基金，
每年安排预算 2000 万元产业扶
持资金，用于种苗繁育、品牌创
建、科研攻关等，以提升龙虾品
质，实现“大养虾”到“养大虾”的
转变。潜江当地人也将养一季
虾、种一季水稻的“虾稻连作”模
式升级为“虾稻共作”模式。

所谓“虾稻共作”，即小龙虾
与水稻共作共生。沿稻田田埂挖
出环形虾沟，原来 1 米宽、0.8
米深的小沟，改成 4 米宽、1.5
米深的大沟。每到插秧时节，农
民把尚在幼苗期的小龙虾移至沟
内生长。等秧苗长结实了，再把
沟里的幼虾引回稻田里。这样一
来，四五月份收一季虾，八九月
份又收获一季虾，当地人称作

“一稻两虾”。
种养方式升级带来的是产量

提升，收入倍增。据测算，“虾稻
共作”模式亩平均产虾 170 公斤
以上，产水稻600公斤左右，亩平
均纯收入5000元以上，收入翻了
几番。目前，潜江“虾稻共作”面
积达85万亩，其中高标准万亩基
地 13 个、千亩基地 70 个。2020
年，潜江虾—稻产业链综合产值
已达520亿元

据介绍，潜江全市拥有交投
莱克、华山科技、宝龙水产、柳伍
水产等龙虾加工企业16家，年加
工能力达 35 万吨以上。这些企
业将小龙虾生产成各种形态的产
品，还引进科技手段将龙虾壳生
产为甲壳素等保健产品。产品覆
盖国内，还出口欧美、日韩等地。
2020 年，潜江龙虾加工产值达
118 亿元，加工出口连续多年领
跑全国。

“世界小龙虾看中国，中国小
龙虾看湖北，湖北小龙虾看潜
江。”2015年，潜江建成集度假旅
游、龙虾美食、文化展示、娱乐购
物为一体的生态龙虾城，集聚虾
皇、味道工厂、小二上虾等潜江龙
虾餐饮店，推出油焖大虾、蒜蓉
虾、清蒸虾、卤虾等128道小龙虾
菜品，成为食客追捧的美食地
标。每年夏天，潜江大街小巷尽
飘龙虾香味，越来越多的食客来
到潜江大快朵颐。

2016 年 5 月，潜江建起中国
小龙虾交易中心，在周边省市设
立 17 个分中心，形成覆盖全国
500 多个大中城市的冷链物流
网，潜江小龙虾在8至16小时内
就能被送上全国各个城市市民的
餐桌。据统计，食客每吃掉的10
只小龙虾中有 5 只产自湖北，而
其中3只便产自潜江。

夏国燕 陈周璇

湖北潜江：
“虾稻共作”破解江汉平原
农民增收困局

“空壳村”蝶变“网红村”
——云南昆明石桥村的乡村振兴之路

DONGFANG CHENGXIANG 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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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际

德国乡村振兴实现生态与现代化和谐发展

喀麦隆

为咖啡和可可行业
提供63亿非郎补贴

喀麦隆可可和咖啡行业发展基
金2021年补贴金额63亿非郎。预
计未来几年补贴金额呈指数增长，
五年内可达500亿非郎。补贴共有
三种，分为两大类。第一种是针对
化肥、种子、幼苗和抗病虫害产品等
农资产品的大规模补贴。这一类对
所有可可和咖啡生产者开放，不附
加任何条件。第二种、第三种补贴
是针对农业机械和设备以及支持性
基础设施，这一类对申请人有条件
限制，需要提供商业计划。政府的
目标是到2030年，把全国的可可产
量提高到64万吨，2019-2020年度
产量仅为25万吨。咖啡产量从目
前的2.2万吨提高到16万吨。

秘鲁

渔业产品出口
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秘鲁生产部统计，2021年前四
个月秘鲁出口超过87万吨海（渔）
产品，较 2019、2020 年同期增长
12%、147%；出口额超过13亿美元，
较2019年同期下降6%，较2020年
同期增长101%。 秘鲁当局将出口
的增长归功于直接和非直接人类食
用产品的产量显着提升，以及南部
海区鳀鱼产季启动。其中，直接人
类食用海产品产量达到22.3万吨，
同比增长67%，产值4.45亿美元，同
比增长28%；非直接人类食用海产
品产量高达 62.3 万吨，同比增长
166%，产值9.74亿美元，同比增长
178%。

巴西

6月农产品
出口额破纪录

巴西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6
月巴西农产品出口额达到了121.1
亿美元，同比增长25%，打破当月最
高纪录。其中，中国买走了近四成
出口，仍为巴西农产品最大买家。
农业部表示，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
巴西出口产品的国际价格增长了
30.4%。“这种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
价格上涨，对于本月破纪录是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因为巴西的出口量
减少了4.1%。”

［动态］二战后，德国致力于经济发展，大肆开发使残破脆弱的生态雪上加霜。但半个世纪以来，德国的经济和环境议题已

逐渐脱勾，从家园的重建扩展到大环境的重生，代表着德国人从本位主义中脱壳而出，与自然重新融合，推倒长久以来筑

砌于它和人类之间的高墙。绿色环境才是永续之道，在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行的今天，我们在发展现代化的同时，保护

好乡村的生态环境才是关键。

遗失声明

▲上海崇明新河镇社区体
育健身俱乐部遗失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新河支行开户许可证正
本副本，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2900085552701，开户许可证
编号 290000971883，开户日期
为：2011 年 2 月 20 日，声明作
废。

▲上海麦柯兰德文化创意
发展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14062516520H、证照编
号 为 14000000201608190398，
声明作废。

▲上海麦柯兰德文化创意
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壹枚，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