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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张堰建农村优化人居环境绘实乡村振兴底色

仓库变公园、鸡鸭棚变菜园 村民生活更有活力

□记者 曹佳慧
最近，金山区张堰镇建农村 5
组村民的家门前，又多了一个村民

公园。碧绿平整的草皮，崭新的健
身器材，遮荫蔽日的凉亭……夏末
的傍晚，村民们在此处乘凉、健身、
散步、拉拉家常，好不惬意。

建农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孙俊告
诉记者，这里原来是一处仓库。经
村民同意拆除后，计划将此处打造
成一个村民公园。
“有一户村民听说
这里要改造成公园，特别支持，又出
钱又出力，重新设计改造方案，打造
了一个‘升级版’村民公园。”他们不
仅亲手画了设计图纸，还买来了草
皮、打造了凉亭、设计了小景观，让
这个公园更添生机和活力。
记者来到建农村时，这个公园
正在建设中。几个工人正在做最后
的收尾工作。和工人一起干活的村
民 张 阿 姨 ，就 是 那 位 热 心 肠 的 村
民。她和原本就从事绿化工程的丈
夫自掏腰包，亲手扮亮了自己的美
丽家园，也让村民多了一个茶余饭
后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自建农村开展“美丽乡村 幸福
家园”创建工作后，以“无五违、清群
组、村整洁、院漂亮、水清澈、柳成
荫、人和谐”为目标，村两委班子带
队分组分片开展入户宣传活动，在

全村内形成浓厚氛围，广大村民积
极投入到创建工作中。村民张阿姨
一家就是最好的例子。
与此同时，建农村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曾经的 16 组建农路路口，每
当村民由西向东行驶时，转弯处一
户村民违章搭建的棚房便会遮挡视
线，无法观察到由南向北行驶的车
辆，极易发生交通事故。而棚房里
养殖的鸡鸭也为周边的环境带来一
定影响。为了消除这个安全隐患，
改善脏乱的环境，村干部们对这户
村民反复劝说，终于将后院的违
章搭建拆除。如今，这个路口不
仅有了较好的视野，原来的违章

搭建处还被精心打理成小菜园。
村民种植的杜瓜等蔬菜绿意盎然，
藤蔓爬出了院墙，亦成为一处乡村
美景。
“人居环境的提升不是一蹴而
就的事，是一项长期性、常态化的工
作。”孙俊告诉记者，这项工作需要
打破村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往往需
要村干部、党员和村民组长带头，反
复做工作，不断交流和磨合。未来，
建农村将凝聚合力，让村民养成良
好的生活、卫生习惯，持续深入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美丽乡村品质，
让乡村变成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
助 力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发 生 美 丽“ 蝶
变”
，
绘实乡村振兴底色。

“小红薯”成就村民致富路

俞东华

太平洋安信农保上海金山支公司副总经理
金山区朱泾镇长浜村指导员

2019 年 6 月，俞东华响应组织
的号召，来到金山区朱泾镇长浜村
开展驻村工作。从国企的管理者
变成驻村干部，对他来说，改变的
是外在的身份，不变的是服务“三
农”的初心和使命。
立足村情
探索驻村方向
长浜村位于朱泾镇东北部，长
期以来，经济相对薄弱，主要原因
有三点，一是土地资源稀少。由于
村域内交通最为便利、地理优势最
好的部分土地，被征用为工业区。
同时，原来土地上的村民迁到村内
其他地点，这使剩下的可用地大幅
减少，剩余的只是村民宅前屋后的
自留地，主要是村民种点蔬菜，用
于减少家庭开支，且村内土地 95%
以上被规划为基本粮食用地。二
是村集体经济没有更多的收入来
源。长浜村全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只有 55 万元左右，村经济严重缺乏
收入来源。三是长浜村村民缺少
增收渠道。村里年轻人或高学历
者基本都在市区工作，村域内居住
的基本上是老人和小孩，只依靠农
保和镇保生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乡 村 振

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
“ 产业兴
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实现农
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的基
础。为此，俞东华立足长浜村的现
实条件和产业发展现状，把驻村工
作的重点，放在了引进发展特色农
业项目、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上。
广泛调研
努力选好项目
俞东华驻村后，凭借从事农业
保险岗位时对农业产业方面的了
解，为了选对选准合适的项目，通
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进行调研，其间
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有的优质
项目因为没有充分考虑长浜村人
多地少和耕地属性的现实条件而
不得不放弃。随着一点一滴经验
教训的积累，俞东华慢慢调整思路
和方向，有意识地进行横向比较，
寻找更加经济实惠的农业项目。
经过一个多月的摸索，他在选
择农业项目前设定了几个条件，一
是农产品的种植技术简单（老百姓
能快速掌握，最好原本就在种植）；
二是成本投入要少，不需要农业设
施（露天就可以种植）；三是种植周
期短（两三个月就能出产品）；四是
亩产值要高；五是深受都市普通消

费者的喜爱，市场需求要大；六是
便于储存，有较长的销售周期。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查找，俞东
华先后赶到浙江、安徽、江苏等 6 个
省市县寻找符合要求的农产品，最
终选择了 5 个基本符合条件的农产
品产品。俞东华回村后第一时间
联系村“两委”班子成员，对 5 个项
目进行审定，把每个项目的优点和
缺点等逐一进行讲解。通过反复
比较和筛选，最终选定“天目小红
薯”
作为第一个导入产业项目。
深入走访
用真情让农户接受
为了让村民接受“小红薯”项
目，俞东华一个村民小组接着一个
村民小组地跑，面对面地向村民们
宣传种植“小红薯”的好处，走村入
户推广，好不容易找到 4 户村民同
意试种。随后，俞东华立即驱车前
往杭州临安，找到当地一家很有实
力的种植“小红薯”专业合作社，经
过几番诚恳耐心地沟通协商，这家
合作社同意免 费教授种植技术 。
就这样，俞东华在临安每天一早就
在地里跟着当地农户学习深翻、起
垄、撒肥、铺膜、预水、斜种、养护等
种植技术，晚上请教农户学习其他
相关的一些要点。
经过一个星期的认真学习、记
录，俞东华俨然是一名“小红薯土
专家”了。学成后，俞东华自己出
钱采购了满满一车红薯苗，又开着
自己的车连夜赶回村里，虽然被蚊
子、蚂蚁咬了一路，也没能延缓他
的脚步。然而，当他把苗拉到村民
家门口时，一片热心换回的是“质
疑”甚至“白眼”。前几天还同意试
种的几位村民当着俞东华的面说：
“你怎么保证我们种了能赚钱，要
是你说大话空话，我们几个月的地
不就白种了？”还有的村民甚至提
出要俞东华每户先押一万块给他，
他才肯试种。面对村民的不理解、
不信任，俞东华十分焦急，但他没
有放弃。他觉得，村民有想法是情
有可原的，要想取得村民的信任和
支持，就要找到打消他们顾虑的方
法。他又赶到临安与合作社反复

沟通，合作社被他的真诚所感动，
最终同意小红薯按每斤 3 元高于市
场价回购，并订了回购协议，解决
了销售问题。
他再次赶回村里，但村民还是
不愿意试种。最后还是在村书记
的帮助下，找到了村里的一户家庭
农场试种，家庭农场的老板老胡非
常爽气，当场翻整土地，第二天上
午，全部种植完成。8 月中旬，翻
地、播种、浇水、除草……长浜村里
种下了两亩小红薯，也种下了俞东
华和村民们发展产业增收致富的
希望。到了 11 月中旬，
“天目小红
薯”成熟上市，由于口感真的好，
软、糯、香甜销售异常火爆，国家电
网、银行、企业都主动找上门，派出
单位也很支持，组织大家来买。经
过测算，一季亩产达 2500 斤，按每
斤 3 元的价格收购，产值达到 7500
元，刨去成本亩均大约 2000 元，每
亩收益 5000 多元，一年种两季，每
年收益超过 1 万元。
总结推广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第一年的试种成功，村民们听
说老胡种小红薯赚钱了，看到了好
处，纷纷认可了俞东华的项目。经
过村委再一次发动，村民们踊跃报
名，村委会一时间热闹非常，几天
里 就 有 800 多 户 村 民 报 名 。 2020
年，在村“两委”的带动下，俞东华
在长浜村召开了小红薯种植技术
推广会，邀请临安技术专家现场分
析点评和交流指导。与此同时，派
出单位帮村里募集了 20 万元产业
帮扶资金，采购种苗，免费发放给
村民；村委会也购买了 20 吨有机肥
发放给村民。全村 1157 户 80%的
村民（930 户）和生活困难户分别于
5 月、8 月两季开始种植小红薯，总
面积达到了 150 亩。

为了确保销售和可持续性，在
镇党委和村“两委”的帮助下，小红
薯成功获得了朱泾镇“珠丰”镇域
绿色品牌的冠名，顺利打响了“珠
丰冰淇淋小红薯”的品牌。在产品
销售过程中，俞东华和村“两委”班
子商定，由村委统一向村民进行收
购，由村委统一销售并一起组建销
售团队，相互传授各种销售方式
和销售技巧，形成线上采用电商
平台和微信、电话销售，线下采
用定点采购和高端礼品等多种销
售方式，解决村委和村民的后顾
之忧，最大限度帮助农户稳定增
收。“珠丰冰淇淋小红薯”也一举
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种植
的村民都有了 500-3000 元不等的
增 收 ， 村 集 体 经 济 净 增 收 3.5 万
元，为长浜村后续的扩大种植和
产业链延伸打下扎实的基础。为
扩大产品影响力，俞东华不仅帮助
周边村种植，还帮助其他驻村指导
员在所驻村种植，共涉及 5 个镇 9
个村，已初步形成了具有可复制、
可推广同时具备“造血”功能的特
色农产品。
接下来，俞东华已和村“两委”
商定，将“小红薯”的产业链延伸，
把“小红薯”做成红薯干，通过深加
工提高产品附加值，此外，村里还
打算把金丝皇菊作为第二批导入
产业，利用公司的帮扶资金，在朱
泾镇紫金大桥东北侧打造具有田
园风格的金丝皇菊种植园，成为又
一个带动村民 增收致富的“金疙
瘩”，这是俞东华的愿望，也正在
“破茧成蝶”变为现实。
近两年的驻村工作，俞东华牢
记初心和使命，实干为农，不断提
升自我，克服困难，百折不挠，在助
力乡村振兴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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