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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乡村发现

乡下头，
带你寻找
有意思的乡村

10 下水下水西村西村：：

昔日宰相故里昔日宰相故里，，今日休闲胜地今日休闲胜地

11 西门“社区文明周”

唱响“共建文明之歌”

12 百年老外百年老外滩滩

注入文化更具魅注入文化更具魅力力

于波是内蒙古赤峰人，2004
年从内蒙古民族大学动物科学专业
毕业后如愿进入扬州大学，攻读动
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研究生。在
导师陈国宏教授的推荐下，于波加
入了浙江省农科院首席专家卢立
志课题组，进行“鸭的早熟与高
产基因研究”。在跟随卢教授学习
的过程中，于波接触到许多畜牧
创业人士，也在业内积累了广泛
的人脉。这时，恰逢镇海原江南
家禽育种有限公司王应龙经理寻
找企业接班人，于波看中良好的发
展机遇与实践平台，毫不犹豫地跳
入“农门”。

于波此举遭到家人的强烈反
对，他的导师好和卢教授也多次提
出，要介绍他进入研究所工作。但
此 时 的 于 波 “ 一 根 筋 搭 在 了 农
村”，他告诉家人“农村大有可
为”。这时，妻子王冬蕾坚定地和
他站到了一起，“我不支持他，就
没有人支持他。”

进公司后，于波主动从基层干
起。捡鸭蛋、配饲料、喂饲料、接
待客户、进行日常管理等，他每天
的睡眠时间不超过 6 小时。“一年
365 天，鸭子不休息我也不休息。”
于波一心扑在公司上，几乎放弃了
所有的假期。于波有个习惯：开着
电视机睡觉。他说只有这样，才能
暂时不想着鸭子，在看电视的疲倦
中入睡。

“只有创新养殖方法，才能提

升利润，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
这是于波一直以来秉持的理念，也
是他努力的目标。2008 年，于波
开始承包镇海江南家禽育种有限公
司。看到鸭舍陈旧，于波翻新旧鸭
舍，实行架空饲养，打造全封闭现
代化鸭舍。夏季安装湿帘降温，改
善种鸭的生长环境，提升其在小环
境中的可塑性，从而降低发病率，
增加产蛋量。2010 年，于波开始
研究自动化刮粪装置，测量刮粪机
尺寸，联系厂家安装，在鸭舍地面
建起了粪槽。传统养鸭采用有水养
殖，污染水环境，于波开始探索无
水养殖的新模式。2014 年，为响
应“五水共治”的号召，于波开发
出绿色生态养殖模式，“最大限度
地降低蛋鸭养殖过程中的粪污排
放”，成了公司发展的新课题。经
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实验，于波完善
了养殖污水处理工程，使蛋鸭养殖
彻底达到零排放。2015 年，全市
水禽旱养技术现场会在镇海江南家
禽育种有限公司召开，绿色生态养
殖模式得到了成功推广。

目前，镇海江南家禽育种有限
公司已被农业部评为“国家水禽产
业技术体系宁波综合试验站建设依
托单位”、浙江省一级种鸭场、全
国唯一一家青壳 II 号蛋鸭生产公
司，而于波本人也获得了宁波市优
秀科技工作者、浙江省农村科普带
头人等荣誉称号，入选了宁波市领
军和拔尖人才工程第三层次。

于波 用“科技改变传统”的养鸭人

戴尚锋戴尚锋 （（何峰何峰 摄摄））

陈少冲陈少冲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编者按：创业创新是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我市出台了大学生在农业生产领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引导和鼓励广大大学生投身农业。
一大批大学生先后回到了农村，他们年轻、富有激情、善于创新，成为一支综合素质高、创业能力强、发展潜力大、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农村创业人才队
伍。他们的创业故事说明，搞农业同样也是有前途的，农民也是一份体面的职业。本期我们遴选了四位在农业领域创业创新有代表性的大学生，把他们的创
业故事分享给大家，在向他们致敬的同时，希望能激励更多大学生投身到新农村的创业创新大潮中去。

大学生投身农业
“种出”希望 “收获”成就

本报记者 孙吉晶 通讯员 竺颖盈

“90 后”的戴尚锋是奉化人,毕
业 于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土 木 工 程 系 ，
2011年创立奉化羊羔仔农场。

因为从小的一个农场梦,戴尚锋
辞去了稳定的工作，毅然决定回家乡
圆梦。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他从未接
触过农耕劳作，只凭着一腔热血和初
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四处碰壁。一
开始家人也不看好他，总觉得一个大
学生不应该回家务农。但是戴尚锋并
没有放弃，四处拜师学习。后来，他
用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在奉化尚田
找了一块合适的场地，于 2011 年正
式创立“奉化羊羔仔农场”，先后引进
红心猕猴桃、蓝莓、脆皮核桃等。目
前，农场占地面积 306 亩，其中种植
红心火龙果 100 亩，红心猕猴桃 50
亩，蓝莓70亩，脆皮核桃50亩。

为更好地学习农旅融合发展经
验，他先后去特色农产品观光游、科
普观光园、农耕园等地方学习参观，

细细琢磨。在经营中，他努力使农场
突出绿色、生态、有机、多样、优质等
特色，形成了自己“树下养鸡、水边钓
鱼、听着神话故事、赏着秀丽风光、品
着美味佳肴”的农场文化。几年来，农场
接待游客20余万人，先后获得火龙果
示范基地、省科技示范户、省果蔬采摘
基地、镇优秀农业合作企业等荣誉。

戴尚锋说，他计划将“羊羔
仔”打造成一个集生态旅游、休闲
度假、生态农业示范、生态农产品
生产和专供等为一体的多功能生态
旅游农场，让游客在古香古色的建
筑和淳朴的民俗民风里，体验摄影
游、采摘、垂钓、生态观光，吃上
可口的生态鸡、生态兔、生态鱼，
感受农耕文化带来的乐趣。

如 今 ， 羊 羔 仔 农 场 已 经 6 岁
了。虽然遇到过不少困难，但已经
初具雏形，戴尚锋相信未来肯定会
更好。

戴尚锋 名校毕业生的农场梦

姚春梅 2009年毕业于浙江万里
学院国际贸易系物流管理专业，回
到老家看到在田间地头干活的都是
老人，萌生了做农场主的念头。

这个想法在亲人看来无疑是
“异想天开”，说大学四年算是白读
了，放着白领不做，却跑回农村来“自
讨苦吃”。不过，姚春梅的坚持最终消
除了亲人的疑虑，全家拿出所有积蓄，
东拼西凑开始了她的创业之旅。

2009 年 7 月，姚春梅成立了鄞
州国良果蔬专业合作社，承包了洞
桥庙准山。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姚春梅接手时，这座山的杂草有半
米多高，周边都是杂树。在接下来
的时间里，姚春梅跟父母和工人一
起，拿着砍刀上山砍树砍杂草，这
对于握惯笔的她来说，是件十分劳
累的事情。有时候，面对父母埋怨
和高强度的劳动，她也会委屈到想

哭，但最终不服输的意志使她坚持
了下来。

自 2010 年 3 月种下第一批樱桃
树至今，合作社总种植面积超过了
1000 亩，种植了樱桃、杨梅、雷
笋、枇杷、水蜜桃等经济作物，年
销售额 500 余万元。而这，仅仅是
个开始。

凭借大学里学到的物流、营销
等专业知识，姚春梅对周边地区的
农产品流通进行了调研，对种植品种
进行严格筛选后，实施错位种植。姚
春梅还为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让农产
品走上品牌化道路。考虑到农产品不
易储藏，她建了一个冷库。庙准山成
了集种植、生产、科研、旅游休闲为一
体的综合生态农场，她本人也先后获
得了“浙江省农村致富带头人”“浙江
省双学双比女能手”“浙江省致富女
能手”等诸多荣誉和奖项。

姚春梅 女大学生花开庙准山

“85 后”的陈少冲，骨子里总
透着一股韧劲，一股对农村广阔天
地的热爱和对事业敢想敢拼的闯
劲。2010 年，刚从浙江农林大学毕
业的陈少冲进入园林公司，依靠扎
实的专业知识和勤奋工作，很快成
为项目经理。但他并不满足于现状，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于是他
独自来到北京，开始了新的旅程。在
北京的两年里，陈少冲结识了很多创
业的年轻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
唯独没有农业。记忆中做农民的父亲
从来都是“面朝土地背朝天”的辛苦
劳作，一个小小的梦想顿时在他的心
里被点燃了，他想回到农村，改变人
们对农业耕作没多大前途的观念。
2012 年，陈少冲回到了家乡——余
姚马渚，流转土地 300 多亩，成立
了余姚市好帮手粮机专业合作社。

“创业初期是最难熬的。”陈少
冲说。“刚开始遇到很多困难，资
金、技术还有人员配备等问题接二
连三出现，虽然忙得焦头烂额，但
总是找不到解决方案。”这些困难并
没有让他气馁，陈少冲快速调整好
心态，冷静客观地分析原因，针对
每个不同的问题，逐一突破。不了
解信贷政策的他一开始四处碰壁，
通过学习惠农政策，得知农村信用
社有相关的惠农政策。他抓准机
会，终于把贷款问题解决了。技术

方面，他从生产一线做起，请教农
技专家，查阅各种资料，掌握水
稻、小麦和油菜的栽培技术。为解
决病虫害防治及生产中常遇到的问
题，他参加了各类农业实用技术培
训。通过环境分析、市场机会识别
和创业风险分析，他制定了合作社
的发展规划，提前做好生产计划和
营销方案，结合农时实际将人员配
置进行提前部署。慢慢地，在陈少
冲不懈的努力下，这些问题都迎刃
而解了。

2013 年，合作社扩大了经营规
模，通过与宁波市种子公司、宁波农
科院合作，建立 300 多亩的制种基
地。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壮大，陈少冲
建起了粮食烘干中心、维修中心、农
资资料仓库和农机库房。今年，陈少
冲购置了 1台无人植保飞机，和小伙
伴组成一支植保飞防小队，解决了周
边农户打药难的问题，真正实现机器
替代人，突破了用工难的瓶颈。

目前，余姚市好帮手粮机专业
合作社流转土地面积 700 多亩，现
有烘干机5台，插秧机5台，收割机
6台，大中型拖拉机3台。种植的优
质大米供不应求，种植的高粱和小
麦酿成纯正的白酒销往各大城市。

“我还想搭建一个温室大棚，成
立开心农场，实现家庭配送。”陈少
冲又有了新的设想，追逐梦想前行。

陈少冲 稻田里的逐梦人

姚春梅姚春梅 （（左左））（（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于波于波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新闻背景

大学生成我市农村
创业群体重要组成部分

为加强现代农业建设，培
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
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
近年来，我市积极鼓励和引导
大学生在农业生产领域就业创
业，使他们逐步成为我市农村
创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9 年我市出台了“扶持大
学毕业生到农业生产领域就业
创业”相关政策。次年，为进
一步提高我市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科技创新、科技应用、科技
服务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市
政府出台了《关于鼓励高校毕
业生在农业生产领域创业就业
的若干意见》。

2012 年，我市又进一步
完善了大学生在农业领域创业
就业相关扶持政策。对符合要
求的在农业生产领域创业的大
学毕业生，按工商注册登记，
市财政给予每人每年 1万元补
助；对符合要求的引进大学毕
业生就业的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市财政给予 1 至 2 名聘用
人员每人每年 1万元的基本报
酬补助，并要求区县 （市） 财
政 按 不 低 于 1∶ 1 的 比 例 配
套。同时，为加强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与各涉农高校供求信息
的对接，市农业局每年组织农
业经营主体参加全省农业专场
招聘会。通过资金扶持、搭建
平台、主动对接，鼓励大学生
到农业创业就业，引导现代农
业经营主体引进科技人才，提
高经营主体的自主科技创新能
力。

各区县 （市） 农业部门也
结合当地实际，开展新型职业
农民和青年农场主培育，有重
点地推广现代农业种养新技
术、新品种，帮助大学生制定
创业计划，进行手把手的技术
指导。技术能手、青年种养
户、创业之星、“农创客”等
先进典型层出不穷，涌现出奉
化市羊羔仔农场的戴尚峰、鄞
州姜山归本水稻农场的汪琰等
农业部“农民创业创新优秀带
头人典型”，省级大学生农业
创业典范海曙鄞江的姚春梅、
省大学生“农创客”典型慈溪
长河的沈楠等。此外，我市还
开展了宁波市“十佳大学生农
业创业之星”评选表彰，培育
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
经营的新型青年农民。

（孙吉晶 竺颖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