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酵素农法”，农技专家大多持肯
定的态度。市农业农村局农田管理处负责人
李永华说，使用环保酵素，其实是一种生态
循环农业，最大的好处是减少化肥农药的使
用，有助于改良土壤，提升农产品的品质。

“对城市人来说，在家里制作酵素也不难，
用来种花种菜挺好，对教育孩子认识、探索
自然奥秘，很有帮助。”李永华说。

不过，从农业生产实际来看，大规模推
广使用环保酵素，也存在着不少难度，即便
像箭岭村这样开展了多年的酵素种植，其每
年生产的环保酵素数量也很有限。大堰镇组
织委员盛贞贞说，酵素种植的规模化推广，
需要高度的组织化，把人力、物力等各要素
都调动起来，而且要保证制作材料的来源，
具有相当的难度。

“因为大堰是水源保护地，必须走生态
农业道路。”盛贞贞说，今年大堰准备在
后畈、南溪两个村搞酵素农业
试点，结合生态

大棚和水肥一体化、微生物改良土壤等技
术，探索绿色低碳农业之路。镇里新申请了

“酵冠自然”商标，下一步要推出系列酵素
农产品，发展乡村研学教育和休闲旅游，创
建全省首批低碳镇。

农业专家说，酵素农业目前还是“小
众”产品。要做好酵素农产品这篇文章，找
准产品定位、打好品牌很重要。像上海某大
棚果园，利用环保酵素给果树施肥、杀灭
病害，其产出的水蜜桃售价高达每公斤
30 元。果园主人说，他们的酵素蜜
桃，很大一批客人是孕妇或刚
生产的宝妈，对果品安全
性特别注重。小众化
精 准 营 销 ，主
打生态

环保的思路值得
借鉴，这将为酵
素农业开辟
更大的市
场。

着眼低碳绿色，小众农业打好特色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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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打造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推
动农业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全链条拓展农业绿色发展空间，培育绿
色低碳新增长点，加快形成发展新动能。

农业生产活动是全球碳排放的第二大来源。在“碳中和”背景下，农业废弃
物的循环再利用，用生态肥料替代化肥等，对减少农业碳排放具有积极的作用。
这其中，环保酵素的使用是一个代表。近年来，酵素农业在我市不少地区进行了
积极试点。

酵素农业如何有效推广？能否真正为农户带来实惠？怎样打造以“酵素农
法”为核心的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日前，记者对部分实施“酵素农法”的乡村
进行了实地走访和调查。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毛节常 严梓宁

4 月 8 日一早，在奉化大堰镇箭岭村的酵
素农业试验田里，村民王文定将一桶环保酵
素搬到田间，用大勺浇灌到地里，为土豆施
肥。

今年开春，王文定种下三亩土豆，但他没
有像以往一样使用农药和化肥，而是使用酵
素种植。老王说，用酵素种植，土豆不会长虫，
虽然个头小一点，但品质好、口感佳，每公斤
可卖到 10 元 ，效益是普通土豆的两倍多 ，

“虽然土豆才种下，但已被预订一空了”。
箭岭村可以称得上宁波酵素农业的“策

源地”。早在 2017 年，“环保酵素推广达人”刘
安芬就在村里试点种植酵素生态水稻。箭岭
村党支部书记王建国说，最初只种了三五亩，
这几年面积逐步扩大，已有近 20 亩，去年村
集体销售生态酵素大米 5500 余公斤。

除了水稻，箭岭村还利用环保酵素，种
植了 30 亩猕猴桃。“因为不用化肥，完全生
态化种植，培育出的猕猴桃汁多果甜，销路
很好。”王建国说。

这两年，环保酵素从大堰山村走向了平
原，应用到更多农作物的栽培。江口街道周

村是远近闻名的蔬菜村。2019 年，在街道
干部的带动下，村里开辟了一块 7 亩的酵素
蔬菜园，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不用激素、
不用除草剂，只用酵素种植。

村民周高仁说，他用酵素种植青菜、菠
菜、萝卜等多种蔬菜，长势不错。“靠着不
断琢磨，我现在对酵素的配方、使用越来越
得心应手，蔬菜亩产量也提高了。”周高仁
说，相比于使用农药化肥的蔬菜，用酵素浇
灌的蔬菜生长周期会长一周左右，口感更加
鲜甜。现在，他已经有了一批“粉丝”客
户 。 像 酵 素 青 菜 ， 最 贵 时 卖 到 每 公 斤 20
元，客户还抢着要。

农业部门技术人员说，现在农户对酵素
产品的认知度在上升，像镇海、鄞州等地的
一些果蔬园，近年来通过小面积试验，使用
酵素种植水果番茄、草莓、葡萄等果蔬。

“酵素种植的推广，跟市民对此的认识、接
受程度提升有密切关系。在前期的垃圾分类
宣传中，很多地方介绍用菜叶子等制作酵
素，从而使得酵素农产品拥有了生态概念，
得到广泛认可。”该技术人员说。

从大米到果蔬，酵素种植全面开花

酵素农业的概念最早起源于日本，在泰
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受到广泛追捧，传
入中国也就 10 来年时间。

在箭岭村的酵素制作场里，记者看到现场
摆放着一个个硕大的塑料桶，桶里是静静发酵
的酵素材料。村民毛浩良说，环保酵素是由红
糖、植物鲜垃圾和水，按照 1310 的比例混
合，经过 3 个月时间发酵制成的。因此，制作酵
素是有成本的，每年村里要采购五六百公斤的
红糖。村民家产生的有机厨余垃圾，像蔬菜叶、
残余的水果等可以用来做酵素，其他的只能沤
肥，混合成复合肥。“收集的厨余垃圾，每 10 公
斤能做酵素的只有1公斤多。”毛浩良说。

使用环保酵素种稻种菜，能否获得额外
利润？王建国给记者仔细算了一笔账。箭岭村
用环保酵素种出来的生态大米，亩产量约 300
公斤，按照每公斤 18 元售价来算，每亩收入
5500 元，用化肥农药种出的高山大米，每亩收
入在 2500 元至 2800 元之间。

“表面上看，酵素大米比普通大米能卖高
一倍的价格。但用酵素种植，完全要靠人工精
耕细作，劳力成本相当高，此外还要用大量的
有机肥。”王建国说，制作酵素也要投入大量
的人力。因此两者相比较，酵素种植成本要高
出一大截，综合下来实际利润相差无几。

有鉴于此，今年“退花还田”后，箭岭村增

加了几十亩稻田，但村里并没有打算扩大酵
素水稻的种植。原因一是缺乏劳力，二是看不
到有更多的利润产生。

王建国说，箭岭之所以发展酵素农业，
看中的是社会效益，这要远远大于酵素农业
本身的利润。该村通过酵素农业这一渠道，
让厨余垃圾变废为宝，实现循环再利用，
也打出了大堰“酵素良耕”这一品牌。种
一亩地，要消耗 200 公斤的酵素，迄今
为止，箭岭村回收制成了40吨环保酵
素，“消灭”了近 50 万公斤厨余垃
圾，“零污染村”经验成为全国山区
生态环保的一个典型。

“酵素农法”这笔账怎么算？

▲箭岭农户
收割酵素水稻。
（余建文 摄）

▲周村农户种植酵素蔬菜。
（余建文 摄）

新棉村党支部书记徐伟东 （中） 和村民丈量田地。（孙肖 摄）

记 者 孙肖
通讯员 王禹

“了解村庄的前世今生，学习
做好村里的五年规划，学会和村民
有效沟通⋯⋯通过这一年学习，大
家要活学活用，发挥好村里‘领头

雁’的作用。”4 月 8 日，北仑区小港
街道第五期村干部读书班因疫情
改为线上开班，班主任钱树德老师
通过微信群，为前来学习的 38 名
村干部加油鼓劲。

“7 年来，我们共举办了 5 期培
训班，办班的目的是帮助新任村干

部 ， 特 别 是 村 支 书 、 村 委 会 主
任，让他们尽快进入新角色、展
现新作为。”小港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皮浪波介绍，2015年 8月，小港
街道村干部读书班正式开班，每
届培训班为期一年，涵盖基层党
建、乡村振兴、安全生产、土地
管理、矛盾纠纷、认真履职等方
面内容，确保村干部学有所获、
学有所成、学有所用。7 年来，街
道培养出一批在实际工作中有担
当、有作为的村干部。

“村干部读书班的课堂上，不
仅有理论，还有案例和干货，对我
在村里开展工作很有帮助。”村干
部读书班第三期学员、山下村党
支部书记徐勇感叹，实现共同富
裕是“当务之急”，经过一年的学习

以及和其他村干部经验交流，去年，
他在村集体发展规划等方面交出
了一份出色的“成绩单”。

“我们村集体年收入原来只有
100 多 万 元 ，去 年 提 升 到 770 万
元。”徐勇说，10 多年前，山下村把
120 亩土地出租给企业，一亩地一
年收入仅 6000 元。随着原有土地
出租合同陆续到期，徐勇在厂房租
金方面动足了脑筋。

“对于流转回来的土地，我们
做了长期规划，邀请第三方公司，
协助了解市场情况，挨家挨户走
访，通过严密计算，将租金定为每
平方米 18 元，维护企业与村民的
双方利益。”徐勇介绍，为了资源利
用更合理、村民利益更大化，企业
续租要经过村支部委员会、村委委

员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共
同协商后才能通过，对那些对环
保、安全危害较大的企业，村里及
时进行劝退。

村干部读书班不仅助推乡村
振兴，还提升了村干部的履职能
力。去年 12 月，为了响应国家“非
粮化”整治的号召，村干部读书班
第二期学员、新棉村党支部书记徐
伟东带领村干部上门走访，做好农
户思想工作，仅用 15 天就完成了
400 亩土地的“非粮化”整治。

记者在新棉村看到，曾经种植葡
萄等经济作物的 400 亩土地已完成
清理，村民准备耕种水稻。“粮食对我
们国家和老百姓来说很重要，村支书
劝我们的话有道理，我们大家听得进
去。”村民蒋爱国告诉记者。

江桥头村党支部书记丁洁银制
定了独有的“五抓五促”工作法，让江
桥头村从农村垃圾分类落后村转变
为优胜村；衙前村党支部书记姚云以
身作则，积极承担北仑建区以来最大
的单体农村房屋拆迁项目，目前衙前
村腾空率达到 92.57%；新模村党支部
书记姚小东与工作人员排查出 2500
余处乱堆乱放点位，清运垃圾 700 余
车，大大提升村容村貌⋯⋯在小港街
道，受益于村干部读书班的村干部还
有很多。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
什么’的原则，确保村干部将培训所
学用到实处。”皮浪波介绍，本期读书
班结束后，将把各村干部关于所在村
打造共同富裕示范村的思路汇编成
册，提供经验分享。

北仑小港街道举办村干部读书班
将培训所学用到实处

▲农户栽种酵素土豆。 （毛节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