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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专访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汤艳
娟）巴西亚马逊雨林发生火灾跟中国
人的餐桌有什么关系？食物从田间
地头到达餐桌前，竟然有三分之一浪
费在途中……8月23日，由市农业农
村委指导，重庆日报联合博恩集团主
办的“乡村振兴大讲堂”第三期在重
庆新闻传媒中心开讲，全国知名“新
农人”、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联合
主席、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博士后石嫣，以《从土地到餐桌：如何

通过社会化农业捍卫我们的餐桌安
全》为题，分享了自己为什么要从事
CSA（即社区支持的生态农业）的故
事。

石嫣是中国社区支持农业和可持
续农业的重要推动者，是分享收获农
场、小毛驴市民农园、北京有机农夫市
集创始人之一。作为国内第一位公费
去美国务农的学生，2009年，她将美
国流行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引入北京
郊区农场，让农民与消费者共同承担

农产品生产的风险并分享收获，找到
了解决食品安全不信任问题的新路
径，她曾被评为“全球青年领袖”“全国
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标兵”等。

餐桌安全不但关乎百姓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关乎农业农村经济可
持续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的实现，也是困扰全世界的一个紧迫
性问题。

石嫣是个城里妹子，从小没接触
过农活，也是个标准的“学霸”。那

么，她为什么要投身农村当农民呢？
石嫣向大家分享了一次吃“剩食”的
经历。几年前，她在荷兰海牙一家餐
厅吃饭时，惊奇地发现自己吃到的美
食都是由附近超市里长相不好看、顾
客不愿买的“剩食”做成的，而这些常
人眼中的“歪瓜裂枣”其实上了餐桌
同样美味。正是因为了解到食物从
土地到餐桌的过程中，存在严重“浪
费”现象，她才逐渐将自己的兴趣转
移到可持续农业中来。而在对食物

体系模式、生产模式、经营模式等深
入了解后，她决定加入到CSA的行
列中来，通过社会化农业为市民餐桌
提供放心的农产品。她认为，CSA本
身强调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建立信
任关系，减少中间环节，让消费者了
解生产者，同时双方共担农业生产中
的风险，共享健康生产给双方带来的
收益。

在石嫣看来，农业不只是农民
的事情，而是所有人都应该关注的

事。这也正是她从事CSA的理由之
一。石嫣说，1个CSA网络可以影
响 3—1000 名农人，对应联系的消
费者数量达3—6000人。而1000个
CSA网络（包括农户、农场、合作社）
可以影响 50 万农人，300 万消费
者。而人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特别
重要，只要更多人加入到关注农业
的行列中来，农民就会成为令人骄
傲的职业，我们也能有一个更可持
续发展的乡村。

“你看我黑黑瘦瘦的，像不像个
‘村姑’？”8月23日下午，全国知名“新
农人”、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联合主
席、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
科学学院博士后石嫣，在接受重庆日
报记者专访时的开场白风趣幽默，“比
起博士后的头衔，我这个城里妹子更
喜欢被人称之为‘新农人’。”

“80后”女博士后石嫣是国内第
一位公费去美国务农的学生。她不仅
将欧美流行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引入
北京郊区农场，让上千户城市会员与
农场建立了食品安全信任关系，还帮
助200多名年轻人加入了“新农人”的
队伍。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才振
兴，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重要支撑。”
她笃定地对向记者说，如今，广大农村
正需要一大批有知识、有能力、有干劲
的年轻人加入，像她这样的“新农人”
下乡将大有可为！

“新农人”要与市场建立
信任关系

“说实话，以前我的生活过得有些
小资，虽然学农但很少手沾泥土，甚至
不知道农作物是怎样种出来的。这样
下去，读完博士又如何？”石嫣读博期
间被公派美国农场务农半年，成为国
内第一位公费去美国务农的学生。正
是这段经历，让她彻底改变了人生的
轨迹。

当时，她被美国农场的社区支

持农业（CSA）模式惊呆了：那里的农
作物不用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出产
的农产品直接供应给周边小镇的居
民。而小镇居民要在每年种植季节初
期，就预付给农场一年的费用。

“美国的这种CSA模式让我充满
兴趣，回国之后就尝试在京郊推广。”
2009年，正值中国人民大学与海淀区
共建产学研基地，石嫣就申请去基地
负责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试验。
2011年毕业后，她又在北京顺义区和
丈夫一起创办了“分享收获”农场。也
从那时起，她就和一般的农民一样，整
日在田间地头，和蔬菜大棚、鸡舍、猪
圈打交道，白皙的皮肤渐渐变成了小
麦色。

“我的CSA模式主要致力于搭建
一个信任的桥梁，让消费者真正享受
到健康安全的食品，让生产者得到公
平合理的收益，促成安全食物社区的
构建与发展。“石嫣说，几年下来，她的

“分享收获”农场已服务北京1000多
户会员，并在东北、福建、广东等多省
有合作基地。

有一年，她一个师弟在珠海办的
CSA模式农场遭遇台风，200多亩基
地里的有机蔬菜和大棚几乎全军覆
没，不能按时向会员供应有机蔬菜。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会员竟众筹100
多万元帮助农场重振旗鼓。“这个案例
恰好证明了这个农场与消费者建立了
充分信任的关系，也有力预示着这种
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可以呼应生产
者和消费者双方的需求。”

产业振兴与生态振兴应
共生发展

“我们国家提倡的‘城市反哺乡
村’，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去尝试和实
践。”石嫣认为，她的“分享收获”农场
更像是一个“新农人”的孵化平台。它
不仅传播社区支持农业的CSA模式，

也为中国农业培养了更多的“新农
人”。

她介绍，这些年，“分享收获”农场
吸引了上百位年轻人加入，有的跟着
她学习一段时间后选择“另立门户”，
有的选择返乡创业干起了家庭农场，
有的继续在农业领域探索新技术与新
产品。不过，她都建议这些“新农人“，
在发展有机农产品的相关产业时，要
将产业振兴与生态振兴共生发展。

“我与重庆特别有缘，好几个学生
都是重庆人。学成之后，他们基本上
都返乡投身了有机种养产业。”石嫣介
绍，其中就有一位名叫戴开行的“90
后”璧山小伙，于2016年在她的农场
学习有机种植技术后，返回老家当了
一名“新农人”。如今，戴开行按有机
标准种植了柑橘、蔬菜等，还养殖了纯
放养的40只山羊，产品一上市便销售
一空。

石嫣的另一个“80后”学生——
成都金堂县的唐亮也不赖。“他在我的
农场上了两年班后，我建议他回乡学
以致用，适度发展规模。后来，结合地
理位置等，他最后选择了方便保存与
运输的有机小黄姜产业。”石嫣说，唐
亮返乡后流转了40亩土地，创办家庭
农场种植了小黄姜，并带动父母与弟
弟一家加入进来。如今，唐亮按照有
机标准生产的小黄姜畅销北京等地，
年纯收入十几万元，

“我们这些‘新农人’种植的有机
农产品，不仅质优价高，且保护了生态
环境，实现了双赢。”石嫣给重庆日报
记者算了一笔账：每5户消费者加入，
可以让一亩土地脱毒；每10户消费者
加入，就可以让一个农民有机耕作；每
10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让5个年
轻人留在乡村工作；每1000户消费者
加入，就可以让一个乡村实现产业振
兴与生态振兴。

石嫣说，最近几年，她每年都要进
行公开讲座，在全国各地宣传CSA模

式。受这个理念影响，已带动一大批
“新农人”运作近1000家CSA模式农
场。

“新农人”要对职业有
自信、有底气

当前，人才匮乏是我国农村面临
的难题。在一些偏远农村，留守农村
的人口多为老弱病残，农村产业日益
凋敝。就连比较富裕的农村，因难以
享受与城里同等的公共服务等，也难
以留住优秀人才。

那么，作为全国知名的“新农人”，
石嫣对已经下乡的“新农人“和准备下
乡的“新农人”，有哪些建议呢？

“其实，我刚开始下乡办农场，也遭
受了不少人的质疑。就连来我农场实
习的学生，也经常发生被父母接走的情
况。”石嫣说，当前社会对农民的职业
认同感还有待提高，“新农人”下乡首
先必须承认农耕文化、传承农耕文化，
对农民这个职业有自信、有底气。

对于已经下乡的“新农人”，她建
议大家不一定局限于从事农业生产一
线，还可以投身到乡村的二三产业当
中，如销售、加工、民宿等产业。同时，
大家要主动融入现代科技创新和组织
创新中去，努力推动乡村振兴和生态
文明、农民共同富裕。

她建议准备下乡的“新农人”要做
好三个准备:一是不能仅凭满腔热血，
要耐得住农村的寂寞，做好长期与土
地打交道的准备；二是要有工匠精神，
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储备种养技术、销
售市场等资源；三是学会与村民打交
道，放下自认为的精英身段，用智慧去
引领大家学会生态种养方式。

“做农业得有情怀，否则就难以坚
持。”石嫣说，“新农人”一定要有精进
的精神和长期的目标，不断实践、记
录、研究、学习再实践，“其实，助推乡
村振兴，我们都在路上。”

“新农人”下乡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汤艳娟 龙丹梅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汤
艳娟）“这次讲座收获很多！希望
像乡村振兴大讲堂这样’接地气’
的讲座能够多多举办。”8 月 23
日，在乡村振兴大讲堂第三期现
场，一名从四川广安“夜奔”至重
庆听讲的新农人陈海滨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据了解，由市农业农
村委指导，重庆日报联合博恩集
团主办的“乡村振兴大讲堂”已举
办三期，不但收获了一批铁杆“粉
丝”，也因其接地气、有温度的讲
座内容，成为众多新农人交流“取
经”的平台。

8月23日，重庆新闻传媒中
心乡村振兴大讲堂第三期现场，早
早到来的观众们将报告厅坐得满
满当当。在报告厅最后一排，一个
身穿浅绿色连襟衫、头戴斗笠的男
子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认真地听
石嫣演讲，同时用手机拍照录音，
并在一张火车票空白处记下要
点。见他没有可供记录的笔记本，
现场工作人员赶紧给了他几张白
纸，这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原
来，这人名叫陈海滨，今年33岁，
是四川广安人，返乡搞农业已经长
达6年时间，期间也遇到了一些瓶
颈，急需交流和“取经”。在网络上
了解到重庆日报举办“乡村振兴大
讲堂”的消息后，他于8月22日晚
买火车票从广安到了重庆，生怕
赶不上参加大讲堂。由于来时仓
促，他连纸笔都忘了带。不过，尽
管行色匆匆，他还是给石嫣带来
了礼物——一顶川东特色的斗
笠，以此来感谢石嫣向广大“新农
人”分享经验。

重庆“合初人”耕读之家创办
者朱艺已是第二次参加乡村振兴

大讲堂。朱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2009年，她就是经石嫣介绍进入
CSA领域的，并同时将自己创办的
公益组织搬到了农村，做生态农耕
和社区支持农业的行动研究。如
今，她创办的“合初人”耕读之家，
作为一家生态小农，已经有了一批
基本固定的“菜友”。这次乡村振兴
大讲堂举办前，她将讲座信息分享
到“耕食缘群”后，不少生态小农和
生态消费者主动报名来参与，“这
说明，在生态农业领域，‘小农
CSA’模式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
正在逐渐被社会认可。”朱艺说，这
也让她更加坚定了对生态小农
CSA未来的信心。

在现场，同样来自重庆“合初
人”耕读之家生产负责人朱耕久
带来了一筐新鲜蔬菜，这是他为
同在现场听讲座的”菜友“王静准
备的。朱耕久原名朱荣升，今年
32 岁，大学学的是港口技术专
业。毕业后，他搞过销售、卖过农
资，但最终以“新农人”的身份找
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他
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耕久”，以此
来表达自己对“新农人”身份的坚
持和执着。朱耕久说，作为一名

“新农人”必须有广阔的视野、要
了解最新的理念和专业知识，“乡
村振兴大讲堂”就是个很好的“取
经”平台。

重庆宗笑企业管理咨询公司
负责人杜小念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该公司的业务方向之一，就是为政
府、企业提供乡村振兴的产业策划
方案，因此，需要不断地“学习取
经”。杜小念说，一次次的讲座
带来的是观念的更新和知识的
储备，很有意义。

广安新农人“夜奔”重庆听讲

“乡村振兴大讲堂”
成新农人“取经”平台

石嫣：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石嫣正在作主题讲座。

“乡村振兴大讲堂”第三期开讲，听众们正在认真
聆听。

8月23日，“乡村振兴大讲堂”第三期在重庆新闻传媒中心开讲，石嫣正在作主题讲座。

听众们认真聆听石嫣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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