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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新型“农场主”的试验

本报记者陈尚营

北京时间上午 11：00。
远在津巴布韦 Nhangadza 农场的梅春元还在睡梦中；安徽

定远县西卅店镇新建村，罗干关注着自己 50 亩小麦的长势，这
几天的天气预报显示都有小雨，他有些忐忑；即将大四毕业的
许梦洋忙着和同学们约“散伙饭”，未来几年，他将是皖北一个小
型农场的管理者之一。

5 月，三位 90 后的年轻人在不同的轨道上按部就班，但他
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安徽农业大学“青年农场主班”的学生。

激情燃烧的“田园梦”

“大二时候报这个班，其实是抱有幻想的，一个大型农场的
主宰者，电影里演的那样。”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
缝的杨建这样描述曾经的梦想。

他和罗干是同学，都是安农大 2015 年第一届“青年农场主
班”的毕业生。

在毕业离别的淡淡感伤和对未来美好憧憬的复杂情绪中，
两位年轻人和同班的王飞、夏常伟一起，成为安徽东昌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的员工，同时也是公司“现代青年农场主”教学实践
基地的“农场主”，各自管理 50亩耕地。

基地距离定远县城 15公里，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麦田。
“从农村到城市，又一次回到农村。出生地无法选择，而这一

次，我们是自愿的。”罗干说。
顶着首届农场主班毕业生的光环，步入社会开始创业，年

轻人的激情一下子迸发。
“去年 5月份，刚来的时候闲逛，发现基地边上有一片荒地，

大概十多亩。我们几个一合计，决定给种上玉米。”罗干用“热血
沸腾”在形容那段日子。整地、挖沟渠、播种……几位没怎么干过
农活的年轻人，早上肩膀上搭条毛巾、扛扛着铁锨出门，夜幕降临
才回宿舍。

“那时候我们一共 6个人，墒沟都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拿铁
锨刨的，每天都累个半死，前后忙活了一周，有人手上磨起了
泡。”戴着眼镜、身材瘦削，看起来书生气十足的王飞说，从小到
大没吃过那种苦，但硬是挺过来了，最后收了 1万多斤玉米。

王飞记得，当年报考农场主班的时候，老师面试问的第一
个问题是“你能不能吃苦？”大家的回答都很一致：能。

在罗干的微信朋友圈里，从去年 5 月到 7 月，他不间断地
记录“玉米生长记”。“记录那段时光，以后看看会有用。当然，现
在我们逐渐明白，搞农业需要亲自动手的能力，但高水平管理
更加重要。”

非洲黄皮肤的“农场主”

一万公里之外的非洲内陆国津巴布韦，罗干的另一名同学
梅春元这个 5月特别忙。

他和其他三位中国人的团队管理着两个农场，位于津巴布
韦 Mhangura镇，种植面积 500多公顷，主要种植玉米和大豆。

“今年一共收获了 300吨大豆，最近都在忙着联系企业销售
这些大豆，24号刚卖了 100吨给当地一家白人企业。”来到津巴
布韦已经满一年，梅春元对农场的工作已经驾轻就熟。

梅春元是安徽宣城人，他笑称自己是“农一代”，“我爸妈做
小生意，从我才开始种地的，没想到一种就种到了国外。”

梅春元说，在安农大“青年农场主班”里的学习让他眼界大
开。

大四期间，梅春元一直关注国际农业的动态，他知道非洲有
良好的光温条件、优良的土壤、广袤的土地，发展农业有巨大潜
力。“当安徽恒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正在招兵买马，准备开展非
洲业务的时候，我和同学刘广朝赶紧投了简历。中间有一些波
折，但经过努力，终于如愿以偿，最终公司派我们到非洲来种
粮。”

在出发前半年时间里，公司对梅春元和他的伙伴们进行了
语言、技能、津国当地攻略、体能等全方位的培训。“2015年 5月
17 号，我们从上海出发到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第一次踏上非
洲大陆，还是有一点震撼，感觉比较复杂。”梅春元说，非洲的相
对落后和贫困，以及对当地风土人情的不了解，一开始让他有些
打怵。

“津巴布韦政局稳定，公司发展势头也很好，所以打算在这
里再干几年，时机成熟再回国发展。”一年之后的梅春元已少了
忐忑，多了一份笃定。

这份笃定，一部分源于当地人的友好。
梅春元说，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农场上班的当地人

Leah，18 岁的她高中毕业便来到农场工作，大家都很认可她，
“虽然看上去只是个小女孩，但是工作起来非常努力、认真，一点
也不偷懒，总是能出色地完成工作。平时也不舍得花钱，特别节
俭。她告诉我，她对我们的到来非常开心，她能有一份工作，非常
感谢我们，所以工作格外认真，她认为这就是她应该做的。”

“只要努力，就能得到认可。”Leah 的故事让梅春元也深受
启发。

破解“三农之问”的新尝试

安农大的“青年农场主班”创办于 2012年，由安徽农业大学
与共青团安徽省委、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办，旨在
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地”这一“三农之问”，探索培养适应现
代农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的高素质农业人才。

发展家庭农场，提高农业生产规模效益，“必须既要懂生产，
又要善经营、会管理。”安农大党委书记宛晓春如此定位农场主
班的人才培养目标。

围绕这个目标，学校绘就了人才成长路线图，探索了“2+1+
1+2”的培养模式，即前 2 年在原有学院学习通识类课程，大三
时进入农场主班进行综合理论实践学习，大四一年进行综合实
训，毕业后各类孵化基地开展两年的创业孵化，继而走上创业之
路。

今年即将毕业的许梦洋来自安徽肥东县，当地的家庭农场
发展很快，入学时他就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因此二年级后积极申
请进入农场主班。

不过，刚拿到课程表时他立刻“傻眼了”——— 三个学期要学
习近 40门课程，既有植物生理学、农业气象学、农业机械学等基
础课程，又有农业植物病理学、土壤营养与肥料学、作物栽培与

耕作学、设施农业工程、物流学等农业生产技术课程，同时还
包括农场与合作社经营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
销学、农业政策法规、农村发展规划等综合类课程。

这还不算，大量的实践环节穿插在平时的课程学习中，从
作物育种到栽培，从设施农业到农业机械化，每一门课都“标
配”大量的实践实训。

许梦洋的学习生活节奏完全变了模样。“以前白天上课，
晚上相对很轻松，有很多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现在白天上课，
外出参加实践教学，晚上在图书馆查阅资料。”

好在进入农场主班的同学都不是盲目选择，而是兴趣使
然，所以尽管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许梦洋和他的同学们仍然乐
此不疲。

传统的农科类专业人才培养基本局限在单一专业学科，
“懂生产的不懂经营，会营销的不擅管理。”分管教学工作的副
校长马传喜说，只有打破常规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出手制制
胜”。为此，学校打造多学科交叉课程体系，汇聚优质课程资
源，打通生产、经营、管理等环节知识，让学生成为农业生产的
多面手。

许梦洋在学校里的忙碌即将告一段落。
再过几天，他就要到学校国家级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皖北

综合试验站开始创业孵化。有了学校提供的扶持政策，他将成
为 100亩土地的“主人”，迈出成为现代农场主的第一步。

用汗水和坚持放飞梦想

“我的‘建’是建设的建，没有单人旁，因为创业者都是孤独
的。”杨建在介绍他的名字时，笑着补了一句。

一年的实践经历，让他们知道了做农业的辛苦和创业的
艰难。

“懂生产、善经营、会管理”，课堂上的“三字经”在他们最
初的想法里，只是简单的概念。

“做了一年，种了玉米、水稻、小麦，实打实地经历了生产、
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你就能体会到做农业之苦，也能深刻地
理解为什么‘懂、善、会’缺一不可。”罗干说，去年种玉米那是激
情使然，现在肯定不会再这么冲动了，管理农场并非什么都自
己动手干才是最科学的，“干得不好还可能窝工，影响农时，管
理就是要让最合适的人干最擅长的事。”

为了充分锻炼罗干、杨建这几位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公司
也特意让他们在不同的岗位历练，农闲的时候把主要精力放
在公司的运转上，农忙的时候全身心做好自己农场里的事。

午季小麦即将开镰。罗干和伙伴们管理的 300 亩小麦长
势良好，“我种的是罗麦 10 号，前几天刚测产，亩产 920 斤左
右，这个产量表现与周边的农户相比，要比他们好一些。比经
验肯定比不过他们，但可以通过技术和科学管理来弥补。现在
就希望收割期天气好一些，不要下连阴雨。”

“双抢”季即将到来，罗干、杨建、王飞、夏常伟即将投入到
热火朝天的农业生产中。“在辛苦中看到希望，才有坚持的动
力，我们相信农业的未来大有可为。”这是他们共同的心声。

在非洲的土地上，梅春元正在快速适应着自己的角色，这
位“农一代”正在一步步把梦想变成现实。

即将踏出校门的许梦洋，他还有大把的时间来完成他的
“农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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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一一””期期间间，，闲闲来来无无事事，，翻翻出出自自己己几几年年前前闲闲暇暇时时
拍拍摄摄的的照照片片，，偶偶然然又又看看到到皖皖南南徽徽州州古古民民居居的的美美丽丽景景
色色，，尽尽管管已已过过去去了了一一段段时时间间，，但但透透过过这这些些照照片片，，当当初初
的的所所见见所所闻闻又又浮浮现现在在眼眼前前…………

以以黄黄山山市市的的西西递递、、宏宏村村、、南南屏屏为为代代表表的的皖皖南南徽徽州州
古古民民居居，，粉粉墙墙黛黛瓦瓦的的建建筑筑风风格格、、古古朴朴浓浓郁郁的的人人文文风风
貌貌，，无无不不令令人人着着迷迷，，跟跟着着导导游游在在迷迷宫宫一一样样的的小小巷巷里里穿穿
行行，，听听着着这这样样或或那那样样的的家家族族故故事事、、古古训训，，感感受受着着古古村村
落落的的风风土土人人情情，，如如同同穿穿梭梭在在时时光光隧隧道道里里，，仿仿佛佛一一下下子子
穿穿越越到到了了几几百百年年前前。。

被被誉誉为为““画画中中的的村村庄庄””““桃桃花花源源里里人人家家””的的皖皖南南徽徽
州州古古民民居居，，美美得得就就像像是是一一幅幅幅幅风风景景画画，，甚甚至至还还曾曾经经上上
过过邮邮票票。。这这里里每每年年都都会会吸吸引引一一批批又又一一批批的的学学生生、、画画
家家、、摄摄影影爱爱好好者者前前来来写写生生、、拍拍照照。。

画画中中之之游游固固然然令令人人陶陶醉醉，，更更使使我我辗辗转转流流连连、、品品味味
再再三三的的是是民民居居厅厅堂堂中中堂堂左左右右两两侧侧对对应应的的立立柱柱上上，，那那
些些装装潢潢精精美美、、字字体体隽隽秀秀、、高高雅雅大大气气且且充充满满哲哲理理的的徽徽州州
楹楹联联。。

““德德从从宽宽处处积积，，福福向向俭俭中中来来””““孝孝弟弟传传家家根根本本，，诗诗
书书经经世世文文章章””““世世事事让让三三分分天天宽宽地地阔阔，，心心田田存存一一点点子子
种种孙孙耕耕””““几几百百年年人人家家无无非非积积善善，，第第一一等等好好事事只只是是读读
书书””““快快乐乐每每从从辛辛苦苦得得，，便便宜宜多多自自吃吃亏亏来来””““善善为为至至宝宝
一一生生用用，，心心为为良良田田百百世世耕耕””““气气忌忌躁躁、、言言忌忌浮浮、、才才忌忌露露、、
学学忌忌满满，，胆胆欲欲大大、、心心欲欲细细、、智智欲欲圆圆、、行行欲欲方方””…………徜徜徉徉
在在皖皖南南徽徽州州古古民民居居，，这这样样的的楹楹联联几几乎乎随随处处可可见见。。导导游游
说说，，将将人人生生智智慧慧、、生生活活哲哲理理、、治治家家高高招招浓浓缩缩成成简简洁洁的的
文文字字，，写写在在楹楹联联上上，，悬悬挂挂于于厅厅堂堂客客室室中中，，通通过过楹楹联联来来
劝劝导导人人们们知知孝孝行行善善，，是是旧旧时时当当地地人人家家的的传传统统形形式式。。这这
些些楹楹联联如如同同一一条条条条家家规规，，在在潜潜移移默默化化地地约约束束着着人人们们
的的行行为为方方式式，，其其目目的的是是让让子子子子孙孙孙孙牢牢记记楹楹联联上上的的教教
导导，，坚坚定定不不移移地地一一步步步步走走下下去去，，继继承承祖祖业业并并使使之之发发扬扬
光光大大。。

黄黄山山市市是是徽徽文文化化的的发发祥祥地地，，自自古古就就有有““十十户户之之
村村，，不不废废诵诵读读””的的传传统统，，各各地地流流传传至至今今的的以以徽徽文文化化为为
内内核核的的乡乡规规民民约约，，一一直直都都是是当当地地百百姓姓立立身身处处世世的的行行
为为规规范范。。令令人人高高兴兴的的是是，，作作为为世世界界文文化化遗遗产产地地，，““路路不不
拾拾遗遗，，夜夜不不闭闭户户””、、邻邻里里和和睦睦、、乡乡风风文文明明等等优优良良传传统统正正
在在西西递递等等地地得得到到传传承承。。当当地地人人告告诉诉我我，，在一些小学开
设的楹联课上，老师会通过徽州楹联这个特殊的徽
文化传播载体给孩子们讲解传统文化，通过这种族
规祖训进课堂的方式，让孩子们如润物细无声般地
从小就受到传统文明礼仪的熏陶。

由由徽徽州州楹楹联联，，我我想想到到了了近近年年来来辽辽宁宁省省大大连连市市在在
全全市市开开展展的的““写写家家训训、、晒晒家家规规、、助助成成长长””活活动动。。

大大连连沙沙河河口口区区星星海海湾湾街街道道化化物物所所社社区区针针对对本本辖辖
区区高高级级知知识识分分子子集集聚聚、、文文化化氛氛围围浓浓厚厚的的特特点点，，专专门门发发
放放了了优优秀秀家家训训、、家家规规征征集集帖帖，，并并要要求求居居民民在在写写出出家家训训
和和家家规规的的同同时时，，讲讲出出它它的的背背景景故故事事。。居居民民紧紧扣扣这这一一要要
求求，，围围绕绕家家庭庭教教育育中中和和谐谐、、孝孝道道、、劝劝学学、、向向善善、、勤勤俭俭、、励励
志志、、修修养养等等方方面面进进行行填填写写，，涌涌现现出出一一大大批批好好的的家家风风、、
家家训训和和家家规规。。社社区区从从中中选选出出 5500 个个具具有有代代表表性性的的家家
庭庭，，制制作作了了宣宣传传板板，，利利用用周周末末时时间间在在辖辖区区广广场场连连续续展展
出出两两天天，，共共有有近近千千人人次次参参观观，，取取得得了了良良好好的的社社会会效效
果果。。他他们们还还选选择择其其中中特特别别突突出出的的家家训训和和家家规规，，书书写写并并
装装裱裱出出来来，，长长期期在在社社区区展展示示。。

中中科科院院院院士士、、8822 岁岁的的沙沙国国河河尽尽管管已已经经不不再再参参与与
一一线线的的科科研研工工作作，，但但却却把把主主要要精精力力放放在在了了中中小小学学生生
科科普普实实验验上上，，他他的的实实验验生生动动有有趣趣、、浅浅显显易易懂懂，，让让小小朋朋
友友既既开开了了眼眼界界，，同同时时对对科科学学充充满满了了好好奇奇。。这这位位老老人人言言
传传身身教教影影响响着着自自己己的的后后代代。。他他的的儿儿子子是是水水电电系系统统专专
家家，，孙孙子子现现在在美美国国俄俄勒勒冈冈大大学学学学习习。。他他说说，，希希望望““相相信信
科科学学、、破破除除迷迷信信、、解解放放思思想想、、大大胆胆创创新新””的的家家训训以以及及严严
谨谨治治学学的的家家风风能能世世世世代代代代传传承承下下去去。。

大大连连高高新新区区凌凌水水街街道道大大山山村村屹屹馨馨百百合合社社区区在在
““写写家家风风、、晒晒家家规规、、助助成成长长””活活动动中中，，党党员员干干部部、、社社区区居居
民民纷纷纷纷讲讲述述自自己己的的家家风风故故事事，，加加深深了了彼彼此此的的沟沟通通了了
解解，，促促进进了了家家庭庭和和睦睦、、邻邻里里和和谐谐。。来来自自社社区区宣宣讲讲团团的的
陈陈惠惠华华首首先先晒晒出出自自己己的的““家家规规家家训训””，，那那就就是是““勤勤学学秉秉
承承，，传传薪薪接接力力””。。他他说说，，自自己己出出身身书书香香门门第第，，小小时时候候常常
听听到到有有关关爷爷爷爷勤勤奋奋治治学学的的故故事事。。为为了了给给子子女女们们做做个个
表表率率，，他他们们夫夫妻妻俩俩十十分分注注意意自自己己的的一一言言一一行行，，在在日日常常
生生活活中中互互敬敬互互爱爱，，孝孝敬敬父父母母，，善善待待邻邻里里。。社社区区第第一一党党
支支部部书书记记刘刘香香梅梅也也亮亮出出了了自自己己的的““持持家家之之道道””，，那那就就
是是““学学会会感感恩恩，，懂懂得得奉奉献献””。。这这位位年年近近八八旬旬的的退退休休老老党党
员员，，做做过过社社区区治治安安巡巡逻逻队队的的义义务务巡巡逻逻员员，，也也是是调调解解居居
民民纠纠纷纷的的能能手手。。

家家有有家家规规，，国国有有国国法法；；没没有有规规矩矩，，不不成成方方圆圆。。从从徽徽
州州楹楹联联、、大大连连写写家家风风晒晒家家规规活活动动我我又又想想到到：：对对于于
我我们们这这样样的的一一个个有有着着 88 00 00 00 多多万万党党员员的的世世界界最最
大大执执政政党党来来说说，，不不是是同同样样需需要要有有““章章””可可循循、、有有““规规””约约
束束么么？？

““奉奉法法者者强强则则国国强强，，奉奉法法者者弱弱则则国国弱弱。。””每每一一名名党党
员员只只有有严严格格遵遵守守党党章章这这个个全全党党必必须须遵遵循循的的总总规规矩矩，，
遵遵守守《《中中国国共共产产党党纪纪律律处处分分条条例例》》和和《《中中国国共共产产党党廉廉
洁洁自自律律准准则则》》，，心心存存敬敬畏畏、、手手握握戒戒尺尺，，深深入入学学习习贯贯彻彻以以
习习近近平平同同志志为为总总书书记记的的党党中中央央治治国国理理政政新新理理念念新新思思
想想新新战战略略，，才才能能令令行行禁禁止止、、增增强强战战斗斗力力，，团团结结带带领领全全
国国各各族族人人民民全全面面建建成成小小康康社社会会、、实实现现中中华华民民族族伟伟大大
复复兴兴的的中中国国梦梦。。

“规”束的力量

▲四位青年农场主班 2015 届毕业生在安徽定远县“青年农场主”实践基地的麦田中合影。从左至右：
夏常伟、王飞、罗干、杨建。 摄摄影影：：陈陈尚尚营营

在罗干的微信朋友圈里，从
去年 5 月到 7 月，他不间断地记
录“玉米生长记”。“记录那段时
光，以后看看会有用。当然，现在
我们逐渐明白，搞农业需要亲自
动手的能力，但高水平管理更加
重要”

大四期间，梅春元一直关注
国际农业的动态，他知道非洲有
良好的光温条件、优良的土壤、广
袤的土地，发展农业有巨大潜力。
“当安徽恒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正在招兵买马，准备开展非洲业
务的时候，我和同学刘广朝赶紧
投了简历……”

三个学期要学习近 40 门课
程，既有植物生理学、农业气象学、
农业机械学等基础课程，又有农业
植物病理学、土壤营养与肥料学、
作物栽培与耕作学等农业生产技
术课程，同时还包括农场与合作社
经营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学等综合类课程

“双抢”季即将到来，罗干、
杨建、王飞、夏常伟即将投入到
热火朝天的农业生产中。“在辛
苦中看到希望，才有坚持的动
力，我们相信农业的未来大有
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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