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发展智慧农业，不只是种田

“我辞掉长沙的工作，返乡创业。”在惠众现代农

业创业孵化基地，33 岁的胡魁告诉记者，前年他挂靠

孵化基地，发展出一个合作社、一家公司。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在金兴村，

阳岳球发起成立农业创业孵化基地，为返乡就业创

业人员提供政策、技术、市场等服务。

越来越多像胡魁这样的“80 后”“90 后”，从城市

回归乡村，成为“新农人”。截至目前，惠众孵化基地

已帮助 94 人创业，孵化企业 52 家，年产值近 9000 万

元。

离开孵化基地，不一会儿就抵达惠众生态农庄。

农庄内，楼阁古朴，亭角飞檐，小桥流水，不时有游客

拍照打卡。

“随着合作社日益壮大，我觉得从事单一的水稻

生产经营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2015 年 7

月 18 日，阳岳球投资 4000 多万元，建设惠众生态农

庄，占地 400 余亩，集餐饮住宿、品茶垂钓、休闲观

光、亲子互动、农耕体验于一体。

河市镇党委书记徐伟告诉记者，农庄“生态休

闲、农旅结合”的产业发展模式极受欢迎，开业至今，

已接待长沙、岳阳等周边游客数十万人次。

“2017 年开始，惠众农庄农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开

通运营，销售来势喜人。”阳岳球明白，当今时代，互

联网成了一个新的风口。

研发互联网时代大米的革新技术，使洞庭湖的

大米实现真正的高产；运用互联网传播手段进行生

态农庄的全方位宣传，让田野里四季风景如画，到处

弥漫着收获的清香……一个个现代农业与互联网相

结合的梦想正在阳岳球的规划中绽放。

最后一站，阳岳球带记者参观了一个秘密基地

——四季循环种养基地。“别看面积不到 1 亩，试点

成功的话，今年产值可达 6 万多元。”阳岳球介绍，春

季种莲藕，夏季种水稻，秋季养青蛙，冬季养鸭子，在

把土地“吃干榨尽”的同时也能保证土壤的肥力。

“现在每天管理时间只需要5分钟，如果试点成功，

将大面积推广，让村民一起受益。”阳岳球信心满满。

“智慧农业的发展，为村庄注入了新活力。地盘

活了，景变美了，荷包鼓了，村民们也更有奔头了。去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14 万余元，基础设施建设不

再需要出去‘讨钱’。”朱新明算着这笔账，喜不自胜。

2 全程机械化，种田不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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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阳岳球来到农田，记者看到，田埂一侧，村民

忙着将秧盘搬上插秧机；另一侧，白鹭翩跹，优雅漫

步水田之中，呈现一幅人鸟和谐的景象。

“一台插秧机需要 3 个人操作，1 个小时能插完

3 亩田。以前，3 个人一天都不一定插得完。”村民黄

新建跟记者寒暄两句后，便麻利地跨上插秧机，驾轻

就熟地开始工作。

阳岳球介绍，所有机械操作手都经过培训，持证

上岗。

“要去外地培训吗？”

阳岳球摆摆手，笑道：“我们自己成立了高素质

农民培训中心，浸种、育秧、飞机植保、收割、烘干，种

田全过程都有人教。”

看着田间的热闹场面，金兴村党总支书记朱新

明脸上笑开了花。“惠众粮油专业合作社流转村里

2800 多亩地，解决了 100 多户村民的就业问题。”朱

新明说，“我们村还成立、引进 4 个合作社，流转村民

土地，发展莲藕种植、稻虾养殖等，助推农村改革，促

进生态高效农业发展。”

走进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屈原观测试验站，一楼

的 14 个观测实验室令人目不暇接；二楼的观测中

心，田间实时数据清晰地在大屏幕上显示。“这是去

年引进的迪麦尔智慧农业云平台，通过田间的传感

器，可以接收到湿度、地温等数据，并进行气象监测，

帮助我们更精准地开展灌溉、施肥等田间管理。”屈

原管理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王有

成指着屏幕上的数据一一解释。

“我们现在实现了全程机械化、智能化，将大数

据应用到农业生产全过程，农民种田不再是难事。”

阳岳球满脸自豪。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成了

操纵机器种地的新农人。

让阳岳球自豪的还有一件事。“我曾经得到过袁

老的指点。”阳岳球告诉记者，2012 年他与隆平高科

合作，创造了洞庭湖低海拔地区超级稻亩产 900 公

斤以上的高产纪录。当年 8 月 17 日，“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院士亲临实验生产基地组织验收，吸引 50 多

位国家及省市专家、300 多名全国各地水稻种植大户

前来参观学习。

在田间与袁老的合影被阳岳球挂在合作社办公

室，成为激励他一路前行的动力。

“阳岳球一直坚持统一供应良种，统一工厂化育秧，

统一机耕、机插、机收，统一测土配方施肥，统一病虫害

专业化统防统治，统一品牌订单收购。”屈原管理区农业

农村局局长李羽翔说，在阳岳球带动下，金兴村双季稻

全部实行订单制生产，所产大米以绿色生态出名。

2013 年，惠众粮油专业合作社早稻平均亩产 475

公斤，晚稻平均亩产 530 公斤，实现双季稻吨粮田标

准。2014 年，阳岳球当选“全国十佳农民”。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亚平 周磊

【村庄剪影】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河市镇金兴村位于河

市镇中心地带，由原金龙村、万兴村合并而

成，距岳望高速入口不到 2 公里，省道 210 贯

穿而过，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全村现有

人口 901户 2565人，耕地面积 6900亩。

金兴村外出流动人口 220人，主要流向广

东，从事行业多为生猪贩运、废品收购、物流

运输和务工。村内有灰滩河工业园，企业众

多，拥有优质稻种植基地和稻虾养殖示范基

地。该村着力发展现代化农业，依托惠众粮油

专业合作社等 5 个合作社，流转土地 3900 余

亩，发展优质稻及黑米种植，实现年集体经济

收入 14万多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 2万余元。

今年，该村计划与岳阳一个种植合作社

联营，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发展蔬菜种植 500

亩，预计可产生集体经济收益 10万元，带动群

众就业增收，推动全村经济发展。

【带您“打卡”】

“五一”前夕，记者驾车从许广高速公路

屈 原 管 理 区 互 通 驶 出 ，见 沃 野 平 畴 ，沟 渠 纵

横，阡陌交通，屋舍俨然，一幅秀美、和谐、富

裕的江南水乡画卷。不到 3 分钟，便抵达位于

金兴村的惠众粮油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进门，左手边是 2000 平方米的集中育

秧大棚，右手边的地坪上停满各式各样的农

机具。一个笑容憨厚、皮肤黝黑的男子迎了上

来：“我是合作社负责人阳岳球，太阳的‘阳’、

岳阳的‘岳’、地球的‘球’，寓意太阳之下、地

球之上，在岳阳种粮食的人。”

就是这位朴实的屈原汉子，靠种地两次走

进国务院。2011 年，他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接见；2014 年，又受邀参加了李克强总理

主持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

在阳岳球带领下，记者走进集中育秧大

棚，见育秧机缓缓转动，秧盘里的种子沐浴着

阳光，在喷洒的水珠中破壳而出，长成一株株

嫩绿的秧苗。

“我们投入 340 多万元，建设集中育秧大

棚。一个大棚只需要 1 至 2 人管理，所有数据可

实时监测。”阳岳球说，10 年前，他就开始探索

集中育秧，2013 年、2014 年，全国集中育秧现

场会连续两年在其水稻种植基地召开。

与阳岳球交谈中，记者得知，10 余年前，

从供销社下岗的阳岳球发现，很多老一辈的农

民对新技术的接受度不高，部分人甚至排斥。

“他们不愿意用新种子、新机械、新技术，这样

不仅体力上吃亏，产量、销售也比不过别人。”

阳岳球萌发了规模化、机械化种田的念头，“站

在风口上，农民也能起飞。”

2009 年，阳岳球牵头 5 户农民，筹资 1200

万元、租赁土地 2300多亩，在营田镇八港村成立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惠众粮油专业合作社。

为了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水稻产量

和经营效益，阳岳球先后自费到湖南省农科

院、湖南农大、浙江金华等地学习先进水稻生

产技术，还聘请省农科院教授李国满、岳阳市

农科所研究员谢晓阳担任技术顾问。

2010 年 8 月，屈原管理区获批国家首批现

代农业示范区。阳岳球抓住这一机遇，扩大规

模经营，到 2014 年合作社水稻种植面积达 2.3

万亩，入社农户达 236 户。

“当时，原省农机局有个机插试点项目，正

在找地方落脚。”屈原管理区党委委员、管委会

副主任曹正平时任营田镇党委书记，他与阳岳

球探讨后决定，把项目争取过来，哪怕亏本也

在所不惜。

全省首个机插秧示范推广项目落户屈原，

当年水稻产量达到每亩 450 公斤，这让阳岳球

更有干劲。

2011 年，入社农民仅水稻一项，户均收入

就超 8 万元。这一年，阳岳球获评“全国种粮售

粮大户”。

可八港村交通不便，发展面临瓶颈。2011

年，时任河市镇党委书记、现屈原管理区农业

农村局局长李羽翔找到阳岳球，邀请他入驻金

兴村。阳岳球正苦于发展受限，一拍即合。惠众

合作社有了新家园，金兴村也迎来新发展。

站在风口上，农民也能起飞

新农民 新农村 新农业
【青年观察】

尹婷婷（湖南理工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

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古诗词里的江南农

村风景秀丽、热闹非凡。

“五一”前夕，我跟随记者团队来到洞庭湖畔

的屈原管理区河市镇金兴村，感受新时代江南乡

村的旖旎风光。金兴村的田野上，正在演奏“智慧

春耕曲”，田畴间透着浓浓的“科技范”。

记忆中的童年春耕，是全家出动。爷爷奶奶挽起

裤腿，赤脚下田，我站在田埂上将捆扎好的秧苗抛到

田里。可我今日所见，与幼时的记忆完全不一样。

惠众粮油专业合作社，集中育秧大棚犹如一

座现代化的生产车间，一个个育秧软盘整齐排开，

一颗颗饱含希望的种子在这里发芽；田间地头，插

秧机、抛秧机开足马力，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

民成为娴熟的机械手，耕耘着广袤的土地；四季循

环种养基地里，蝌蚪与莲藕嬉戏；生态农庄里，庭

院楼阁古朴典雅。如此充满着智慧的乡村田园综

合体，好不让人心动！

在这里，更多的农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

来，转型为“工人”。告别传统，实现科技种田，提高

了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

我看到在这片古老而充满生机的土地上，汗

水、阳光、泥土、绿叶与机械、数据，共同编织着现

代农业与互联网结合的梦想。

我看到了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农业话题常

谈常新，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再到机械化、智能

化，农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给农业插上

科技的翅膀，是我国 18 亿亩耕地精细化管理的需

求，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础。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穿皮鞋的

农民、先进的农机、娴熟的机械手，绘就了一幅新

时代江南农村“农耕图”。

4月 3日，屈原管理区金兴村，农民操作机械进行插秧作业。 周洋 摄

图① 3 月 21日，阳岳球在集中育秧中心

查看秧苗生长情况。 周洋 摄

图②③ 麦迪尔智慧农业云平台实时显示

田间数据。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磊 摄

图④ 田间环境监测传感器。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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