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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两岸血脉相连、文化相通，农业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更好地融合两岸优势，增进互信认同，实现合作共赢，自 2015 年开始，农业农村部每年组织台湾“杰出农民”代表到大陆参访交流，与
大陆
“十佳农民”面对面座谈，到台湾农民创业园等农业园区实地考察，
分享技术经验，
增进情感交融，
共话乡村振兴，
碰撞出思想火花，
谋划出合作发展机遇。
尽管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去年以来，部分交流活动未能如期举办，但这一良好的交流对话传统却在台湾农民创业园里得到保持、延续。日前，本报记者先后赴四川成都、浙江仙居、福建漳平
三地台湾农民创业园，见证记录了三场大陆农民和台湾农民围绕乡村振兴主题开展的对话交流活动。通过讲述两岸优秀农民的个体故事，展示两岸农业的各自优势和大陆农业的发展现状，帮
助读者了解在推动乡村振兴进程中两岸融合发展的优势以及广阔的合作空间。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彭瑶

时隔 4 年，孙泽富和徐进发再次畅谈于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台湾农民创业园。这
些年孙泽富一直忙于把金堂县的脐橙产业
做大做强，作为“全国十佳农民”，又是当地
果农的致富带头人，他感觉肩上有沉甸甸的
责任，而徐进发作为农业产业咨询专家，则
一直奔忙在大陆各地台湾农民创业园和农
业产业园，积极服务于当地农村产业整体发
展。这次久违的相聚，他们会聊些什么呢？
孙泽富：徐老师您好，时间过得真快，
我们上次见面应该是在 2017 年我去台湾
学习的时候。这几年我根据自己从事的柑
橘产业，也做了乡村旅游和农旅结合的一
些尝试，有些成效，也遇到一些困惑和问
题，正好趁今天的机会向您请教。
徐进发：这几年我一直在大陆从事推
动两岸农业合作交流的工作，也经常来成
都，很高兴今天能跟你一起交流分享。不
知现在你们的柑橘种植园面积有多大？
孙泽富：我们金堂县三溪镇的柑橘种
植面积有 3 万多亩。
徐进发：那是很大一个规模了。除了
生产销售鲜果，最近有什么其他规划吗？
孙泽富：您知道，我们在柑橘产业这一
块推广了留树保鲜技术，当年 11 月成熟的
脐橙可以留树保鲜到来年四五月采摘，这样
一方面能够缓解集中上市的压力，实现反季
节销售，带动果农增收；另一方面，4 月又正
是橙花盛开之时，所以就会出现“花果同树”
这样一个奇妙的自然景观，我们就想充分利
用这一景观优势开发乡村旅游，吸引周边的
市民来赏花尝果，把我们的产业提档升级，
以此来推动整个乡村的振兴。
徐进发：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想法！
“花
果同树”是一个能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的词，
可以立刻呈现出坐在柑橘树下，闻着花香、
吃着果品的美好乡村场景，由此可以延伸
出一个很长的价值链。这几年我看到大陆
农业的三产融合意识一直在增强，大家都
认识到农业产业的价值不能局限于一产
上。除了进行品种创新、品种改良或者品
种多元化之外，要更多地思考如何实现现
代农业与乡村旅游的有机结合。
孙泽富：我们是很希望在三产融合方
面有更多突破的，但感觉思路上还是有局限
性。现在我们的二产主要是初加工，简单说
只是洗选跟分类包装，然后再通过传统的批
发市场以及电商上市销售，基本上还是局限
于对果品本身的一个处理，深加工方面做得
还不够，产品附加值提升也有限。
徐进发：农产品其实也有个“2080 法
则”，比如以你的柑橘为例，20%是品质最

孙泽富（左）和徐进发正在对话
和徐进发正在对话。
。
好的果品，通过洗选包装可以凭借其高品
质高颜值卖出很高的溢价，剩下 80%就可
以在深加工上做文章，争取最大的附加值，
而不一定非得参与鲜果市场的激烈竞争。
农产品加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柑橘
能加工成什么？我们很容易想到果干、果
茶、果汁，其实把思路放大，还有很多种可
能。比如现在大家都提倡植物护肤，柑橘
不就是很好的原材料吗？我女儿在台湾就
已经研发出了以橙花为原料的护手霜和以
韭菜为原料的植物染料，很受市场欢迎。
延伸开去，你的柑橘是不是还可以做成香
皂、精油、洗发水？或者做成冰淇淋、蛋糕、
糖果？既体现农产品本身的精华，又充满
创意的深加工产品，附加值是十倍百倍的。
从另一个方面说，卖鲜果一年中只能卖几个
月，其他时间基本没有收入，通过产品深加
工，一年365天，收益是源源不断的。
孙泽富：您说的这些创意让人很有启
发，看来在二产上我们也还有很大的挖掘
空间。另外我想跟您聊聊三产，我们这几
年也在探索乡村旅游，包括民宿呀、餐饮
呀，但这些大家都在做，同质性比较强，不
够有特色，缺少自己的品牌。
徐进发：你们的柑橘园可以做的事情
太多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打造一个“柑橘小
镇”？街道、餐厅、民宿……走到哪里都能看
到很多精心设计的柑橘元素。再设计一
些柑橘元素的衍生品，比如手办、杯子、背
包……甚至可以让游客在柑橘园现场体验
手工皂的制作，这是不是比在超市里去购买
商品有意思得多？编一首有自己小镇特色
的柑橘歌曲、柑橘舞蹈，请村民们表演，带动
游客一起歌舞，是不是很有氛围？让柑橘通
过形象、味道、声音等，全方面建立自己的独
特识别系统，通过文化带动乡村旅游。
此外，现在很多城里的小朋友都没见过
柑橘树，不知道关于柑橘的生命故事。你们
可以做柑橘的科普基地，建立柑橘博物馆，

跟学校幼儿园合作，通过田间教学让小朋友
了解关于柑橘的生长故事，了解不同品种的
柑橘长什么样子，是什么味道，可以做成哪
些有用的东西，做一些手工艺品，侧重科普
的趣味性和体验性，增加对农业的兴趣和对
土地的感情。小朋友觉得有意思了，是不是
会反复来？是不是会带着家长来？
“我要去
柑橘小镇玩儿！”时间一长，是不是品牌效应
就出来了？这个品牌会成为当地政府、企
业、集体经济、农户共同的财富，大家都会去
更好地建设它维护它，这也是我们说的共同
富裕的一个具体可行的落地方式。
孙泽富：这个思路真是太好了，我回去好
好琢磨琢磨。但还有一个问题，农业有一个
淡季和一个旺季，相应的乡村旅游也就有了
淡季和旺季。这几年我们投入很多做了餐
厅、旅馆，到了花果同树这样旺季的时候，生
意确实很不错，但是到了淡季的时候，就很少
有消费者来了，我们的餐饮、民宿维护成本和
人工成本并没有明显减少，这就给我们带来
很大运营压力。我想请教您，有没有什么比
较好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淡季不那么“淡”？
徐进发：你的这个问题提得很有代表
性，一针见血。不要说农业的淡季旺季了，
就算是工作日和周末，休闲农业的人气都
是天壤之别。周末的时候客人多，服务人
员忙不过来，服务品质下降；周一到周五又
清闲得不得了，服务人员的工资又得照
发。怎么办？为了勉强平衡成本，只能提
高周末的服务价格，这就导致很多乡村民
宿周末的价格比城里高档酒店价格还高。
乡村旅游本应当物美价廉，应当能成为城
市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这对城乡融合发
展是有利的，但是周末高昂的价格阻挡了
很多普通消费者的脚步。放到一周来看是
这个情况，放到一年来看就是你说的农业
淡季旺季的情况，本质都是一样的。
那怎么办？现在的情形下需要我们通
过调整经营方式、丰富产品内容去引导。我

举个例子，成都市近郊有个村子的鱼头火锅
很有名，但他们也面临工作日无事可干的情
况。我跟他们讲要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扩大
收益增长点。他们的厨房场地设施和厨师
人力资源都是现成的，工作日是不是可以做
一些简单的加工工作？鱼头是不是可以做
加工？火锅底料是不是可以做加工？加工
好之后放到冷库冷柜里面，一方面可以通过
物流系统做快递、做外卖，另一方面作为一
种便于携带的商品可以供客人现场选购，这
不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收益吗？
你们的柑橘园，在淡季就做好产品深加
工，让旺季里的服务员也能变成淡季里的加
工厂工人。另外，要善于利用好价格差异
性。不论是小朋友来研学科普，还是企业员
工来搞团建，你拉开工作日和周末的价格
差，这样就会引导相当一部分人把活动放在
工作日进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平衡方法。
孙泽富：徐老师，今天听您讲了这么多，
感觉方向更清晰了，也更有信心。干农业不
容易，需要长期的投入建设，我们镇上的柑
橘产业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发展的，
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一次规模的扩大，
然后到新世纪，特别是在 2010 年以后，规模
才达到现在 3 万多亩的，这是两三代人干出
来的，我对柑橘产业真是很有感情。
徐进发：你说的很对，农业是一个很有
魅力的产业，它是可持续的，是有温度的，它
会让你接触越久越能认识到它的价值。做农
业要有定力有规划，眼光要长远，千万不要听
说最近什么比较流行什么卖得好，就扔掉自
己的特色优势产业一窝蜂去跟风，盲目追市
场从长期来看一定是得不偿失的。你们做了
两三代人了，只要继续好好做下去，当地年轻
人就会对农业有信心，对乡村振兴有信心，我
们的下一代就不必非得流向一线城市，会愿
意回到自己的家乡，为美丽的愿景去奋斗。
人物链接
孙泽富，男，四川金堂人，现任四川省成
都市三溪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成都市金堂县金溪水果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成都市金堂县三溪镇脐橙产业协
会理事长，2007年当选成都市第十五届人大
代表。曾获得“全国十佳农民”
“全国惠农兴
村科普带头人”
“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四川省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徐进发，男，台湾台中人，现任台湾中
华农业创新学会理事长、川台农业合作乡
村振兴台湾专家智库成员、广东省梅江台
创园农业发展顾问、北京市平谷区乡创文
旅智库导师等多项职务。具有多年的农村
产业发展及小区营造辅导工作执行经验，
长期致力于推进两岸农业合作、改善农民
生计、提升农业价值。

两岸农民合作把小杨梅做成大产业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宫宇坤

人就解决农业生产中“老龄化”危机、农产品
精深加工、数字化科技农业等方面展开对话。
“闽广荔枝，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
娄荣杏：目前仙居杨梅种植“老龄化”
梅。”古时浙江杨梅曾因苏东坡的赞美而名
问题比较突出，都是年纪五六十岁到七八
满天下，如今这小小的红色果实更是万千
十岁的人从事这个行业，采摘杨梅的工人
梅农的致富法宝。去年 10 月起，娄荣杏在
都很难找。但我听说台湾现在都是年轻人
村内做起杨梅大棚，今年 4 月开始尝试大
在做农业。
棚避雨技术，为家中 20 亩杨梅林穿上“新
江冠谊：台湾确实如此，爷爷传给爸爸，
衣”，从传统种植转向智能化管理，娄荣杏
爸爸再传给儿子，一家几代从事农业生产。
成为仙居本地杨梅种植方面的带头人。
我舅舅在台湾种植火龙果，当我自己进入这
“85 后”台湾青年江冠谊 2017 年进驻
个行业，却发现没有那么简单。从包装到副
浙江仙居台湾农民创业园，如今他的果园
食品，增加年轻人喜欢的元素，让大家看到
已有面积一亩左右的火龙果大棚 135 个， 未来前景，才会有更多年轻人加入。
果树 7.2 万棵，年产量达到了 70 多万斤，种
娄荣杏：这正是我做大棚杨梅的初衷，
植的“尚翔大红”红心火龙果销往台州、金
因为大棚跟露天种植的效益不同，主要走
华以及福建部分地区。
高端农业路线，收入更高。今年我的大棚
江冠谊带着如何进入杨梅产业、继续扩
杨梅，40 颗售价 780 元，都供不应求。高品
展事业版图等问题，向娄荣杏请教取经。两
质杨梅完全可以打造成高端礼品，不用担
心 销 路 问
题。目前我
的经营理念
就是生态、精
品 、高 效 ，希
望吸引更多
年轻人积极
参与。毕竟
做农业非常
辛苦，很多年
轻人想到农
业就以为需
娄荣杏（右）和江冠谊在对话
和江冠谊在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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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己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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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头，自己去施肥，自己去撒农药。
江冠谊：其实我们年轻人不怕吃苦。台
湾很多硕士、博士，毕业之后依然回到家里，
接手父辈的农业，他们自己也背着包、拿着
锄头下田干活。我们家历代经商，我就希望
换个行业试试，当初去舅舅在南投县的火龙
果园学习，每天早晨 5 点起床，5 点半要到基
地开始一天的工作，工作经常超过 8 个小
时，那一阵子我瘦了近20斤，非常辛苦。
娄荣杏：仙居杨梅种植面积 14 万亩，今
年全县杨梅产值能达到 10 亿元左右，几乎
全民都在做杨梅生意。目前我们也在做杨
梅深加工，杨梅酥、杨梅汁、杨梅酒等系列
产品，市场潜力巨大。在整个中国来说，杨
梅是小产业，但在我们仙居，杨梅可是非常
重要的支柱产业。
江冠谊：听您这么讲，我都想进军杨梅
产业了。仙居杨梅的主要优势何在？
娄荣杏：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仙居，县
内海拔 1000 米以上的高山有 109 座，永安
溪自西向东穿流而过，常年云雾缭绕、雨水
充沛，种植的杨梅核小肉厚、细腻鲜嫩、口
感酸甜，独特的地理气候正是仙居杨梅口
感出众的原因。不夸张地说，杨梅离开仙
居，就没有这个味道了。
江冠谊：大棚杨梅的日常管理和采摘
方式有什么特别之处？
娄荣杏：浇水、施肥、捕虫、温度调节，
手机上操作就搞定。不用天天往山上跑，
节省人力不说，还比以前结果更多，果子质
量更好。以前杨梅季如果遇上下雨，山坡

传真：
（010）85832154

广告部电话：
（010）84395213 或 84395219

上泥泞湿滑，采摘工人爬树很容易摔伤。
大棚弄起来之后，下雨不滑，棚内的钢架方
便攀爬，另外精细化管理之后，杨梅的果实
更大，采摘起来也更方便。
江冠谊：杨梅的技术培训如何解决？
娄荣杏：我们有产销班、农业班，看谁
家种得好，也会统一去学习。仙居杨梅协
会有 13 个分会，覆盖 3000 多人。通过技术
培训也搭建了产销对接平台，信息共享。
江冠谊：台湾有先进理念和全新加工
方式，非常期待跟娄大哥一起合作。我希
望在杨梅产品中增加更多年轻人喜欢的元
素，例如杨梅酥、杨梅酒、杨梅饮料，如何分
装得更精致、包装得更独特。
娄荣杏：我也有此想法，把杨梅种好，
通过江老弟把台湾的深加工企业吸引过
来，真正做到精品杨梅，提高产品附加值。
我们接下来要依靠科学继续提升杨梅品
质，同时增加机械化设备减少人工劳动力。
人物链接
娄荣杏，男，浙江仙居人，现担任仙居
采鲜农场负责人、仙居县杨梅协会副秘书
长。长期从事水果种植、花卉培育工作，在
杨梅施肥、田间管理等方面颇有建树，2018
年在东西合作扶贫四川旺苍的杨梅项目中
担任主力技术指导。
江冠谊，男，台湾南投人，现任仙居尚翔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大学学习自
动化工程专业，心中却有一个“田园梦”。
2017年只身北上，来到浙江仙居台湾农民创
业园正式开启自己的火龙果创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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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茶话振兴：茶旅融合给乡村带来更多机会

推进产业融合 筑梦乡村振兴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珂昕

□□

两岸茶产业同根同源，文化认同感强，不少来到大陆创业的台
商台农选择投身茶产业。在福建省漳平市官田乡，台农陈耘嘉祖孙
三代先后返乡，投资家乡茶产业，创办了集茶叶种植、旅游观光、品
茗住宿为一体的岳山嘉茗茶庄园。同时，陈耘嘉也因此结识了很多
当地茶人。郭献斌是当地一位多年从事茶叶种植、加工和贸易的资
深茶人，对当地茶产业发展非常熟悉。拥有不同背景和不同经历的
两岸茶人，在互动交往中探索乡村发展机遇。
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近日，秋忙中偷闲，两位爱茶
人难得席坐品茶，共话茶品牌茶文化建设，畅聊茶旅融合，乡村发展。
陈耘嘉：老郭，
来尝尝这款蜜香乌龙。这款茶有强烈的香气，
很甜口。
郭献斌：确实好喝，喉韵也好，唇齿生香。咱们官田这边海拔高，
茶园都在山上，种出来的茶品质很好，茶商都愿意来收。但现在茶园
效益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茶的品牌没有做
起来。你们的品牌是自己设计打造的吗？
陈耘嘉：是的。我们的品牌结合了企业自己的特点。岳山嘉茗里
的“岳山”是我爷爷陈岳山的名字。他是书法家，漳平官田是我们的家
乡。最早，他携全家回乡扫墓，看到家乡风景优美，气候适宜，就想到
要回乡投资。2005 年，父亲陈宪智在爷爷的鼓励下，承包了 600 亩的
茶园种植高山茶。2015 年，我也辞掉了在台北的工程师的工作，来到
这里建成了现在的岳山嘉茗茶庄园。
所以说，
“ 岳山嘉茗”这个茶品牌，秉持了我们家的传承概念，将
台湾的经营理念、祖父的书法、父亲种的茶和我自己的茶道艺术等元
素有机结合，展现茶香墨韵、三代传承的精神，也将茶的风味、香气、
情感传达给每一位客人。
郭献斌：你们祖孙三代的故事我也有所了解。你父亲刚来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了。那个时候上山的路还是土路，很难走，一到下雨天我们
就下不了山。现在，这里从一座荒山变成了这么漂亮的茶园，村里也因
为道路的修通发展得越来越好。你来了之后，变化就更大了。
陈耘嘉：我做了很多转型。以前我父亲也只做茶叶批发，我来之
后开始推广“岳山嘉茗”茶品牌。茶园管理上也有转型，以前是强调
产量，现在更加精细化。我们现在主打自然生态理念，使用一些有机
肥，尽量减少除草剂等农药的使用，用人工除草，杂草又可以做肥料，
尽最大可能实现茶园生态可持续。
郭献斌：生态绿色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也在朝这个方向
转型。
陈耘嘉：是的。我们还开发了一些生态特色产品，比如这款有蜜
香风味的茶。在不打农药的情况下，会有很多的虫来啃咬茶叶。其
中一种虫叫小绿叶蝉，茶叶被它叮咬之后就散发出天然的蜜香，我们
就以蜜香特色做了很多不同的茶品。
郭献斌：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这款茶的销路怎么样？
陈耘嘉：销路蛮好的。除了打造品牌、丰富产品，我又建了茶馆
民宿、观光茶厂。很多客人来玩，除了品茶住宿，还可以到茶园里采
茶，到茶厂里炒茶，亲身感受茶文化；同时，我们也把环保跟生态永
续的这些理念带给客人，让客人知道，我们其实花了很多心思在保
护茶园的土地。
郭献斌：对，这种住在山里、亲手采茶制茶，对城市里人来说一定
是种别样的体验。说到这里，我也计划着将来做民宿，做茶旅融合，
你有哪些经验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陈耘嘉：民宿的话，首先是房屋的设计和建设。一方面考虑现代
人的审美，另一方面考虑跟周围环境的融合。在“岳山嘉茗”，每一个
房间都利用了落地窗，方便大家欣赏美丽的景致。其次是房间的内
部设施要卫生便利，满足客人的居住需求。再次是餐饮方面。因为
山上村里也没有餐厅饭店，我们养了土鸡土鸭，种了一些菜，从村里
请了一位阿姨做厨师，给客人们做饭。
除了在房间里就能看到的山景、湖景、日出、云海、茶园，我们
还设计了很多体验的项目。以茶文化为主，我们推出采茶、制茶、
炒茶、茶道、茶染这些元素和活动，让客人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过得
充实。
郭献斌：我的茶园那边也有一些独特的风景，开发出来之后，游客能去的地方
就更多了。有时间，我想请你去帮我看看，在什么地方布景，在什么地方建设，给我
提提建议。
陈耘嘉：没有问题。我也特别希望大家能一起抱团发展，产生一种集聚效应。
我们可以挖掘官田当地的特色，把不同的景点、民宿、茶园串联起来，客人们可以从
山下玩到山上，去不同的村子走一走，品尝不同的茶品，吃到不同的土特产。这样
不仅可以带动茶叶销售，还能带动水果等农产品的销售，增加村民的收入。
郭献斌：大家一起做，官田的乡村旅游也容易做出名气。乡村旅游发展了，也
能创造很多工作机会，年轻人就会愿意回乡工作。乡村振兴，还是要吸引更多像你
这样的年轻人回来，将更多的新理念、新方式带回乡村来。
陈耘嘉：对，我们现在就尽量把平台搭建好。有了一定基础后，就可以找更多
的年轻人一起回来合作，茶旅项目更加多元化，农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乡村也会越
来越兴旺。
人物链接
郭献斌，男，福建惠安人。从事茶叶生产加工 16 年，现为福建漳平云聚茶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2012-2017 年曾担任漳平茶叶协会副会长。
陈耘嘉，男，出生于中国台湾，祖籍福建漳平。毕业于台北科技大学环境工程
与管理系，曾在台湾知名科技公司担任绿色环保产品工程师，并在业余时间研习茶
道，创办茶道艺术社。后追随父亲来到大陆创建岳山嘉茗茶庄园，现为漳平市岳山
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 年，陈耘嘉获评“福建省引进台湾高层次人才”称号。

陈耘嘉（左）和郭献斌在对话
和郭献斌在对话。
。
本版图片均由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岩 刘硕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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