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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唢呐、皮影、弦子腔……富有陕西特色的乡
土表演在网上热火朝天地直播着；富硒茶叶、蜂蜜、腊
肉……秦风汉味的田间美食在直播页面被热情地叫卖
着。这是11月14日清晨，陕西省安康市蒋家坪村“安康
大集”直播带货活动现场的情景。

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脱贫攻坚主题系列电视剧
《石头开花》分集在安康取景拍摄，剧中有一场戏是助力脱
贫的“安康大集”。安康当地的农村干部敏锐地意识到这是
宣传安康风土人情的好机会，便把剧情中的“安康大集”变
成了现实迅速搬到网上，红红火火地搞起了直播带货。

“安康大集”只是当今中国数字农村建设的一个缩
影。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
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数字化
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也能为我国乡村振兴
战略的顺利实施注入新的动能。

手机银行、网上政务、直播带货……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数字乡村早已在乡村治理、产业振兴、城乡融合
等方面发力，融入乡村生活的每个场景，也改变着老百
姓日常的点点滴滴。

数字经济

幸福生活“好寄托”

在微信上，有一个小程序，是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
六市乡山背村第一书记张健万自己开发的产品销售平
台。小小的程序，承载着山背村几十户贫困户渴望过上
好日子的大心愿。

2018 年 1 月，刚刚来到山背村担任第一书记的张健
万，对于如何帮助这个大山深处小村庄村民脱贫还没
有头绪。在挨家挨户走访调查时，一家农户热情地拿

出自己做的豆腐乳，让张健万品尝。张健万觉得这家
豆腐乳口味很好，就在朋友圈帮她推销，很快就卖出
了 100 瓶。

这次成功的销售经历，让张健万萌发了做电商平台
的想法。凭借自己学习计算机专业的知识，张健万设计
出了一款微信小程序。为了推广，张健万在自己以前创
办的公众号上写起了推介文章，让朋友们积极帮忙转
发，莲花县的官方微信号也主动帮他宣传。此后，张健
万继续走家串户，向每个贫困户“收集”农产品。

小程序的页面非常简洁，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一
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一件件售卖中的贫困户特产，每个特
产下面都注明了贫困户的故事。“高山大米 （2.5 千克，
包邮） 30 元”“农家黑豆 （包邮，重 1 千克） 25 元”“山
背醋姜 （包邮，1千克） 30元”……商品的种类和数量虽
然都不多，但每个产品都是来自山背贫困户的“私人订
制”。张健万这个第一书记，兼职做起了“网店店主”，
除了到每家每户去收货，在平台上货，还要负责包装、
发货。在他的抽屉里，放着厚厚一沓快递单，桌上放着
封口机，橱子里放着他自己设计的统一标签。

2018年12月，张健万以第一书记的身份拍摄了一个视频，
为山背村的好产品代言。也是在这个月，山背村正式脱贫。

除了直播带货，数字乡村建设还推动大中型商业银
行以乡村服务为重点，运用互联网等技术，为农村居民
提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网络支付、移动支付、网络信
贷等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不断改善，金融机构与金融服务
深入覆盖乡村，为农村居民提供足不出村的金融服务。
截至 2019 年 6 月，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全国 3.08 万个乡
镇，覆盖率为95.7％。

每年清明前是福建福鼎市柏柳村最忙碌的时候，苍翠
欲滴的白茶山上，采茶工手指翻飞，快速地将最鲜嫩的一芽
一叶采摘下来，全村5500余亩白茶要赶在节前采摘，雇工
采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多亏农行给了我10万元贷款，手机操作就可以随借

随还，缓解了我的资金压力。”做了30年茶农的陈金池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此外，农行还推出“贷款自画像”数
字服务平台，引导有需求的人在网上自助补充资料，银
行结合客户自己的画像与基础数据分析，上门调查后，
产生预授信并发放贷款。

据了解，近年来，中国的电子商务进农村实现对832
个贫困县全覆盖，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由2014年的1800
亿元增长到 2019年的 1.7万亿元，规模扩大了 8.4倍。与
此同时，网络扶智工程成效明显，全国中小学 （含教学
点） 互联网接入率从2016年底的79.2%上升到2020年8月
的98.7%。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党支
部副书记左香云说：“农村电商发展激发了农村创新创业
的热情，减少了外出打工人口，促进了农民减贫脱贫和
增收致富，使农村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比例下降，促
进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数字技术

乡村治理“好帮手”

近年来，数字乡村逐步扩大了在农村社会治理、农村
养老、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应用，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出基础支撑作用。

今年6月11日，浙江大学数字乡村研究院在浙江省湖
州市德清县禹越镇三林村发布了全国首个数字乡村发展指
数，不仅意味着“数字乡村”建设首次有了标准化的评估体
系，还让三林村在乡村振兴数字化发展过程中走到了前列。

“现在村里很多工作都与数字化有关，比如乡村治理、
产业提升、乡村运营、生态建设等，渗透进了乡村生活的方
方面面，也改变着老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三林村党总支
书记沈炳奎自豪地说。

在北片区社会治理工作站，打开“数字乡村一张图”的
电子大屏，一幅实时动态图就呈现在眼前。村里水质情况如
何、环境卫生清理是否到位、哪里有意外情况发生等信息都
会及时在图上显示。“足不出户，就能随时掌握全村动向。”
沈炳奎笑言，“特别是对农村防汛作用更大，以前防汛都是传
统的现场巡查，耗时耗力，还危险，现在有了这个图，像降
雨量、河湖水位等实时监测数据比现场查看还精确。”

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侯志阳认为，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推进乡村治理内容的线上化
与透明化，推进乡村治理方式的数字化。

在江西抚州，2017 年 8 月起政府就开始实施智慧百
乡千村健康医养扶贫工程，积极建设村、乡、县、市四
级医疗机构间的三网合一、数据共享、远程就医和分级
诊疗的智慧化医疗服务体系。在湖南，随着“中小学网
络联校建设工程”的推进，发达地区优质学校与乡镇学
校正在实现联网建设。在浙江，多个乡村智慧旅游基础
服务系统已建成运行，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旅游资源整
合、旅游活动发布、旅游产品推荐和游客互动体验等，
乡村旅游和全域旅游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苏红键表
示，在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融合过程中，
智慧旅游、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养老和智慧交通
等方面也都在各地实践中不断向乡村扩展。智慧功能的
延展与应用，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智能化、
信息化的可及性。

数字建设

美丽乡村“新蓝图”

近年来，中国对于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的规划和实
施，一直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数
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制定了中国建设数字乡村的战略
目标。根据《纲要》，到2020年，中国的数字乡村建设会
取得初步进展。全国行政村4G覆盖率超过98%，农村互联
网普及率明显提升。农村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建成一批特
色乡村文化数字资源库，“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向乡村
延伸。网络扶贫行动向纵深发展，信息化在美丽宜居乡村
建设中的作用更加显著。

到202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乡村4G深化
普及、5G创新应用，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初步建成
一批兼具创业孵化、技术创新、技能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新
农民新技术创业创新中心，培育形成一批叫得响、质量优、
特色显的农村电商产品品牌，基本形成乡村智慧物流配送体
系。乡村网络文化繁荣发展，乡村数字治理体系日趋完善。

到203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城乡“数字
鸿沟”大幅缩小，农民数字化素养显著提升。农业农村现
代化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乡村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生态宜居的美丽乡
村基本实现。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数字乡村，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近日，中央网信办正式公示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
数字乡村发展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将进入全面推进
阶段。据悉，入选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名单的地区，将从开展数
字乡村整体规划设计、完善乡村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探索乡
村数字经济新业态、探索乡村数字治理新模式、完善“三农”
信息服务体系、完善设施资源整合共享机制、探索数字乡村可
持续发展机制等方面，实施试点建设。

在日前召开的国新办网络扶贫行动实施情况新闻发布会
上，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小伟表示，数
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网络扶贫工作的升级
版，下一步将通过数字乡村的建设延续网络扶贫的相关工作
内容，包括进一步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全面发展智慧农
业、智慧物流等相关体系建设，研究编制“数字乡村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等。

“今年蜜柚收成好，品质好，销
路好！”眼下，正是江西省井冈蜜柚
丰收的时节，吉安市兴桥镇的柚农
肖勇序兴高采烈地采摘新鲜蜜柚，
家里种植的35亩蜜柚，挂果面积18
亩，总产量达到 9000 公斤。“果园
来了江西农大的师生，带来了新的
施肥和剪枝技术，让我家蜜柚收入
比去年翻了近一番。”

在当地蜜柚产业升级转型的背
后，有一支“带不走的帮扶工作
队 ”： 他 们 扎 根 蜜 柚 产 业 园 区 一
线，与柚农吃住在一起，为柚农提
供技术服务和管理知识，他们就是
江西农业大学井冈蜜柚科技小院的
师生们。这是江西农大在科技支农
中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依托“科技

小院”，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地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2019 年，江西农大依托学校现
有的科技创新平台、专业人才等资
源，在江西布局和建设了上高水稻科
技小院、井冈蜜柚科技小院、安远蜜
蜂科技小院、彭泽虾蟹科技小院、广
昌白莲科技小院、修水宁红茶科技小
院、赣州食用菌科技小院等7个科技
小院，实现学校科技服务的再升级。

在彭泽县的万亩稻虾基地，稻
边水塘里的地笼里，饲养着活蹦乱
跳的鲜虾活蟹。江西农大彭泽虾蟹
科技小院以彭泽县九江凯瑞生态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为依托，发挥科技
支撑作用，助力当地虾蟹产业进一
步做大做强。

“我们的技术不是针对虾蟹养殖
一个环节，而是全产业链技术研
究；也不是针对水产养殖一个方
面，而是囊括水稻、果蔬、生态休
闲农业等全领域科研成果。”彭泽虾
蟹科技小院负责人阮记明常驻小
院，了解养殖户在虾蟹养殖过程中
遇到的技术困难，长期跟踪服务。
该小院以服务小龙虾产业集群为重
点，将发酵麸皮和土壤改良技术、
稻秆发酵虾苗过冬培育技术、虾蟹

“内增氧”技术、富硒技术、虾蟹甲
壳提取技术等融入到全产业链集群。

养殖户姚友义惊喜地发现，小
院科研人员研究的发酵麸皮投喂及
土壤改良等技术成为增产秘诀，从
今年 4 月份开始，姚友义采用新技

术，短短 66天内，小龙虾亩产超过
210斤，总产超过4400斤。

令姚友义惊讶的是，“就连以前
无人问津的虾蟹壳，也能变废为宝。”

“从虾蟹壳中提取的甲壳素和壳
聚糖技术，可广泛用于食品、化
工、医药、农业、化妆品等领域，
大大提升经济价值。”阮记明说。

为了让师生们与农民能更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科技小院创设
独立办公场所、师生长期驻守的
模式，鼓励师生们拿出更多的科
技成果助力农业生产。

在国家粮食绿色增产模式攻关
县之一的上高县，水稻科技小院落户
在该县泗溪镇曾家村。江西省水稻产
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江西农大曾

勇军教授率水稻团队常驻小院，收集
生产难题并进行科研攻关，先后解决
了当地双季稻机插技术、优质稻丰产
抗倒技术等一批技术瓶颈。

农户姚小军种植的 52 亩水稻，
采用了小院师生研发的技术，平均
亩增产 50 余公斤，亩节本增收 150
余元，带来了增产增收的新希望。

“我不想外出务工了，种田一样
能致富。”姚小军自豪地说。

2020 年，上高水稻科技小院创
建了水稻优质高效标准化栽培技术
模式 100 亩核心示范区，辐射周边
5000 亩。小院还与示范区村委会创
建“曾家大米”品牌，带动村组农
民在家门口再就业。

此外，安远蜜蜂科技小院推广

的“中蜂免移虫育王生产器”在近
300群蜜蜂中得到应用，广昌白莲科
技小院切实帮助解决莲农田间水肥
管理和病虫害防治问题，修水宁红
茶科技小院推进当地优选茶树、科
学规划茶树栽植基地，赣州食用菌
科技小院举办了食用菌技术培训
班，培训当地菇农200余人次。

一年来，江西农大的7个科技小
院共入驻教师28人，学生35人，累
计入驻天数 1060天，解决产业中技
术问题 37 个，开展入户调查 85 次，
开展技术培训40余场近4000余人。

2020 年，由江西农大牵头建设
的中国农技协江西井冈蜜柚科技小
院与江西彭泽虾蟹科技小院，荣获

“十佳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称号。

数 字 乡 村数 字 乡 村 未 来 可 期未 来 可 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俊峰杨俊峰

新业态新模式之新观察⑧

江西农大打造7个“科技小院”

“他们让虾蟹壳也能变废为宝”
高 芸

10 月 27 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陶冲村马发群家庭米面作
坊，电商主播正在进行网络直播销售。 左学长摄 （人民视觉）

11月9日，在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水泉镇棠棣峪农村电商产业园，农民歌
手、网络红人“山楂妹”张月乔在直播推销山楂。 刘明祥摄 （人民视觉）

目前正是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龙安柚成熟采摘期，该区农民借助直播带
货, 积极参与龙安柚销售，实现增收。 邱海鹰摄（人民视觉）

44月月1717日日，，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湖溪乡小陂村山下绿巨人蔬菜基地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湖溪乡小陂村山下绿巨人蔬菜基地，，技术人技术人
员正在操作电脑给大棚蔬菜灌溉肥水员正在操作电脑给大棚蔬菜灌溉肥水。。 曾文才曾文才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