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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

石嫣：回归乡村的“新农人”

产量不等于农药化肥

十年前，石嫣和她的有机农
业实验曾被说成是“想把中国人
都饿死”。

说这话的不是网上的键盘
侠，而是石嫣所在的中国人民大
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一位心
直口快的老教授。 而当时的石嫣
还只是个博士生，刚刚加入人称

“温三农” 的温铁军在京郊凤凰
岭脚下创建的有机农业实验田

“小毛驴市民农园”。
当时，中国的有机产业在市

场与学界都走到了一个较为尴
尬的境地：已有的有机农场大多
数在几年运营后陷入亏损，超市
里的“有机”货架乏人问津。

但石嫣不认为这些前期挫
折能够证明什么， 恰恰相反，她
看到的是已经被推向悬崖边缘
的农业生产———过去几十年里，
我国高化肥、高农药维持的农业
产量不但不可能长期持续，还可
能在最终崩溃前，首先摧毁更广
泛意义上的生态系统，危害我们
赖以生存的土壤、水环境，和最
终吃下食物的人类自己。

“水土污染里最大的一个来
源其实是农业污染。 这点出乎很
多人的意料。 ”石嫣说。 2010 年，
政府三部委发布的《第一次全国
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因农药
化肥的大量使用、畜禽养殖业废
弃物排放造成的污染，已成为中
国面源污染的第一大污染源，远
超工业源、生活源污染。

石嫣决定用实践去证明，依
靠无农药无化肥的生产方式，和
更直接的市场流通， 农业能够实
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城里居
民能吃上健康、有机的食物，乡村
里的农民能靠农业活下去， 大自
然不再被高污染农业排放破坏。

博士毕业，她创建了“分享收
获”有机农场，尝试跳过普通超市
等强势中间商， 建立农民和消费
者之间更直接的联系， 使双方的

信息、定价更加透明和直接。
一开始这条路走得并不顺

利。 地里的问题不断出现：连续
下雨，种在露天的西红柿和黄瓜
很容易生病。 后来租了大棚，小
心翼翼控制温度和通风，但因为
没有及时打开大棚的封口，曾经
一中午烧死过一棚西红柿。 还有
合作农户面对猖獗害虫忍不住
用了一次农药，石嫣只好要求把
那一块地的菜全部拔掉……

防虫害的诀窍是保证健康
的土壤和良好的管理，配合投放
自然天敌与合理轮作，恢复生物
多样性。 保土质需要的是更多的
使用有机肥和堆肥，增强土壤中
微生物与小动物的“热带雨林”
活性。 大棚内部像实验室一样控
制光照、湿度与温度———让自然
循环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处在
最合适、最舒服的位置。

石嫣和伙伴们用数据与经
验积累，尝试重建被化肥农药粗
暴打断、取代的天然过程，在自
然规律与人类行为中寻找可持
续的平衡点。

土地与庄稼回报了她。“从
我们自身的经验来看，不用农药
化肥，在转换期，粮食作物产量
比常规降低大约 10-20%。 瓜果
类蔬菜与非有机的产量差异不
是特别大。 ”今天，她的农场全年
自产蔬果超过了 100 种，因为不
使用除草剂， 田里还有荠菜、蒲
公英等野菜可食用。

产量有保证后，找到并保住
消费者成为另一大挑战。 农场开
办初期，石嫣坚持跑三个小时路
程自己把菜送上门，为的就是能
和客户见上一面，跟他们聊两句
有机食物生产背后的小故事。

到今天，石嫣的有机农产品
市场销路已开：农场的稳定订户
已达到四位数，许多会员跟着她
吃菜八年以上。 每一个季度开始
时进账的那笔资金，都成为下面
三个月农场正常运转的基础。

“消费者用消费保障了生产
者的生计，而生产者用生产保护

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两者本就
应该是互助互惠的关系。 ”说到
这里，石嫣满脸骄傲。

在农村不等于“没出息”

产量与销路，只是石嫣和她
的有机农业实验的第一步，也许
也是相对简单的一步。

2017 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位 20 出头的新员工被爸妈从
农场直接带走了。 在那之前，他
和爸妈在北京市内的一个建筑
工地打工，爸妈趁周末来顺义看
过农场后，还是希望自己儿子在
城里工作。

“2017 年以前，这种主动被
带走的太多了。 ”石嫣淡淡说。就
算只是在城里的工地上班，也让
许多人觉得比干农业有希望。 石
嫣收到过好多员工的家长反对，
都是类似的话———“我当了一辈
子农民了， 送你出去上大学，就
为了不让你当农民。 ”

石嫣对于那些突然的离开
十分理解，她自己也曾经历过类
似的踟蹰茫然。

但走过将近 10 年，石嫣对自
己从事的事业、 自己的人生选
择，都越来越自信。 她自己特别
喜欢在农场的“耕读”状态：白天
有时巡巡地， 帮忙干点农活，和
同事们开会探讨如何提升客户
体验，晚上回到附近家中，读书、
做研究、写作。

她又讲起那些把自家孩子带
走的家长，“因为大家理解的就是
你呆在农村， 无论干什么都是农
民，都认为你在种地，因为他们不
知道农村还有那么多事可干！ ”

石嫣要探索的， 不仅是生态
农业的产量与销路，也是“让农民
成为一个令人骄傲的职业”之路。

“分享收获”农场中，今年刚
满 30 岁的市场部员工许印，笑
出一口大白牙，热情地接待一批
又一批农场的访客。 今年是他从
事农业的第二年， 加入农场前，
他在深圳做手机配件销售，脑筋
活络，能说会道，善于与人沟通。

“城市套路太深”，出生贵州
农村的他笑着回答离开深圳的原
因，在深圳的那几年，他越来越少
吃一些肉类，因为“不敢”———新
闻中时不时会报道类似于“打了
激素的鸡”这样的新闻。

在分享收获农场，像许印这

样的刚刚投身农业的年轻员工
不少。 他们各司其职，组成一整
套需要统筹、规划与管理的项目
机制：从有机生产产品推广到客
户关系维护，从食物社区运营到
面向孩子的土地和食物教育。

他们既是回归乡村的农业从
业者，也是农场的“项目经理”。

“分享收获”农场也吸引了各
地慕名而来的有机农业从业者，
他们被称作“新农人”。 石嫣认为，
这是一群认同有机生产、 生活方
式，经历城市生活后，仍然愿意去
到乡村，从事农业的人们。

但正如最初的石嫣一样，投
身农业并不容易。“越来越多地发
现很多人在走弯路。 ”传统知识分
子心理“作祟”，石嫣想帮帮更多
这样的年轻人。由此，石嫣开起了

“新农人培训班”， 每年培训五湖
四海的新农人超过 200 人次，迎
来短期参观学习群体几千人次。

谈及这些年轻人，石嫣显得
很骄傲。“乡村振兴其实最重要
的是人，年轻人愿意回来，这代
表很多东西。 ”

然而， 这也是她的担忧所
在。 尽管石嫣和其他一批先驱者
摸索出了一些农业和农人发展
的新路径，这仍无法解决乡村中
薄弱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服务，教
育、医疗等方面的城乡差距客观
存在，仍显落后的乡村治理水平
更凸显这些短板。

未来子女教育、个人与家里老
人的医疗需求如何满足？社会不认
可农民，在农村的职业发展前景如
何？ 和这些长远忧虑比较起来，收
入问题反倒没有那么重要。

向我们热情介绍农场成绩
的许印， 说到这里也顿了顿，尽
管他也有回老家经营属于自己
的生态农场的打算，但“未来小
孩上学还是要考虑的”。

有机不等于保证甜

2019 年 11 月， 一批产自湖
南的蜜桔在“分享收获”电商平
台上线，石嫣特别提醒，商品推
广时不宜只宣传、强调甜度———
由于全省干旱，今年的蜜桔在口
感上明显没有那么甜。

她不愿辜负消费者们来之
不易的信任，但也希望消费者能
够理解“有机食品”并不等同于

“好吃”。“难道就因为今年不甜

我们就不支持这位农民了吗？ 他
干不下去，我们消费者也就没有
再吃到这个蜜桔的可能了。 ”石
嫣向群里一位“投诉”蜜桔不够
甜的会员分享自己的感受。

“我们的使命是重建人与土
地的连接。 ”这需要“新农人”们
探索自身、探索与土地和自然的
关系，同时不断挖掘与外部社会
的对话可能。 与农业同行、消费
者、学者、政策制定者，石嫣总是
冲在对话的第一线。

她更多地“走出去”，也“迎进
来”：除每年全国数百场公开讲座
和各种国际会议， 石嫣还尝试开
辟校园菜地与都市商圈中的屋顶
菜园，开展食农教育，让孩子和白
领们也能有机会亲近土地。

和那批来自湖南的蜜桔一
样， 小兴安岭的野生每日坚果、
阿拉善的沙漠蜜瓜、新疆长日照
自然生长的板栗南瓜……如果
能够通过参与式保障体系的考
察和检测，这些产自各地的有机
产品就可以放在“分享收获”电
商平台上出售。

所有商品都带有“有机种
植”“公平贸易”标签，附上产地
来源、 生产方式描述与农人故
事， 除了为农人们寻找销路，也
提供给屏幕另一头的消费者更
多接触、理解有机农业的机会。

与此同时，石嫣还组织个体有
机农人连成一片。 2018年，她通过
竞选成为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
的联合主席，在她和“分享收获”的
示范和带动下，全国采用“社会生
态农业”模式的有机农场、农夫市
集、 消费者合作组织等已有 1000
多家， 约 20万户家庭因此改变了
消费方式，20 多万亩土地免受化
肥、农药、除草剂的危害。

与此同时，“分享收获” 也在
承接来自政府机关、 研究机构的
农业课题，为政策制定提供建议。

2017年， 中央一号文件中提
出“要建立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连
接”，看似简单的一句话背后，是温
铁军等学者的研究、石嫣等一批农
人的实践、与无数农业同行者们数
年探索得到的经验与教训。

“政策的开口涉及土地、乡
村治理等很多议题，不是立即就
能打开的。 ”石嫣对于自己正在
进行的农业、 乡村振兴探索，有
着足够的清醒认知和耐心。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城市出身的石嫣现在是一名吃在乡村、住在乡村的全
职农人———她喜欢把自己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称

为“新农人”，“新”字背后藏着她堪称耀眼的学术背景：人大
博士，清华博士后，“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的得意门生。

此刻，石嫣坐在自己农场的“棚友食堂”里，摸了摸桌下
来回穿梭的大白狗。

石嫣清晨在村里租的院子门前

石嫣带着到访“分享收获”农场的孩子一边玩、一边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