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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涵

花菜也疯狂
本报记者 陈青松

“我们现在正在申请亚洲银行一个500万美元的贷款。”商
都集团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耀说道，语气中有着一丝兴奋，
“争取在2014年扩大育肥猪场的规模，再建一个新场。”过了春
节赵耀就26岁了，5年前见到他时， 也许这个年轻人还会戴着
大耳机、 穿着滑轮鞋与你擦肩而过。 赵耀从不否认自己是个
“富二代”———哪怕在当今的舆论环境里， 这是个偏负面的头
衔。“必须练就强悍的实力！”这是他QQ签名中的一句话。

留英硕士回乡养猪

2011年1月， 赵耀从英国考文垂市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彼
时，他刚拿到华威大学工程经济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回国后
的赵耀在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游荡”了一段时间，寻找着可
能的机会———让他不必回到信阳市商城县的机会。

这是豫南的一个山区贫困县，也是赵耀的家乡。赵耀的父
亲赵吉宽是商城县商都集团的董事长， 像改革开放大潮中趁
势而起的其他民营企业家一样， 有着穷苦的出身与精明的头
脑，历尽波澜后将企业做大：横跨房地产、养殖以及商贸三个
领域。但很显然，彼时赵耀对这些没有什么兴趣。

“最初老爸想让我负责育肥猪场的采购销售，这个环节占
到整个养殖成本的70%，是要害部门。”赵耀说，“但一说到养
猪大家都感觉很低端、很脏；二是商城那么小的地方，让回家
肯定有抵触情绪。” 赵耀的弟弟赵昌盛比他小两岁，2011年时
还在美国留学———“我俩想了想，最后肯定还是得有人来接班
吧。”赵耀说，两兄弟经过商量之后，最终老大承担起了这份责
任。

谈到真正喜欢上这份工作，赵耀表示还是受父亲的影响。
“回来之后，老爸先带着我四处参加业内的论坛和峰会之类的
活动，然后慢慢知道了中国养殖业的一些情况。”国际巨头对
中国农产品市场的觊觎、 国内资本的青睐有加以及相关行业
专家谈到中国养殖企业的一些现状， 让赵耀逐渐觉得这是一
块很大的市场，同时也是可以“做出点事”的巨大市场。

新思维冲击老观念

“去年，江西正邦集团在河南兼并了10家生猪养殖场。”
赵耀说，“这对我们将造成很大的冲击。”商都集团养殖有限公
司目前有一个年产1万头的育肥猪场与年产6万头的种猪场，
而正邦集团的计划是要兴建一个年产100万头的商品猪养殖
场。“这不是杞人忧天。”赵耀表示，接受过西方高等学术教育
的他喜欢“看得远”一些。

新思维也逐渐让赵耀与父辈在经营理念上有所冲突。“比
如在用人上，我认为研究生、本科生的工资应该比一线工人要
高一些， 但老爸觉得这些新人什么贡献都还没做， 凭什么比

‘老革命’拿的多？”为此，赵耀曾与父亲展开拉锯战，最后的结
果是“各让一步”，但明显在这对强硬的父子之间，老子的妥协
要多过儿子， 因为赵吉宽逐渐默许了赵耀对养殖公司的全面
改造。

“新场的年轻人多一些， 但2004年就建成的育肥猪场里
‘老人’很多。”赵耀表示，“当时的绩效只是单一考核养出了多
少头猪，但死猪病猪没有纳入考核标准。”因此，赵耀制订了新
的考核标准，“所以我调整了考核制度， 让能够保质保量的人
拿到更多的工资。基本上只要用心，你的待遇都能上涨。”

小地方有小地方的好

“说起难处来，那真是太多了。”赵耀说道，“比如最近几年
人力成本一路上涨， 所以我们就想通过技术的进步来实现很
多环节的‘无人化’ 操作， 但这又与国家倡导的解决就业相
悖。”除此之外，资金也是这位新当家人的头疼之处。“农业用
地都是非出让的，所以我们无法通过土地抵押贷款，要扩大规
模只能拿其他产业的利润往里面填，2009年的种猪场就花去
了5000万元。”

当家之后，赵耀算是彻底明白“柴米贵”了，但他对养殖场
的前景还是很看好。“目前生猪供应中70%是散户养殖， 随着
城镇化的推进，养殖的规模化、标准化肯定有很大发展空间，
这也更能保证猪肉供应的安全。”目前，养殖场的销售主要面
向华东地区的上海、南京等一二线城市，质量是赵耀最为看重
的因素，而重视也换来了回报———“去年上半年猪价是六七元
左右，下半年已经涨到8元往上了，我们2012年是赚了。”赵耀
兴奋地说道。

“小地方也有小地方的好。”赵耀表示，很明显这已经与他
在2011年的想法大相径庭。“小地方的水电、土地都很便宜啊！
要是在北上广能有这种优势么？”赵耀笑了，留英海归已经不
再是他唯一的个人标签。“我现在就想把这个企业经营得有声
有色！”赵耀说道。

在湖北省天门市张港镇，40 多岁
的刘林军是远近闻名的种田能手。

当别人家的西红柿刚刚挂果、白
菜才破土、黄瓜刚开花，刘林军种的这
些应季蔬菜就已经上市， 卖上了好价
钱。别人家还在为蔬菜产量低、害虫侵
袭困扰时，刘林军的蔬菜却大获丰收。

除了不怕苦、精心照料蔬菜外，刘
林军最大的特点是爱钻研农业。 他买
了各种蔬菜种植方面的书， 还订了一
本杂志《农村百事通》和一份《湖北农
业》报。

贵时卖两元多一公斤
贱时卖 3分钱一公斤
寒冬的田地里， 望着眼前成片成

片又大又白的花菜被工人们搬到大货
车上，再被大货车运到武汉、长沙、甚
至石家庄、 北京， 刘林军心里乐开了
花。

两元多一公斤， 这是今年张港花
菜的最高价格。

今年种植花菜， 一下子能让刘林
军收入 5 万多元，除去人工、种子等费
用，净收入达 4万多元。

由此，刘林军得了个“种田能手”
的称号。 此后，同村的人都跟着刘林
军走：他种什么，农民们便跟着种什
么。

果然， 今年跟刘林军大面积种花
菜跟对了：这几户农民都喜获大丰收。

在享受丰收喜悦的同时， 这几户
农民心里还是隐隐有些不安： 今年花
菜大丰收，又遇价格高，需求旺，是几
年来难得的好机遇。 可是明年呢、后年
呢？

农民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去年，张港镇 44个行政村几乎村村种
花菜，种植面积达 10 万亩，占全镇农
作物种植面积的 64％。因气候因素，全
镇近 12万吨花菜扎堆上市，花菜严重
滞销， 刚开始每公斤花菜收购价格只
有 0.1—0.3 元， 最低每公斤只卖 3 分
钱，与今年相比相差 10—30 倍！ 每亩
收入只有三四百元，不算人工成本，每
亩净亏损 2000余元。

不仅如此，到后来，花菜根本无人
问津，“白给都没人要。 ”

张港的花菜， 曾因前几年被中央
台报道而闻名遐迩。

就农业种植结构而言， 花菜是当
地菜农最主要的农业收入。 眼看着鲜
嫩嫩的花菜将要烂在地里， 让数万户
辛苦了一年的菜农心急如焚。

彼时，天门、武汉多家媒体呼吁社
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爱心采购”张港
花菜。随后，各地蔬菜经销商、企业、消
费者纷纷出力献策， 张港花菜逐渐走
出困境，日销量达到 700吨，价格上升
到 0.3至 0.5 元。 不过，农户还是大面
积亏损。

2012 年秋天，又到了种植花菜的

季节， 许多农户想想上一年令人惊悸
的场景， 开始放弃或减少种植花菜面
积。

看到刘林军大胆种植花菜， 同村
的那几户农民跟着他“赌”了一把：仍
像上年一样， 一下子种了十几亩的花
菜。

今年是“赌”着了，不可能年年都
赌赢吧？再说，种植花菜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半年。 一旦
“赌”输，等于半年的收成都泡了汤。

与花菜一样，大白菜、黄瓜、西红
柿在这个蔬菜产量大区都经历过同样
的命运。

今年丰收———来年跟风大面积种
植———滞销， 似乎成为农民多年不变
的宿命。

“不可能每年都指望媒体帮农民
呼吁卖菜吧？ ” 上述几户农民议论纷
纷。

利用网络媒体打开销路
记者在调查张港花菜收购基地时

了解到，今年张港花菜与往年不同，价
格和销售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对
于同村人的担忧， 刘林军又是怎么想
的呢？

刘林军表现得很淡定。他说，之所
以今年大面积种植花菜， 不是盲目做
的决定。平时，他除了看报纸、杂志，还
在家里安装了宽带， 经常上中国农业
信息网、中国农业网、湖北农业网、武
汉农业信息网等农业科技信息网站。
有的网站上，还开通了花菜专栏。

在网上， 专家们针对花菜前景进
行分析， 同时菜农们也可以在专栏上
得知花菜的种植、价格和出售情况。刘

林军便是从这些网站上， 对花菜的前
景、价格涨幅了如指掌。

刘林军认为，在农村，以前信息相
当闭塞， 一些重要信息无法传到农户
那里， 互联网对农村更为陌生。 而现
在，宽带进入百姓家已是寻常事。

像刘林军一样， 越来越多的农民
喜欢在网上为自己辛苦种植的花菜找
信息和出路。

刘林军介绍说，除了价格，销售渠
道现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最明显的
变化是销售渠道大大拓宽了，过去，农
户们习惯了坐等外地商贩来收购这种
原始渠道，价格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现
在，已经有专业的花菜收购中转机构站
出来，将一个村、一个乡所有花菜集中
收购，然后批发到大城市。 张港还有集
收购、处理、贮存及运输的龙头蔬菜公
司， 还具备贮存花菜等蔬菜的大型冷
库。 这些中转机构是竞争关系，相互比
价收购，花菜不愁卖，价格还能上涨。 ”

当地的收购部门通过互联网，随
时掌控全国大中城市的需求信息。

在淘宝聚划算上面， 可以买到张
港花菜，且日销过万。

记者还了解到，张港的花菜基地
已从过去的万亩发展到今天的 10 万
亩。 现在，张港镇已被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确定为“全国第六批农业标
准化示范项目———花菜标准示范
区”。

有了这个金字招牌，张港的花菜
更有名了。

老刘的烦恼：
集约化经营不够
但是，当地还存在土地抛荒、有些

种地积极户却嫌承包的地块分散和

面积不够等现象。
刘林军想，每年多种几亩、十几

亩花菜增加家庭收入， 但他承包的
地分为四五处，地块很分散，不利于
集中耕地、施肥、采摘。 而且，承包的
面积也不够。

据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
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中居功甚伟，但
也带来了分散经营、资源浪费、效益
低下的弊端。 尤其是近年来，长期从
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主体呈现老龄
化、 低龄化， 青壮年劳动力比例下
降，农业的基础设施落后，耕地利用
率也开始下降， 农村空心化现象逐
渐明显。

随着 2 月 1 日中央一号文件正
式对外发布， 刘林军的烦恼就要解
决了。

一号文件要求围绕现代农业建
设， 充分发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
优越性，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
组织化、 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
经营体系。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认为， 在越来越
多农村人口外出打工就业的背景
下，提出创新农业经营组织问题，强
调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 各地反
映很必要。 我国面临的问题是家庭
经营规模过于细小， 成本高、 风险
高。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就是要使农
村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
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特长发挥出
来。

此外，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
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流转。“家庭农场”首次
在文件中出现，对专业大户、龙头企
业的政策扶持在文件中再次明确。

腊月二十三， 这天是传统节日
里的小年。 一大早，村头喇叭里就响
起了村干部带有号召性的广播。“注
意了！ 大家注意了！今天都来村委会
领食用油，一人一桶，每家每户按户
口本领取。 ”几遍广播之后，开始有
人陆续向村委会大院走去。 出来时，
每人手里都拎着两三桶油。

山东滨州的某个村庄， 坐落在
白云山脚下， 这里的人们勤劳、淳
朴，祖祖辈辈靠天吃饭。“往年，村里
从没有发过这些东西。 ”吴嫂脸上没
有像其他村民一样挂着笑容，因为她
知道，拿了油的同时，东坡里那块耕
种了多年的土地也将彻底失去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村里就
传出要占地的消息， 开始还是捕风

捉影， 仅限于邻里间嘀嘀咕咕，后
来，大喇叭里开始召集大家开会，占
地事宜提上日程。

尽管有很多人与吴嫂一样，打
心底里不同意，“胳膊拧不过大腿，
大家都这样了， 几个人不同意又能
怎样？ ”

吴嫂说，“按照今年粮食的市场
价 ， 一亩地赔偿了大概 2000 多块
钱。 ”村民们在村委会的劝说下，按照
“摁手印”的方式拿到了补偿款。

“按照市场价补偿是比自己种合
算，起码不用播种、施肥、收晒，相当
于白拿，大家肯定愿意。 ”吴嫂在自家
院子里收拾着刚刚晒好的被褥，等待
着在外打工的女儿回来过春节。

提起占地的事，吴嫂说就像从自
己身上割了一块肉，到现在还揪心的
疼。

吴嫂从小家里就穷， 挨过饿，所
以她把粮食、土地看得比任何东西都
金贵。 如今，大家都乐意到城里打工
挣钱，吴嫂却每年都坚持守着她的一
亩三分地。 她说，唯有收获庄稼能给
她带来快乐。 这两年，她又承包了一
片 50 多亩的荒山，开山种田。

“开始是琢磨着种些果树，又担
心山火， 后来干脆开出来先种几年
庄稼，也不用施肥。 ”提起自己开的
荒地，吴嫂特别高兴。“这几年收成
都很好！ 别人家看我打的粮食多都
很羡慕。 ”

别人都说吴嫂傻， 女儿也心疼
她，不愿意再让她受累种庄稼。“人
啊，不能忘本。 ”吴嫂经常这样告诫
自己。“说实话，一亩地，除去种子
钱、化肥这些成本，其实也赚不了多
少钱， 但咱是农民， 不种地， 能干

啥？ ”吴嫂很坦然地说，“如果都去城
里打工，谁来种粮食？ 国家怎么办？ ”

吴嫂的话让那些劝她放弃开荒
种田的人不再坚持， 包括吴嫂的女
儿，因为她们知道，这样的劝说只能
更加坚持吴嫂种地的信念。

“她就是这样一个视土地为生命
的人， 拿着耕地去建楼房盖工厂那
是她最无法接受的事。 ”吴嫂的女儿
告诉记者，占地前后那段日子，母亲
像个孩子一样赌气不吃饭，“她那是
心疼，也很无奈。 ”

吴嫂没有多少文化， 据她女儿
说， 吴嫂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就因家
境贫困辍学了。 虽然没有多少文化，
可吴嫂明白一个道理， 今年“开发
商”送给各村的“好处”仅仅是眼前
的短暂利益， 农民失去的或许比这
多许多。

一位农民的土地情结
本报记者 李金玲

“富二代”蜕变：
从海归到养猪专业户

今年，张港花菜最高价为 2元 /公斤，比去年高出 10倍—30倍。

刘林军想，每年多种几亩、十几亩花菜增加家庭收入，但他承包的地分为四五处，
地块很分散，不利于集中耕地、施肥、采摘。 而且，承包的面积也不够。

不求挣快钱，坚持种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