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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情守护绿水青山

一个村干部的

——专访南陵县烟墩镇小格
里林场场长、村级林长陈义平

创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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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亲，平铺镇的黄桃今年暂告一段落，
后面还有更多好桃子上市，敬请期待哟！”8 月
24 日，陈星星在几百人的熟客微信群里发出了
这么一段公告。在这个群里，他的身份是一个
卖农产品的农村电商。
其实，陈星星还有很多其他身份——芜湖
市昌平园生态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芜湖小豆芽旅游策划有限公司创始人……而他
最在意的身份是，平铺镇新林村的村委委员。

回村·探索道路——
办合作社 做微商
1987 年出生的陈星星是土生土长的平铺镇新林村
人，2012 年 12 月，在外打拼多年后，他决定回乡发展，成
为了新林村一名村干部。
“不怕你们笑话，虽然在农村长大，但是我过去对农
业一无所知，连一亩田究竟是多少平方米都不清楚。”家
乡新林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进入村委会的头两三年
里，陈星星一边“恶补”农业知识，一边观察并琢磨一件
事。
“我们村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农业发展差。村里有
一些大户种植桃树，种得不错，但收益不好，因为市场认
可度不高。特别是看到有些乡亲们辛辛苦苦种的农产
品，有时卖不出去甚至会烂在地里，又或是拿来喂鸡鸭，
我真的很心疼。”陈星星告诉记者，从 2015 年开始，他有
了想为家乡农业做点事的念头。
做点什么呢？初涉农业的陈星星说自己那时候的
想法特简单。
“ 干农业，不外乎就两件事——把东西种
好；把东西卖出去。”基于这样的思考，一方面，2016 年 3
月，
“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陈星星通过流转和开垦荒山，
获得五十余亩山地，成立了芜湖市昌平园生态农产品种
植专业合作社，并吸引村里种植桃树的大户们参与进
来，他要通过带头、抱团，打造村里的果树基地。据悉，
合作社现有社员数 262 人，承包山地 330 余亩，其中企业
社员 8 家。
另一方面，就是想方设法把农产品卖出去。如今
“带货”是个非常时髦的词语，但早在 2016 年，陈星星就
在朋友圈里试水“带货”了，土鸡蛋、笋干、桃子，乡亲们

手上有啥，他就卖啥。
“ 我的第一单，是帮一个低保户卖
100 个土鸡蛋，市区有个商户看了我的朋友圈，就全买走
了。我是 180 元帮他卖出去的，我们俩都特高兴……”聊
及多年前的事，陈星星依然记忆犹新。这样的带货模式
他做了挺长时间，出乎他的意料，村里的这些农产品因
为品质好还挺受欢迎。不过没做多久，他发现，这种在
朋友圈小打小闹实在“成不了规模”，他决定探索另外一
条道路。

扎根·创新模式——
策划活动 搞旅游
“卖农产品的关键在于客户，不能老被动地等人上
门，应该主动地把客户吸引到乡村来。”陈星星说，微商
做了一段时日后，2017 年时，他的思路有了转变。如何
吸引人到村里来，陈星星当时心里就有了答案——发展
乡村旅游。
一开始，敢想就敢做的陈星星很麻利地采购了一批
帐篷和野炊用的大锅，做好了海报，风风火火就办了起
来，靠着自己吆喝和熟人朋友口耳相传，到处邀请人来
新林村旅游。
“ 现在那几口大锅还摆在楼下仓库咧。”想
起当时“不知道从哪来的一股子劲”，陈星星笑了。他告
诉记者，这样的活动办了几次后，朋友来了不少，也带动
了一些人买农产品，但越来越多朋友提出同样一个问
题，
“你们这除了野炊，
难道没有其他可玩的吗？”
这样的质疑并没有浇灭陈星星搞旅游的热情，反而
让他动起其他心思。
“ 那几年，我们平铺镇在打造桃花
节，已经举办一届，反馈还不错。我意识到，得拓宽自己
的思路，之前格局还是太小，旅游需要内容来支撑，得靠
文旅活动的举办才能真正带动当地的旅游、
带动人来买土特产。”就这样，陈星星找出了
一个办法：2017 年 8 月，他发起成立了芜湖小
豆芽旅游策划有限公司，该公司以策划旅游
活动、景点推广策划、节庆活动文化活动策
划、组织户外拓展活动与比赛和以为客户量
身定制的旅游 C2B 服务为主。
2018 年 1 月，由平铺镇政府主办、小豆芽
旅游策划有限公司承办的“平铺镇首届品年
味·备年货”活动举办，在活动当日，共卖出
生猪六头，猪肉 400 多千克，鲜肉、圆子、烘
笋、藕粉、葛粉也都成了抢手货；同年 3 月的
桃花节，游客数以万计，小豆芽旅游策划有
限公司承办的农产品展区更是销售异常火
爆，
新鲜的竹笋、蜂蜜、河鱼等销售一空……
截至目前，小豆芽承办了各种旅游活动
40 余场次。
“目前我们已初步形成了公司+合

作社运营机制，开启以旅游带动农产品销售、农产品销
售推动旅游的双向推动模式。”
陈星星说。

振兴·与时俱进——
做电商 开直播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扰乱了各行各业的步伐，
陈星星也不例外。他喜忧参半，忧的是本来蒸蒸日上的
乡村旅游业受到了很大冲击，喜的是疫情之下农村电商
的发展迎来新的机遇。
“早在 2017 年 11 月，我们合作社的淘宝、微店就同
步投入正式运营和使用，2018 年也注册了抖音。”陈星星
告诉记者，前几年中，他们在各大平台上的成绩实属平
平，一年的销售额仅在 20 万元左右。但去年，在疫情刺
激的新模式和新消费习惯的影响下，他乘机打造了几个
爆款抖音作品，并在直播带货上发力，销售额竟翻了十
几倍。
“去年我们共卖出了近 400 万元的本村农产品，其中
桃子是我们最核心的产品。”陈星星打开手机，翻出一个
微信群，他说这群里都是熟客，如今合作社基地的桃子
光是供这些客户都有点不够卖。
“现在我们摸清了规律，
合作社基地种植桃子品种全，基本一年到头都有东西
卖，5 月卖油桃、6 月卖毛桃、7 月卖水蜜桃、8 月卖黄桃、
10 月开始就卖冬桃……此外，村里杂七杂八的农产品，
我们也穿插售卖。
”
采访中，陈星星告诉了记者两个“小例子”。一个是
桃子的例子，2016 年时，村里大户种植的桃子，大多都是
等批发商来收购，时常被压价，最好的时候亩产毛利润
是 3700 元左右；但现在，通过“产业基地+农村电商”的模
式，亩产毛利润能有 7000 多。另一个例子，村里徐大姐
家门口的两颗李子树，每年都能结 1000 多斤的李子，过
去掉到地上也没人要，现在每年一到 6 月底李子成熟的
季节，大姐就送到陈星星这来，通过电商卖出去，能赚上
7000 多元。
“ 总算初步达到了我最初想要的结果——帮
乡亲们把农产品更好地卖出去。”回顾一路走来，陈星星
这么自我评价。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步履
铿锵，这股强劲的东风，让扎根农村、探索多年的陈星星
更加跃跃欲试。
“从中央到地方，都给予了农村电商更大
扶持，特别是我们繁昌区，将农村电商提质增效民生工
程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有机结合，推进农村电商
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赋能。”谈及未来，陈星星的想
法已经非常明晰，在扩建合作社基地、让特色农产品再
上台阶的基础上，他要继续在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上同
步发力，
“ 农村电商也好、乡村旅游也好，市场潜力都是
巨大的。我不着急，
一切才刚刚开始……”

南陵县烟墩镇小格里森林公园，被誉为“安徽
的香格里拉”
“ 江南九寨沟”，山场树木葱茏，参天
古树遮天蔽目，是不可多得的原生态景区和天然
氧吧。小格里林场场长、基层林长陈义平，多年履
职尽责，
一直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
“19 年前，我从部队退役回来后担任烟墩镇规
划助理员，不久组织动员我担任小格里林场场长，
这一当已经 18 年了。”回忆起自己和小格里的故
事，陈义平告诉记者，这些年里他曾有数次机会离
开小格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在小格里，陈
义平一刻也没有闲着，近 20 年的时间里，他带领着
同事们修整游步道、编制发展规划、创建国家 AA
景区、偿还原始债务、自制景区设施……一步步将
这片“养于深闺”的原生态山林打造成声名远播的
旅游胜地——2004 年 12 月，小格里森林公园批复
成立；2006 年被批准为 2A 国家级旅游景区；2017
年 与 霭 里 美 丽 乡 村 旅 游 资 源 整 合 升 为 3A 景 区
……
几年前，自从林长制改革全面推行以来，陈义
平坦言，这使他在小格里林场的守护工作“更上了
一个台阶”。
“作为一名基层林长，更作为一名在这
里工作近 20 年的人，我的感觉很直观，林长制改革
带来的变化真的很大。”陈义平说，在过去，林场树
木保护、森林防火等诸多事项涉及的部门多，单靠
一两个部门很难推动，更让他头疼的是，重复和相
互推诿的情况时有发生，让他常常感觉“心有余而
力不足”
。
“但林长制改革推行以来的这几年，我最大的
感触是，我们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并肩作
战’，每一级林长的责任明晰，各方面工作都能更
好地展开。”在陈义平看来，林长制是一个党委领
导、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的长
效责任体系，为保护发展林草资源提供强大的制
度保障。
“ 特别是在重点难点工作上，林长制改革
推行后，现在我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逐级上报处
理，实现了发现问题到处理问题的‘一键通’，形成
强大合力，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保护力度不够、责
任不实等问题。”林长制改革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改
变，让对这片山林爱得深沉的陈义平打心底感到
高兴。
陈义平说，19 年来，大山变了，变得更苍翠了；
林子变了，树木更加挺拔、更加蓊郁了；声音变了，
砍伐的斧锯声消失了，鸟鸣声喧闹起来了……“唯
一没变的，是我心中对大自然的那份热爱，对绿色
难以割舍的那份情。”陈义平说，作为一名最基层
的林长，他将继续以身作则、待场如家，继续守护
好小格里的这片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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