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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周浦镇界浜村的“湖景蜜

露”桃上市。看着一箱箱桃子从村里发往

各地，界浜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姚辉倍感

欣慰。“界浜的桃子名气慢慢响了，不少人

提前来预定。”

不仅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乡村振兴的各大

要素，在界浜村都有所展现。

前不久，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走进界浜

村，点赞界浜的环境提升、产业振兴，以及

精细化管理。

“李强书记的认可，是对我们工作的最

大支持，更是我们源源不断的动力。”周浦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蔡建新说，乡村振兴是

一篇大文章，周浦将围绕顶层设计和具体

实践，打造乡村振兴的样板。

一篇花的文章

越来越多的“老陆”出现
在界浜各个角落。在他们的
巧心装扮下，村里有了一个个
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

“那天我正好在院子里修剪花草，没想

到李强书记过来了，我赶紧邀请他进来看

看。”村民陆永祥至今难掩自己当时的激动

心情。

老陆家是界浜村美丽庭院“五星户”家

庭。绣球、海棠、滴水观音……平日喜欢摆

弄花草的他响应美丽庭院建设的号召，花

了几个月精心培育了30多种花卉，将原本

单调的小院打造得繁花似锦。

错落有致的花木盆栽下，是老陆亲手

制作的花架。“我看到村里把废弃的轮胎改

造成了路边装饰，受到启发，就自己动手，

用捡来的木头做成了花架。”老陆说。

如今，84 岁的老陆每天围着自家小

院转，浇水修剪，培育新苗，乐在其中。

他还在“家门口”文化服务站里开了一个

花卉苗木培训班，受他影响，周边村民发

现了“美化”庭院的好处，也开始种起了

花草。

浦东新区的美丽庭院建设有“三全”，

即村级全推动、队组全覆盖、家庭全参与。

在界浜，越来越多的“老陆”出现在各个角

落。在他们的巧心装扮下，村里有了一个

个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行走其间，赏

心悦目。

“花小钱，办大事，不花钱，办成事。”姚

辉说，根据区委区政府对“美丽庭院”建设

的要求，界浜以村民宅前屋后的“小三园”

为切入点，发动村民全员参与，共同做好美

化环境的文章。“我们引导村民精心布局和

经营好‘小三园’，自己想、自己做、自己

管。”截至目前，村里已建成小菜园176个，

小果园152个，小花园68个。

一些看似无用的闲置物件，反而为“小

三园”增添了浓郁的乡土气息。闲置的水

缸经过简单修饰，成了小花园里最有“乡”

味的花盆；随意丢弃的砖瓦砌成了小菜园

的围墙，既美观又环保；桃树树桩搭配洗脸

盆做成工艺品，让小果园更添趣味……

在保留原汁原味乡村特色的同时，界

浜正逐渐绘就出一幅高颜值、有气质、有内

容的新农村美丽图景。

而在片片繁花中，周浦花海称得上点

睛之笔。从过去遍布简易棚的百亩农田，

到如今的上海市3A级旅游景区，周浦花海

生态园的建成让界浜村真正成了花的海

洋，也为周边的河道、桃林、油菜花田添了

一抹新彩。

上海周浦农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薛军介绍，花海占地面积500亩，土地流

转涉及5个村民小组共117户村民。

“当初，村民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至镇农投公司，如何利用好这片土地是

关键。”他说，“经多重考虑，我们决定借迪

士尼乐园即将开园的东风，将已流转的土

地打造成周浦花海生态园，建一片烂漫花

田，让界浜四季飘香。”

早春桃花、樱花和风信子婀娜优雅；

初夏花团锦簇，绣球芬芳；深秋向日葵开

得轰轰烈烈……在周浦花海，两万多平

方米的超大型中心花田里花卉四季更

替，常年都是一幅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

景象。

上周末，天气晴好，阳光相伴，住在市

区的朱先生一家趁着久违的好天气到周浦

花海逛了逛，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这里

地方大，花的品种多，设计得也很漂亮。最

关键的是，交通方便，一会儿就能到。”朱先

生说。

一个桃子的故事

“希望有更多人知晓并认
可我们的品牌，实现农民增
收，也使界浜的桃产业更加兴
旺。”

七月的界浜村，千亩桃林褪去花衣，结

出累累硕果。走至树下，层层叠叠的青翠

里藏着一个个桃袋。里面装的，便是“湖景

蜜露”桃。

界浜村的“湖景蜜露”甘甜多汁、香气

馥郁，曾荣获2012年上海市优质水蜜桃金

奖。薛军告诉记者，相比其他品种，界浜村

的“湖景蜜露”桃果肉纤维少，肉质细密、甜

浓无酸，甜度可达13度，甚至14度以上，超

过水蜜桃甜度12度的标准线。

这段时间，桃子进入了收获季，村里人

都忙得不亦乐乎——桃农忙着在田间摘

桃，感受收获的喜悦；村干部配合合作社，

加班加点把新鲜桃子打包装箱，为村里的

销售困难户找销路，减轻他们的卖桃负担。

姚辉告诉记者，界浜村 80%的村民家

中都种有桃树，近几年赶上大批桃树进入

盛产期，今年的年产量可能达到150万斤。

过去，每到桃子收获期，就会有大批村

民在村里沿路卖桃。他们推着小车、撑起

阳伞，坐在路边等着路人看上自家桃子，顺

手买走几个。而这样的场景，今年大大减

少。

因为，从去年起，界浜村与镇农投公

司合作，以“雪景”为品牌，通过统一技

术、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将界浜村桃农

的“湖景蜜露”桃打造成了品牌商品。“农

户将蜜桃送到镇农投公司，由公司进行

分类、包装、配送，帮助村民卖桃。”姚辉

说。

有了品牌，8 只半斤以上的“湖景蜜

露”桃组成的精品礼盒装，市场价为 160
元。这样一来，村民不再需要沿街叫卖，卖

桃负担减轻不少。“我们省力多了！”桃农徐

美娣说，“卖给以往的老客户，再加上农投

公司帮忙销售，今年的桃子不愁卖不出

去。”

与此同时，界浜村为帮助桃农创收，将

村里一批“80后”农二代培育为新型农民，

优化种植技术，把界浜的“湖景蜜露”桃做

大、做精。此外，镇农投公司组织销售团队

进行策划，与大型电商、知名企业洽谈，打

通销售新渠道。

姚辉表示，村里负责把关蜜桃质量，农

投公司则负责打响品牌，培养市场主体，

“希望有更多人知晓并认可我们的品牌，实

现农民增收，也使界浜的桃产业更加兴

旺。”

如今，界浜村农业发展蓝图正向2.0版

本迈进，将升级打造成为集农业、文旅为一

体的综合体。这其中，周浦花海同样为振

兴界浜注入新动能。

值得一提的是，周浦花海自2014年开

园至2018年，每年年均客流量达到30万人

次，而今年截至6月中旬，花海客流量已达

30.2 万人次，预计全年客流量可达 100 万

人次。

周浦花海“人气旺”，界浜村村民也受

益。自 2012 年起，花海按每年 5%递增率

向村民发放土地流转费。百余名村民的就

业问题也在周浦花海得以解决。他们在花

海从事保洁、养护等工作，能在家门口上

班，村民们都很高兴。

去年，界浜村与周浦花海生态园达成

乡村振兴带动村级经济发展经济成果反哺

机制——从今年起，花海将给予界浜经济

合作社项目反哺费用，“这笔钱将用于村民

公共福利、村内基础建设，以及作为储备资

金增值村集体资产。”姚辉说。

可以期待的是，花海二期将在今年对

外开放，又有数十名村民可在花海上岗就

业。此外，附近村户也将纳入到花海二期，

打造花海特色民宿，提供吃住服务，吸引游

客、留住人气。

今年 5月，界浜村入选 2019年度上海

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计划，将按照“桃源

界浜，田间花海”的定位，立足水蜜桃产业，

以“一花一果”为中心，打造农业科技示范

园和农产品销售平台。同时，界浜将拓展

花海产业功能，向高标准生态基地进发，形

成“种植—观赏—衍生品”的产业链，扩大

市场。

一堵被拆的围墙

“以前村委会有围墙，工
作人员下班后村民就进不来，
现在围墙拆掉了，村民随时随
地都能走进‘家门口’。”

7月8日，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赵杰受邀来到界浜村“家门口”

服务中心，为村里的桃农传授蜜桃采收前

后的各项农事操作流程。十余名桃农闻讯

而来，认真听讲，还时不时记下要点。

“‘家门口’每月 8日都会有农业专家

来上课，我每次都会来听，一次不落。”村民

张炳官说。

自从村里有了“家门口”服务中心，老

张凡是遇到什么不清楚的事，就会跑到这

儿来咨询，因为“这里一直有工作人员，而

且从不推三阻四。”

自 2018年 9月起，界浜村“家门口”服

务体系全面提质增能。在“家门口”服务中

心的空间布局上，界浜动足了脑筋——南

区建设文化服务站、卫生室，北区建设党建

服务站、市民事项受理服务站、联勤联动

站，再拆掉村委会原来的围墙，通过德和广

场、怀信步道连接起南北两区，串起了整个

“家门口”服务中心。

姚辉说：“以前村委会有围墙，工作人

员下班后村民就进不来，现在没了围墙，村

民随时随地都能走进‘家门口’。”

从意识到做法、从空间到资源、从理念

到机制，界浜村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建立

没有门槛的办公室、没有围墙的村两委、没

有打烊的“家门口”，逐步构建起不间断、零

距离、无缝隙的全方位为民服务体系。

“下沉式办公后，没有门槛的办公室进

一步拉近了我们与村民的距离。”姚辉说，

“村民进门就能找到所有村干部，没事也愿

意来这里坐坐，与我们聊聊天。”

除了服务设施和项目集中“打包”的

“一站式服务”深受村民欢迎，随着“活动空

间最大化”，村民日常娱乐休闲有了好去

处，这更让大家直呼“太贴心了”。

德和广场、怀信步道一建成，就成了村

里“热门地”，村民们每晚都会成群结队来

到这里，有的唱歌跳舞，有的打拳散步。“日

子过得越来越充实。”界浜村广场舞团队的

周美蓉说道。

村民的满意，在蔡建新看来，就是乡村

振兴工作初期成果的最直观体现。据他介

绍，周浦镇专门成立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工作领导小组，并出台《周浦镇 2019年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周浦镇村级公共

设施建设养护管理实施意见（试行）》等文

件，使顶层设计与行动路径相统一，以“美

丽庭院”建设为抓手，打好规划牌、下好产

业棋、念好生态经、唱好人文戏，搭牢乡村

振兴“四根梁”，全力打造农业农村农民共

进、生产生活生态和谐共融、田园家园乐园

全民共享的乡村振兴周浦样板。

前段时间，周浦镇还专门抽调各职能

部门工作人员，成立了周浦镇界浜村上海

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指挥部，指挥部办

公室就设在村委会。

如今，乡村振兴“作战图”就挂在指挥

部办公室的墙上，激励指挥部所有成员挂

图作战、按图行进，倒排时间、倒逼任务，全

面落实乡村振兴工作。

“明年的界浜，又将是一番新景象。”姚

辉信心满满地说。

一片花海一个桃，一堵围墙被推倒。界浜村的魅力，映在村民的一张张笑脸
里。在这里，乡村振兴的实践，在一个个细节里带给百姓幸福感。

合作社工作人员挑选优质“湖景蜜露”。 □倪竹馨 摄 村民陆永祥的院子里繁花似锦。 □徐网林 摄

村委会的墙拆了，界

浜村“家门口”服务中心与

村民距离进一步拉近。

□徐网林 摄

界浜村美丽庭院建

设实现了村级全推动、队

组全覆盖、家庭全参与。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周浦花海为界浜产

业兴旺注入了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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