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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建朋
实习生 张耕瑜 徐浩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宅家一族”真正
进入大众视野。在被迫“宅家”的日子里，人们从
线上买米、买面、买油，大爷大妈们也第一次听说
了“宅经济”这个新鲜词语。进入后疫情时代，伴
随着消费活力重启，由宅经济带来的消费格局也迎
来重塑。

当居家成为一种状态，人们开始拓展以家为中
心的新生活方式：居家阅读、娱乐、健身、办公、网
课⋯⋯在重新定义事业与家庭的关系、工作与健康
的权重同时，人们对于家中方寸之地的装修观念与
精神追求也有了截然不同的飞跃式改变。

“深宅美学”应运而生

财经作家盘和林在其《宅经济》一书中指出，人
人都可以成为宅经济的参与者。

“对于现代人而言，宅是一种风格——栖居方寸
之间，思想却是自由的，宅，可以有诗意、有趣味，同
样也可以惊涛骇浪。”疫情宅家期间，南京大学后勤
集团西苑会议中心副总经理曹毅和爱人购置了大量
的纸质书，既将书房充盈起来，又重新拾起了阅读纸
质书的习惯。

“宅”——作为“御宅族”（Otaku）的简略形
式，由日本漫画家中森明夫 1983 年通过其漫画作
品提出，用以描述那些痴迷于动漫并全身心投入
的群体。而在此之前，在美国就已经有了形容这
类“深居不出”群体的词语：“沙发土豆”（Couch
potato），泛指那些拿着遥控器长时间像土豆一般
蜷缩在沙发上，什么都不干，只是守着电视节目的
群体。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御宅族”这一名词传入我
国台湾省，史学者李衣云将其翻译为“茧居新人
类”。彼时，宅文化在我国年轻群体中刚刚兴起；
2003 年，艺术家曹明正在日本漫画《私と漫画の同
居物語》的译文中，根据日文的汉字写法，正式采用

“御宅族”的翻译。
随着宅文化的兴起，其周边产业也得到极大发

展，宅经济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不得不承认，是
疫情将‘宅经济’一词及其带来的深刻影响，一下拉
到了所有人面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所所
长张春龙坦言。

进入后疫情时代，居家办公生活成为大多数人
的常态，完善现有空间，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而
一个显著的趋势是：改造舒适家居的深宅美学浪潮
袭来。

“小而美”取代“大而豪”

“ 局 部 精 装 极 大 地 提 高 了 我 的 生 活 幸 福 指
数，一个安静惬意、舒适美感的书房为我的创作
助力不少！”作为一名职业撰稿人，朱新宇在家里
的书房中一待就是 10 小时以上。最近，他特意
对书房重点进行装修改善——墙壁贴上隔音棉，
打一个大的落地书柜，安装静音水冷空调，再放
置一套茶具和一个老式的唱片机。“喝喝茶、听听
唱片、看书码字，现在的书房完全是属于我个人
的惬意空间。”

相比单一化追求“大而豪华”的全面翻修，“局部
装修”以其资金投入低、可操作性强正成为越来越多
热衷深宅美学人群的首选。

一份消费者家居空间改造问卷数据显示，有
25%的消费者想要在家居空间中融入健身功能，
有 24.4% 的 人 想 要 在 家 中 添 置 很 多 绿 植 ，还 有
20.1%的消费者想要重点打造书房，实现阅读休
闲功能一体。

线上运动平台 Keep 旗舰店客服告诉记者，店
铺数据显示，从疫情伊始到现在，家用智能跑步机等
健身器材的销量皆呈上升趋势。由此可以看出，即
便“蛰居”家中，人们也愿意通过身体锻炼形成良好
习惯与状态。

“工作累了时，看一看这些绿植，心情顿觉舒
畅，对于缓解疲劳也很有帮助。”年初，视频剪辑
师罗逸轩专门购置了绿箩、铜钱、彼岸花等盆栽，
在阳台造就出一片绿色小天地。“有了绿色，才感
觉家里充满生机。小而美，这是一个家可以有的
模样。”

诗意栖居向“心”而行

“宠物为家庭诗意栖居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快
乐。”这段时间，江苏师范大学大二学生吴迪把家
里的储物室布置成了狗舍和猫舍。“养的一猫一
狗，他们也是家里的一分子嘛，应该有属于自己的
小地盘。”

在“深宅”中如何保持心灵的鲜活充沛？曹毅
给出的答案是：阅读。长期从事高校的后勤管理工
作，事务的琐碎常常需要置身现场，他感觉压力不
小。“在家中新布置的阅读角，翻阅纸质书籍，伴随
着油墨味和随时可以的圈点勾画，能使人平和、安
静不少。”

疫情居家期间，曹毅又重新拾起书画相关的兴
趣，还为爱人彩绘了三件文化衫。“还是有很多东西
是科技代替不了的！”他感慨。

保 持 对 诗 意 栖 居 的 追 求 ，南 京 市 民 刘 莹 选
择购置投影仪与全景立体环绕音响，在家中搭
建起一个简单温馨的小影院。每天晚上，她和
女儿都会一起观看几部经典电影，再一起讨论
电影的情节与思想，让宅家的日子变得丰富又
有趣。“以往我和女儿没有那么多相处时间，有
了这个小影院，和女儿交流都变得多了，感情也
愈发亲近起来。”

深宅美学，
于方寸之地诗意栖居

□ 本报记者 颜 颖

农民身边，有了搬不走的科技服务站

“‘亚夫科技服务站’是省农科院与地区
农科所联动，与地方政府部门协同，围绕区域
特色产业发展，组织省农科院骨干力量建立
的服务工作站。”省农科院成果转化处处长顾
军介绍，去年，省农科院启动亚夫科技服务体
系建设，具体包括建设亚夫科技服务工作站、
遴选亚夫科技特派员、实施亚夫科技服务项
目，意在探索“科技供给与产业需求相统一、
专职推广与兼职服务相结合、科研院所与推
广部门相协同”的推广服务新机制，进一步发
挥科技对乡村振兴的支撑作用。

亚夫科技服务工作站究竟如何发挥作
用？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一些工作站。

7 月下旬，记者前往宿迁市宿豫区新庄
镇。这里是远近闻名的草莓生产基地，省农
科院亚夫科技服务宿豫新庄工作站于 6 月 3
日在此揭牌。

新庄草莓园内有着大片草莓大棚，农
用三轮电动车来来往往，草莓种苗脱毒繁
育中心和亚夫工作站就在其间。跟着工作
站站长于红梅刚进草莓园，一个头戴草帽
的草莓种植户手拿两株草莓苗走进来说：

“于老师，请您帮我看看我的草莓是不是得
了炭疽病？”于红梅接过草莓苗，端详了叶
片正反面，说：“这不是炭疽病，是蛇眼病。
你看，这一个个小点，不就像蛇眼睛嘛。用
保护杀菌剂代森锰锌+治疗性杀菌剂吡唑
醚菌酯喷洒一下就可以了，注意叶片和茎
部都要洒到。”

送走农户，于红梅告诉记者，2018 年她
就与新庄结缘了，那年她帮助新庄镇制作了
草莓种植计划和上下游产业链布局，因此听
说院里打算在新庄设立亚夫工作站，她就申
请过来了。

“2018 年时新庄几乎没人种过草莓，我
们只想种，但不懂品种和种植技术，于老师
来了后，草莓种植才步入正轨。现在镇里种
植草莓近 5000 亩，还成立了合作社，亩产草
莓 1500 公斤，亩均净利润超 8000 元。”新
庄镇草莓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广荣说。

新庄亚夫工作站里仅有一套办公桌椅、
一台电脑、两块标牌。标牌一块写着亚夫精
神简介，一块写着亚夫科技特派员的姓名、
服务专长和电话。“所有的亚夫工作站设计
都统一风格，接近农户，既能一眼看到亚夫
精神，也让农户随时联系到专家。”省农科院
办公室王澎说。

传承亚夫精神，带着农民脱贫致富

亚夫精神是什么？镇江市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镇江市农科所原所长赵亚夫曾说
过：“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
实现农民富。”亚夫科技服务“涟水高沟工作
站”便是带着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实实
在在的据点。

涟水县高沟镇四安庄村位于高沟镇最
南端，是典型经济薄弱村，去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仅 18.9 万元，通过亚夫工作站牵线，村
子成为今世缘酒业的酿酒原料种植基地。
该工作站也是江苏省农科院首个聚焦头部
企业产业难点、聚焦区域特色产业发展，遴
选专职科技特派员建立的亚夫工作站。

“今世缘酒业以往主要从异地采购酿酒
原料，每年需原料包括高粱4万吨、大米2万
吨等，约 30 万亩种植面积。而高沟镇就属
于高粱丰产区、优质稻麦主产区，为此计划
在高沟镇建立酿酒原料基地。”涟水高沟工
作站站长李春宏介绍，工作站今年在高沟镇
三个村采取“酒业企业+科技服务（亚夫工作
站）+农业公司+种植户”合作的运作模式，
示范种植今世缘酒用高粱 1500 亩、水稻
2500 亩，工作站负责种植的协调、组织实施
与落实，提供种植品种、栽培技术方案，进行
技术指导与培训。

“农户种植的高粱和稻谷只要符合要
求，都将由企业统一收购，收购价分别为 4.5
元/公斤、4.3 元/公斤，这可比以往单纯种植
稻麦利润高多了。”四安庄村党总支书记郁
建兵说，目前村里已流转 2200 亩土地用于
种植酿酒原料，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有望突
破30万元。

除了脱贫致富，守住地方特色农产品
品牌也至关重要。盐城阜宁县是传统的养
猪大县，阜宁新沟工作站主攻方向便是围
绕生猪产业链关键技术集成推广与示范辐
射，着力提升阜宁县生猪产业水平和特色
品牌效应。

“阜宁黑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一直
在寻找其主打品种，我们选育的苏紫黑猪新
品种肉质好、繁殖率高，且生长速度较快，契
合阜宁对生猪品种优质化和标准化的需求，
合作可以更好地扩大阜宁黑猪的品牌效
应。”阜宁新沟工作站站长徐小波说，工作站
将集成创新推广优质黑猪品种及其快繁优
育技术、提高母猪繁殖率综合技术等，目前
已初步选定两个核心基地，将辐射带动 21
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计养殖生猪规模达
29.3万头。

搭建科技平台，推动产业升级

与高新技术产业一样，农业也在不断迭
代升级。在江苏的农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同
样有着亚夫工作站的身影。

常熟全市菜地面积 9.5 万亩，年产量超
100 万吨，占苏州市蔬菜总产量的三分之
一，上世纪 90 年代就聘请省农科院专家为
顾问，今年 5 月亚夫科技服务常熟工作站也
揭牌成立。

“目前常熟蔬菜产业发展即将进行产业升
级，亚夫科技特派员正是我们急需的专业技术
人员，他们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品种更新迭代，
同时指导生产技术模式。”常熟市农业农村局
总农艺师钱彪说，今年常熟计划打造6个区域
面积200亩以上的绿色蔬菜高质量发展示范
基地，引进经营主体承包经营，带动周边蔬菜
种植户共同发展，目前常熟亚夫工作站已全面
参与这项工作。

“工作站一方面是对蔬菜种植户和新型
经营主体开展精准对点帮扶，另一方面则是
围绕常熟市高效蔬菜产业发展需求，集聚省
现代农业（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及长三角地
区涉农高校院所的科技优势力量，构建全产
业链发展模式，打造亚夫科技服务体系的苏
南样板。”亚夫科技服务常熟工作站站长徐
海表示。

在农村，亚夫工作站不仅是帮扶某个主
导农业产业的据点，也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

“解忧平台”。
徐州沛县是我国肉鸭养殖第一大县，不

过在种鸭设施化养殖、粪污处理水平等产业
共性和关键技术上还存在薄弱环节。亚夫科
技服务徐州沛县鹿楼工作站站长赵伟为当地
引进最新的全舍饲生态高效种鸭养殖新模
式，并在徐州忠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生产基
地进行试点，建有21栋全舍饲种鸭舍。“这种
鸭舍能让种鸭的生产、繁殖性能更稳定，减排
污水 95％以上，用工减少 50％，并保障生物
安全、疾病预防和控制。这样每只种鸭可增
收10元以上，年养殖种鸭10万羽。”赵伟说。

在地方帮扶的同时，赵伟还帮助农民改
善金蝉养殖模式。记者在鹿楼镇金蝉哥金
蝉种苗智能孵化中心采访时看到，占地一亩
的孵化棚里可贮存 1000 多万根卵枝，每年
8-9月农民收集枝条卖到孵化基地，次年5-
7月再到基地购买蝉蚁回家养殖。“原来我们
用枝条挂在树上自然孵化，后来改为利用卵
枝孵化。但从卵枝孵出蝉蚁仍然要一个月，
赵老师建议采用恒温恒湿环境，孵化时间缩
短至 10 天。又对农户养殖金蝉做了技术指
导，使得金蝉整体孵化时间从 4 年左右缩短
至 2 年。我们的年收入也从几十万元涨到
三四百万元。”金蝉哥负责人王曼说。

“可能对于赵老师来讲这只是技术小细
节，但却是农户增收的关键点。鹿楼镇去年
在金蝉养殖方面的收入超过 2 亿多元，金蝉
养殖已经成为鹿楼的一块重要产业。”鹿楼
镇副镇长梁振说。

服务乡村振兴，成果写在大地

亚夫工作站作为科研机构与地方有效
合作的纽带，其产出与效益究竟如何衡量？

“考核的唯一指标是当地农民的增收幅
度，这是核心指标，也是刚性指标。我们服
务的对象是实名制的农民，就是要让农民与
现代农业有机联结。亚夫科技特派员不仅
要成为基层农技人员工作上的好帮手，还要
成为自身专业的实践者、最新科技的传播
者、产业问题的发现者、农民需求的收集
者。”省农科院副院长孙洪武介绍，专家驻点
帮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科技资源下沉，工作
站也将成为资源整合平台，为农业发展打造
带不走的专家。

顾军介绍，今年，江苏省农科院将在全
省主要涉农县区打造亚夫科技服务工作站
30个，打造一支100人左右扎根基层服务产
业的科技特派员队伍，构建“亚夫在线”等服
务平台，结对帮扶农民 1000 户以上，开展亚
夫科技服务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形成 10
个左右“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
销，实现农民富”的示范样板。

“亚夫工作站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有力尝试。放眼未来，希望亚夫工作
站能建设到乡镇，最好建设到村。亚夫科
技服务体系就是要探索最新农业科技并且
把它们带到乡村，在乡村振兴中起到引领、
龙头和带动作用。”孙洪武表示，这是科研
人员践行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
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四个面向”的具体实践。作为农业科研
人员，应该把成绩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
农民家。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俞卫东表示，省农
科院亚夫科技服务体系是江苏农业科技社
会化服务体系的新探索，科研与科教及农技
推广协同发展、融入融合，破除农业科技单
线推广隔阂，创新“政、产、学、研、企、农”推
广服务新机制。省农业农村厅将全力支持、
主动配合省农科院亚夫科技服务体系“十四
五”建设和布局，共同为江苏农民增收致富、
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新征程贡献力量。

32个“亚夫工作站”，
把科技把科技种子撒向江苏原野

这是常熟市碧溪街道龙桥村农民陶建平的蔬菜种植基地这是常熟市碧溪街道龙桥村农民陶建平的蔬菜种植基地，，他经常向他经常向
亚夫科技服务常熟工作站站长徐海请教问题亚夫科技服务常熟工作站站长徐海请教问题。。 颜颖颜颖 摄摄

亚夫科技服务宿迁市宿豫区新庄工作站站亚夫科技服务宿迁市宿豫区新庄工作站站
长于红梅正为农户诊断草莓病症长于红梅正为农户诊断草莓病症。。 颜颖颜颖 摄摄

亚夫科技服务徐州沛县鹿楼工作站站长赵伟正在与肉鸭亚夫科技服务徐州沛县鹿楼工作站站长赵伟正在与肉鸭
养殖户交流养殖户交流。。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瞭 望

新消费

指导12家养殖企业做好夏季畜禽养殖防暑降温工作，又指导6家养

殖企业做好防风防水工作⋯⋯近一个月，南京、扬州等地发生疫情，加之台

风阴雨等恶劣天气，农业生产面临多重挑战。今年58岁的赵伟作为江苏

省农科院亚夫科技服务工作站的专职特派员，一直奔走在徐州沛县的多家

养殖场，及时帮助农户把好生产关，减少灾害损失。

以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命名的工作站，全省目前已有32个。“做

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这是赵亚夫的人生写照，也是遍布全省的亚夫工

作站的使命。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开启乡村振兴的起步之年。在乡

村振兴的江苏版图上，亚夫科技服务工作站正如雨后春笋般点点升起，发

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