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4 月 13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孙 侠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李勇、薛天）“200 万的劳动
力，60 万人在外地”，这是人们对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
陕西省安康市人力资源状况的描述。随着近年来安康
“筑巢引凤”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安康人选择
回乡创业，成为安康市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只要脑子活，村里的机会一抓一大把”

“知道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时，我激动得一晚上
没睡着觉，这证明当初的选择没错。”安康市四通建材
公司总经理杨彬说。

杨彬生长在安康市汉滨区牛蹄镇的一户贫困家
庭，毕业于南京财经大学的他，前些年辞去江苏某建材
公司的工作，带着环保瓦项目回到安康创业。

“当时安康所有的建筑工地还在使用被南方市场淘
汰的黏土瓦，我成了安康引进环保瓦的第一人。”杨彬说。

另辟蹊径的创业方向让杨彬获得了陕西省“大学
生创业明星”称号，此后他的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发达
地区和西部山区的巨大差异，为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和
技能的返乡创业者提供了空间。只要脑子活，村里的机
会一抓一大把。”

在紫阳县向阳镇营梁村，记者看到了返乡创业者
为地方产业所带来的变化。紫阳毛尖茶，富硒健康，自

古有名。营梁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让这份古老的
产业焕发新生。茶园、农家乐餐饮、特色民宿有机结合，
由返乡创业者引进的“半亩茶”项目，都增加了当地茶
产业的附加值。

“年轻人思维活，路子多，或许这些‘城归’(返乡创
业者)在城里优势并不明显，可一到农村，就派上了用
场。我们要做的，就是给这些年轻人再加把劲，解决他
们的资金、场地等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汉滨区
委书记王孝成说。

“家乡是割不断的情感纽带”

“腰缠万贯不如造福一方。现在我最高兴的，就是
能回到家乡，为乡亲们干点儿实事。”安康市紫阳县焕
古镇春堰村村主任姚富华说。

少小离家，事业有成的姚富华，早在西安安家落
户。但他心里有份对家乡割舍不下的感情。“春堰村山
大沟深，全村 456 户，300 户是贫困户，不少村民受了
一辈子穷。个人富裕后，我总想给家乡做些什么。”

2014 年，听到紫阳县要搞“能人兴村”，他没有犹
豫，一头扎回深山，自己出资给春堰村建起了现代农业
观光示范园，当上这个贫困村的村主任。

在姚富华的带领下，春堰村的土地流转了，合作社

建立了，茶叶种植面积从 2014 年的 200 亩上升至如今
的 2000 余亩，大量村民在农业园区找到了稳定的工
作。春堰村村民的人均收入也在 2017 年提升至 9078
元，有望尽快完成整村脱贫。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振兴，产业振兴离不开村里
的能人。除了相关的政策引导，乡情也是催促能人返乡
的重要原因。”紫阳县县长陈莲说。

“家乡是割不断的情感纽带，一看到家乡有需求，

又有好政策，我第一时间就选择回来。”安康汉滨区五
里镇黑牛种养公司负责人刘春波也有同感。

回乡后，刘春波流转了周边 217 户村民的土地，还
安排 30 多人常年在他的园区打工，其中不少是身患残
疾的人。“加上农忙时打散工的村民，我一年的工资支
出就有 100 多万元，在我这里工作的村民基本脱贫。”

据了解，如今越来越多外出的安康人选择返乡。以
汉滨区为例，在返乡“城归”们的带动下，汉滨区已形成
166 家现代农业园区，有 46 家龙头企业，1556 家农村
专业合作社，145 个家庭农场，共带动了当地 1 . 9 万
户、5 . 4 万贫困人口就业。

“一群人一起走才能走得更远”

在安康市汉滨区大同镇鲁家村民俗园总经理鲁维

眼中，当初放弃出国深造，选择回乡创业，让自己找
到了人生价值。

鲁维大学毕业后本有机会去澳洲留学，但父亲
却想让她回乡。“父亲是村里的老支书，村里缺少年
轻人，外乡的留不住，本村的不愿意回来，父亲想让
我给大家带个好头。”思想斗争了许久，鲁维还是在
父亲的劝说下回乡，并最终为鲁家村选择了与文化
旅游相结合的发展方向。

鲁维告诉记者，鲁家村 1666 年由浙江绍兴整村
搬迁至此，村里舞火龙的习俗延续至今，已成为省上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围绕这一主题，鲁家村建起了集
餐饮、住宿、民俗体验、休闲观光的旅游综合体。从
2016 年正式运营至今，鲁家村日均接待游客数千
人，人气越来越旺。

目前，返乡“城归”已成为安康乡村振兴的一支生
力军。仅在汉滨区，近 3 年新返乡创业人员通过各种
经营形式带动就业 1 . 4 万余人，创收 3 . 8 亿余元。安
康市市长赵俊民认为，随着返乡人员的逐渐增多，作
为脱贫攻坚根本之策的产业、就业发展良好，进而会
推进建立惠及广大群众的乡村振兴“共同体”。

而在鲁维看来，“城归”的自身价值因助推乡村振
兴、带动乡亲共同致富得以体现。“如果你想走得快，就
一个人走；如果你想走得远，就要一群人一起走。”她说。

“只要脑子活，村里的机会一抓一大把”
乡村振兴战略催生家乡需求，好政策让越来越多安康人选择回乡创业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刘茁卉、潘德鑫、马卓言)初见
陈太祥时，是在他满是春色的果园里。中等身材的他穿
了件藏青色夹克，搭配灰色羊毛衫，外翻出白衣领，脚
上的橘红色皮鞋非常显眼，上面还沾着泥星。40 岁出
头的他很健谈，时不时蹦出的土话俚语、“人生道理”，
总会得到旁人的赞许。

陈太祥，1977 年生，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月照
社区双洞村村民，初中文化，喜欢写日记，也喜欢摆道
理。邻里乡亲说他是“能人”，当地干部认为他是有见
识、有头脑、有干劲的“新农人”。

出门闯荡——— “人不出门身不贵”

“要活得跟其他人不一样”

在“山高坡陡阴气重，种棵辣子都不红”的双洞村，
农民除了种洋芋和苞谷，没有更多选择。上世纪 90 年
代，贫困对于双洞人，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陈太祥算得
上村里的能人，能做木工也会垒墙盖房，18 岁就可为
村里的红白喜事当主事人。

“男到十八立父志，女到十八当嫁人。”1995年，初中
毕业的陈太祥决定出去闯一闯。“当时也不晓得出去能
干啥，就是想活得跟村里其他人不一样。”他回忆说。

1996 年起，陈太祥开始写日记，22 年从未间断。

他说要给自己留份“人生档案”。

“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平”是他第一本
日记里的一句话，外出打工除了想挣钱娶媳妇，也是为
了见世面、长见识。

初出山门的陈太祥喜欢把有意思的见闻记在日记
里，哪怕是一幅标语、一句口头禅，甚至是不认识的生

僻词、没用过的成语、不会计算的数学公式。

陈太祥还把在外看到、学到的经验带回村试验，村
里的老人说他是“双洞第一人”：第一个养母猪的、第一
个改种蔬菜的、第一个使用微耕机的、第一个种果树
的。

选准方向———“选择不对努力白费”

“在恰当的时机做合适的事”

20 多年来，陈太祥做过背篼、当过包工头、种过
菜、贩过菜、卖过家电、种过果树，有赚有赔，有成有败。

1998 年，陈太祥顶住压力，把家里的苞谷地改种
了蔬菜，最后菜种出来了，但收益甚微。“运输成本高，
钱都被中间环节的菜贩赚走了。”陈太祥说，当时 1 斤
白菜离地价不到 2 毛，最后市场卖价接近 1 块。

之后陈太祥决定去云南通海贩菜赚中间的差价。
哪知 20 吨蔬菜从通海出发，等到贵州境内已经沤烂发
臭了，1 万多元血本无归。“路不好走，通海到市里要走
24 小时，菜还没落地就坏了。”

“选择有时候比努力更重要，选择不对努力白费。”
陈太祥如是总结，他说，一定要“在恰当的时机做合适
的事”。

2009 年，几经失败的陈太祥认为种果树“时机成
熟了”：政府的一事一议项目解决了村里路的问题；区
里加大投入发展“农旅一体”观光农业；省里对农村小
微企业有补贴。

认定了就坚决干。随后几年，陈太祥将果园注册成
了公司，规模也从当初流转的 20 亩扩大到了 70 余亩，
老房子也改成了农家乐。如今，果园经营步入正轨。采

摘季节有时一天门票最多可收入 6000 多元，加上游客
买的水果及就餐的收入，毛收入接近 2 万元。

学习与励志———“人穷志气要威风”

“再穷也得有梦想”

“人穷志气要威风，马瘦毛长要打鬃，铜盆破了斤
两在，哪个时常在难中。”经历“幼年丧父、中年丧妻”的
陈太祥面对苦难和失败，常以此自勉。

“人不能看低自己，再穷也得有目标、有梦想。”陈
太祥出言总是很励志。虽然文化低、底子差，但他一直
注重学习积累。他的日记本不仅是记事本，还是账本、

笔记本。“翻日记可查往年各个时间段的天气特点、果
树会出现哪些病虫害，以此安排今年的活路。”

除了学技术，陈太祥还特别注重学政策。他说，这
些年国家给农村的政策很多：改种蔬菜政府补贴了菜
苗和农膜，卖家电有家电下乡政策的支持，果园能成功
离不开脱贫攻坚系列政策的帮助……

“天上不会掉馅饼。”陈太祥一直有看新闻联播的习
惯，平时也喜欢用手机上网浏览新闻，社区、区政府经常
能看到他“要政策”的身影，“只有自己先一步了解、学习
政策，早作准备，才有可能较早享受政策红利。”

“地地道道的明白人”，摆弄“花草经果”闯出致富
路，通过土地流转和就业直接带动近 20 户村民增收。
“太祥这样有见识、有头脑、有干劲的新型农民是农村
的宝贝，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都离不了。”月照社区党委
书记杜锦如此评价他。

谈到将来，陈太祥说：“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资
产上千万’的拿年薪的农民。”

“三有”新农人成乡村振兴“宝贝”

贵州农民陈太祥的“人生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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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麻亮，安徽省
芜湖县湾沚镇的相思园
村就在春风中“苏醒”
了。村民严中荣琢磨着，
养的几十头小黑猪，怎
样改变圈养方式，按合
作社的要求散养……

同样睡不着的还有
村民王玉宝，村合作社
将流转的几百亩山林地
委托给他和村里其他几
位六十岁上下的老人管
理，每月计发工资。他心
里惦记着山里种的桃
树，又琢磨着合作社让
他恢复篾器手工生产的
事……

“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民”，

一曲“三变”改革变奏
曲，在相思园村激荡起
村民自发创业，振兴乡
村的热情。

“每次回家看到村里
老人都眼巴巴盼着子女
回家团聚，心里满是愧
疚。”44岁的相思园村合
作社发起人张国旺说，
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让我坚定了回
乡发展的信心。

张国旺的想法得到
同村严中桂、王次喜、张
国佐等 17 人的认同。说
干就干，18 个人自掏腰
包筹资 18 万元，从改善
村居环境入手，拓宽道
路、治理沟渠、清除杂
树、修缮房屋……

十几个人的努力，

引来村民自觉行动：路
修到谁家门前，谁家便
会出工出力；整治美化
菜园子一声令下，村民
纷纷用竹篱笆圈起自家菜园子……

今年 1月，张国旺等 18人征得村民同意后，成立
了“相思园农作物种植及乡村旅游开发合作社”。专
业评估公司对村里的水面、山塘、圩堤等集体财产评
估，确定村民原始份额，并将评估结果上报县农委。

记者走进 4 月的相思园村，村在林中、院在绿
中、人在景中，仿佛走近一幅美丽的江南水乡画卷。

“今年桃花节期间，相思园村来了数以千计的
游客，挖竹笋、听社戏、吃农家饭、观状元省亲表
演，热闹得不得了！”村民张国佐高兴地说，我家的
柴火灶农家饭，特受城里人欢迎！

合作社根据各家不同情况，与村民协商制定
“一户一策”发展策略。农户生产的农副产品，通过
合作社出售给芜湖的中华老字号企业金隆兴餐饮
管理公司。公司指导村民种植养殖，帮助提高农副
产品品质。

村民严中桂告诉记者，全村黑猪散养的有两
家，养鸡的五六家，养鸭、鹅的两家，种植蔬菜的五
家、手工篾制品制作一家……

“今年我们和合作社签了一百万的农副产品
订购合同，对村民养殖种植的小黑猪、竹林鸡、农
家土鸡蛋、野菜等农副产品，按高于市场 10% 的
价格收购。”

金隆兴餐饮管理公司董事长周刚介绍，公司
有 20 多家餐饮连锁店，对高品质农副产品需求量
很大。“下一步还计划与村里合作社合作，把闲置
农房开发成民宿，发展乡村旅游。”

“在前期试点基础上，今年全县将再有 67 个
村成立合作社组织，让农民变成股东，进一步壮大
村集体经济，让农民腰包鼓起来！”芜湖县农委副
主任王峰说。

乡村振兴变奏曲，点亮村里能人返乡创业的
梦想，也引燃城市精英复兴乡村文化的激情。

离相思园村不远的陶辛镇七房艺术村，安徽工
程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承杰带动身边艺术圈人士，
入驻村庄成为“新农人”。他们从合作社租来闲置农
房、粮站，开展村庄艺术创作体验、举办音乐节……

“美丽乡村应差异化发展，我想打造一个不同
的艺术村，通过艺术来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承杰说。

(记者王菲)新华社合肥 4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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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1 日，樟树市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员工在智能温控大棚给樱桃圣女果进行人工授粉。

近年来，江西樟树市以乡村振兴为主攻方向，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步伐，大力发展优质水稻、中药材、花卉苗木、瓜果蔬菜等高效特色
农业。据悉， 2017 年樟树市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6 . 2 万亩，其中万亩以上示范片区 2 个。 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建高标准农田，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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