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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的这 4 条，实际上就是浔龙河在探
索乡村振兴实践中所创造的宝贵经验。 但仅说
到这里好像还不够。 浔龙河的成功，应该对我
们各行各业，各个单位和地方，都有着普遍地
指导和借鉴意义。 从普遍规律的意义上说，浔
龙河有今天，在于他们始终坚持了 3条。

第一，始终坚持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人。 社会和
谐的所有能量，来源于人。 人，既有积极性，也
有破坏力。 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所施行
的一切决策、举措、办法、制度，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压制人的破坏力。 浔
龙河的成功， 在于他们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
性，最大限度地压制了人的破坏力。

积极性从哪里来？ 1，带头人的激情、定力
和办法。 2，党组织的核心力量。 3，大多数人的
理解和支持。

第二，始终坚持特色之路才是唯一正确的
道路。

在浔龙河不到 30 华里的地方， 是长沙经
开区， 那里集中了无数个湖南顶尖级的产业。
浔龙河为什么不到那里挑选几个产业，而只限
定在生态、文化、教育、康养、旅游五个产业？ 这
就是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挖掘和
利用本地资源。 我们经常说特色、特色，特色就
是这样来的，这才是有生命力的特色！ 离开了
本地实际，那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特色，是
没有生命力的。 9年的发展和实践，浔龙河始终
坚守着自己的特色之路，每一步，都紧扣着本
地特色，所以才生机无限，生气勃勃。

第三，始终坚持全局观念才是与时俱进的
观念。

我们年年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究竟怎
样解放，如何更新？ 浔龙河成功的经验告诉我
们，9年来，他们始终坚持全面地、系统地、长远
地考虑和处理问题，所以，迎来了一个又一个
成功和胜利。 他们在乡村规划上开创性地实行
“五规合一”的办法，就是因为站得更高，看得
更远，考虑得更全面，这就是全局观念。 只要全
局在胸，眼界、视野一定比别人开阔，思想观念
一定比别人先进。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经常喊更
新思想观念呢？ 因为全局是发展变化的。 全局
在胸，不是静止的全局，而是动态的全局。

浔龙河就是因为看到了动态的全局，把握
了动态的全局，所以才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
得更早，走得更快，走得更稳，往后，也必将走
得更远，更好！

———浔龙河实践的理论思考

周云武 欧阳倩

乡村振兴的路子究竟怎么走？ 许多
人在思考，全国各地都在探索。

丰富多彩的实践， 总是走在高深莫
测的理论前面。 这就像耕田，牛是实践，
人是理论，牛的艰辛有一定的盲目性，但
其方向、路径、速度，总是由人把控着的。
所谓理论指导实践， 大体便是这样的情
形。

实践的过程，也是探索的过程。实践
出真知、出经验、出规律，但是，如果不及
时总结、归纳、提炼，是出不来的。

历史告诉我们：普遍的规律，总是从
典型的实践中首先破题。

作为时代课题———乡村振兴， 没有
历史经验，没有现成答案，急需在中国的
本土上冒出一个破题的典型。这个典型，
必须具备中国特色、 时代特征和乡村特

点，也就是说，必须符合新时代中国乡村
的实际，从而在广阔的中国乡村可借鉴，
可复制，可推广。

浔龙河，应着时代的呼唤，如芙蓉出
水，在湖南长沙冒出来了！

不说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令人惊
叹的发展速度，无与伦比的发展品质，这
些，浔龙河当然都有，但却不能算浔龙河
的独有。浔龙河的与众不同，在于其已建
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发展体系， 包括以党
建为引领的组织体系， 以资源为引领的
产业体系，以民生为引领的保障体系，以
制度为引领的管理体系， 以生态为引领
的保护体系，以文化为引领的思想体系。
而且，这些体系不仅贴上了时代的标签，
也流淌着时代的血液； 不是以往的 “火
车”，而是时代的“高铁”；是经过一系列
改革而取得的经验， 是符合新时代乡村
振兴目标和要求的改革成果。

事物的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的，浔龙河
的第一级螺旋，历史给了她 9年时间。

9年前，这里还是省级贫困村，9 年后的
今天，村级集体经济增长了近 100 倍，村民
年人均收入增长了 13倍多。 这个 13 倍多，
是在村民集中居住人口增长了 169%的背景
下实现的。 集中居住片区的村民拥有“一栋
别墅、一个门面、一个菜园、一个车库、一个
院子”的待遇。通过实施村民集中居住，完善
了农村“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和
“科、教、文、卫、体、商”等配套设施建设，让
农村住户既有了城市的生活享受，又有了农
村新型生态社区的自然风景。农民实现了生
活条件的彻底改善和住房价值大幅提升的
双重收益。

不仅如此， 浔龙河从土地改革入手，盘
活农村山、水、林、地、宅等资源，吸引工商资
本下乡，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发挥
本地优势，坚持走特色之路，选择性地培育
和发展了生态、文化、教育、康养、旅游五大
支柱产业。 而且，这五大支柱产业是一个前
后链接、彼此渗透、相互依托、循环供给的有
机整体，而这个整体的最大特点是让一、二、
三产业联动起来，在联动中实现产业链条的
不断延伸和产品价值的持续增值。以旅游产
业为例，他们以发展观光、休闲、体验式农业
为基础，依托原生态山水资源，建设童勋营、
牧歌山、麦咭启蒙岛乐园等游乐场所，好呷
街、土菜街、浔鲜餐厅等特色饮食走廊，云田
民宿客栈、星空木屋酒店、地球仓移动式酒
店等清新宁静住所，同时，大力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构建起游客所需的“吃、住、玩、学、
购”五大产品体系。这五大产品体系，既有一
产业，也有二产业，更有三产业，几乎每一个
产品又不是单纯孤立的，或者涵盖着其他产
业，或者牵引着其他产业。

当游客的需求能够尽情满足的时候，所
爆发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惊人的。 2015 年
10 月 1 日，由曾经的双河村，蝶变而成生态
艺术小镇的浔龙河，迎来了生态主题公园开
园的盛会。 整个国庆长假，游客以平均每天
2 万人次以上的流量涌进浔龙河。 这之后，
每遇大小活动，说“人气爆满”，毫不为过。

随着 40年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 全国
各地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各具特色的先进

典型村。 归纳起来，这些村的成长路径无外
乎三种形式：一是上级政府投资主导，二是
市场资本投资主导， 三是村级自主筹资主
导。 而浔龙河则从上述三种形式中取长补
短，科学地把市场、政府和全体村民整合进
来，按他们的话说，是“企业市场运作，政府
推动和监督，基层组织全程参与，民本民生
充分保障”。这 4句话，已经作为乡村振兴的
“浔龙河模式”被广为传颂。 通俗一点，或者
具体一点说，大体是这样的：

投资的主体是社会资本， 资本是趋利
的，企业你觉得有利可图你就来，完全的市
场化运作。 政府除了政策性、部分公共服务
型配套设施投资以外，还要管方向，推动、消
化、 监督各类政策的具体细化和精准落地。
全体村民在村支两委的组织带领下，将确权
归属明晰的本地资源以股权的形式参与投
资，共享资源资本化带来的营运红利，确保
村民长期而持续的利益。他们有个形象的比
喻：“我们把政府比作董事长， 管大导向；企
业作为总经理，负责操盘；村民则是股东，享
受分红。 ”

这种“三位一体”的运作模式，被新华社
评定为目前全国最有效、可复制的乡村振兴
路径，因此，受到省级和国家相关部门的充
分肯定和高度关注。

今年 2 月 2 日， 中央对乡村振兴提出 20
字的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而要达到这个总要
求，就目前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而言，面临的
一些问题是必须解决好的。 比如，如何把产业
兴起来，如何持续保证农民利益，如何保护好
生态环境，如何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和乡风
文明建设等。

而浔龙河，恰好解决了这些问题。
1.在盘活资源中发展产业。 浔龙河正在兴

起， 而且将来蓬勃发展的就是这五大产业：生
态、文化、教育、康养、旅游。 这五大产业，就像
五棵参天大树———长青树，深深地扎根于浔龙
河肥沃的土壤，赚钱的产业、暴利的产业、新型
的产业那么多，为什么浔龙河只选择这五大产
业？ 这是由浔龙河的资源所决定的。

浔龙河不过是长沙县北部广大农村的一
个典型乡村，除了山水田土，几乎一无所有，哪
来什么资源？ 谁都知道，在中国农村，山水田
土，到处都有，如果不盘活，不值钱。 在浔龙河，
土地、山林、水面，都视为有形资产，通过承包、
出让、出租、收回等流转的形式激活，使固化资
源走向流通，值钱了！ 比如，原来单一的农业产
业，田地抛荒严重，现在种水果、花卉、蔬菜，搞
特色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田土成了“抢
手货”，升值了。 再比如，原来的宅基地不值钱，
而置换出来，农户集中安置，一楼门面出租，形
成好呷一条街，购物一条街，游玩一条街，引来
200多家企业入驻经营，值钱了。 又比如，把山
水之间的荒地、闲地、坡地拿出来，在不破坏山
水风光的前提下，发展康养产业，土地金贵了，
风景拿钱都买不到了。 就这样，不值钱的资源
一经盘活，便成了金山银山，与此相关的产业
也发展起来了。

2.在保护生态中推进建设。 曾几何时，我们
有的地方搞开发，推山填水，不能不说是“大变
样”：小镇是出来了，乡村却没有了。 连乡村都没
有了，谈何乡村振兴？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留住
风景，留住乡愁，便一动也不能动。 一动也不动，
怎么振兴？浔龙河则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总
共 14700亩的面积，全部进入规划，哪些是一动
也不能动的，哪些是产业用地，哪些是公共服务
用地，哪些是宅基地，明晰下来。 而且，即使同一
片用地，也会细分明确，精准使用。 比如，为发展
康养产业，他们依山就势，坚持少开挖、不填水，
在保护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将国有建设用地、集
体建设用地、流转土地合理布局，混合使用，促
成养老、养生、旅游之间的用地融合，打造出了
独具特色的康养生态圈。

3.在加强党建中治理乡村。 乡村治理是社
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是一个全球性
的课题、历史性的课题，也是一个动态性的课
题。 动态性课题的含义，就是过去可能行之有
效的办法，时代不同了，形势和任务发生了变
化，格局发生了变化，便不那么管用了，或者基
本无效。 过去，我们基层党的组织是坚强堡垒，
坚不可摧，一呼百应，现在呢？ 不少地方是软弱
涣散的。 因此，加强乡村治理，首先得把核心力
量组织起来。 浔龙河因时而变，因势而变，把原
来按地域、按村民小组成立的党小组，改编成
按年龄结构组成的党小组，后根据党员人数的
增加组建党支部，根据年龄人群的特点确定党
支部的功能和任务，让每一个党支部牵引相应
的社会团体，开展相应的活动，发挥各自的作
用。 这种组织体系的改变，让浔龙河的乡村治
理变得井井有条，生动活泼。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全省率先建立 O2O（线
上线下结合）党建服务平台，彻底打通联系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 每个村民组建一级微信群，
让村民小组成员全部入群， 由党员或党小组长
担任管理员，负责搜集和反映群众提出的问题。
另外，党支部把村支两委成员、党小组长、一级
群管理员全部拉入二级群， 负责线上和线下为
群众解决问题。 全村共建设了 25个一级群和一
个二级群，覆盖了全村 90％以上的群众，形成了
“群众线上点单、党员干部线下服务”的群众工
作新模式，实现了群众意见“一天有回音、两天
到现场、三天可解决”的高效率。

为实现决策民主，浔龙河村建立和完善了
《四级民主决策制度》，一般事项村支两委集体
会议决策； 较大事项村支两委扩大会议决策；
重大事项村民代表大会集体决议决策；特大事
项全村村民民主决策。 完善了《村民议事会制
度》， 确保了村民议事会在村民代表大会的授
权下实施民主决策。

可以说，浔龙河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建立以
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为依托，以群众团
体组织为补充的社会治理体系，以点带面、以带
扩面，让农村更加富裕、和谐、美丽、文明。

4.在资产运作中保障民生。 资源被盘活以
后，成了资产，在资产的运作过程中，让村民分
享红利，这是浔龙河很成功的一招，堪称高招。

村民究竟如何享受到红利呢？ 简单地说，
一是在土地流转中获利，二是在宅基地转换中
获利，三是在经营集体建设用地中获利，四是
在当地就业中获利，五是在旅游接待及商业经
营中获利。 这还不算浔龙河整体发展后所带来
的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文明氛围等社会福祉。

在浔龙河发展的历程中，全体村民积极参
与土地改革，支持土地集中流转和农民集中居
住，支持各项改革举措，体现了很高的主人翁
姿态。 农民的土地经营权虽然流转了，但承包
权还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土地主人的权利
感、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真正过上了有营
养、有素养、有尊严的生活。

大 体 的 路 径

宝 贵 的 经 验

解 决 的 问 题

（本版照片均由湖南棕榈浔龙河生态城镇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浔龙河成立农村供销社， 探索新农
村零售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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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和假期，浔龙河游人如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