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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胡卫东

低处的田野里，水稻郁郁葱
葱。 骄阳之下，风拂绿浪，蛙声此
起彼伏，似一曲动人的乐章。

“这样的景色怎能不让人喜
爱？ ”6月24日，阳光突破乌云，照
射在双峰县走马街镇秋塘村的
田间地头，村党支部书记王义定
走在前方引路，忽然回头对记者
说道，语气笃定而自豪。

重返，“敲开”发展大门

2015年，王义定35岁，已在
娄底城区开有4家超市，年收入
超过50万元。 那一年，他返乡探
望亲朋， 却发现曾经熟悉的稻
田越来越少， 抛荒地里杂草丛
生。 更为萧条的是乡村青壮年
劳动力流失， 只剩老人和孩童
留守。

揪心之后是思考：大片被抛荒
的土地为何不能重新整合，利用现
代农业打造“绿色富矿”，为乡亲带
来实际的经济效益呢？

返乡创业决心已定。 王义定
开始挨家挨户上门走访，和大伙
商量把闲置的土地流转给他，规
划大规模种植。 同年3月，他拿出
自己多年来做生意的积蓄，流转
了500多亩农田， 创建了双峰县

鑫盛农业种养合作社。
祖祖辈辈的传统农业，辛苦

一年下来收入却很低，王义定清
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上门求
学 ， 拜访市县两级多位种植专
家，与专家学者反复调研 ，终于
确定了种植富硒水稻的初步发
展思路。 富硒水稻，除留存了普
通水稻的营养成分 ， 还具有抗
癌、防癌、保护心脏和延缓衰老、
提高人体免疫力等多种保健功
能。

选好了“敲门砖”，前进之路
十分顺遂。 在王义定的坚持与努
力下，家乡的田野很快恢复了生
机， 最初种植的500亩水稻当年
就获得了丰收，其生产的富硒大
米通过国家绿色食品稻米检测，
一经推出在市场上广受追捧。

探索，描绘长远蓝图

扎根乡村， 但不局限于乡
村。 为了进一步实现“新农人”的
愿望，王义定走出县城，远赴衡
阳、益阳、河南刘庄、浙江杭州等
地，学习外地先进经验。 一路走
来，他不断寻求破题———传统农
业已经很难适应今天产品多元
化、需求精细化、市场差异化的
需求，如何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农
业产业里脱颖而出。

农业离不开现代化，是王义

定找到的答案之一。 在已有的良
好基础上，他又投资500万元，引
进良种、化肥、农药，购买运输车
辆、耕整机、插秧机、风干机等机
械设备， 还开办了大米加工厂。
2017年合作社实现销售总额581
万元，利润超过84万元。

人才引进 ， 是另外一个答
案 。 在今年新建设的辣椒基地
里，负责人杨振兴是从凤凰县腊
尔山镇远道而来的外地农户，从
开始规划到正式栽种，王义定将
管理权限全部交给了他。

“我把龙虾养殖基地设在秋
塘村，一方面是被老王的诚意打
动，一方面是看好这里的生态环
境。 ”肖钦是王义定从益阳南县
“挖”过来的小龙虾养殖能手，他
在王义定的基地负责近200亩池
塘，每亩年产值达到近5000元。

龙虾基地的四周，还分散开
了1510亩虾稻共养的田地，虾吃
田里杂草，虾粪还是水稻的天然
有机肥，环保无公害 ，经济效益
十分可观。

蜕变，摘“穷帽”共富裕

在绿色生态上做出文章，合
作社越来越壮大。 从最初的500
亩水田， 发展到如今与3个乡镇
17个村的6801户农民签订了土
地流转合同，其中水稻种植及社

会化服务1.5万亩、 油茶林1610
亩、绿化园林1320亩 ，在山地水
库养殖鸡鸭10万多羽。

2015年以来，合作社的粮食
总产量已超过15万吨，王义定先
后被评为“娄底市种粮先进个
人”“湖南省级规模种粮大户”
“湖南省十佳农民”。

同时， 合作社以走马街镇为
核心， 辐射周边6个乡镇， 带动
2500余户农户就业创业， 帮助
864名建档立卡贫困户摘掉了
“穷帽子”。

“我们村还有贫困户21人，
今年将全部脱贫。 ”王义定自信
满满地说。

2017年，王义定当选秋塘村
党支部书记，肩上的担子也越发
重起来。 上任后，他狠抓民生实
事， 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硬
化两条村级公路、新建村部和休
闲广场 ， 安装路灯和自来水管
道，实现全村亮化 ，户户通自来
水。

田野阡陌， 绿意盎然。 几年
前，王义定眼中有点“荒芜”的家
乡秋塘村， 俨然成为一个集水
稻、水产、粮食加工、苗木种植、
家禽和水产养殖于一体的现代
农业生态示范园。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郭鲲 张雅兰 郭婧

6月18日下午，雨后放晴。 桃源县
浔阳街道丰禾村6组村民翦美霞的果
园里， 来了一波前来采摘的自驾游客
人。挂在枝头的脆桃还沾着雨珠，一位
客人迫不及待要尝鲜， 摘了一个桃子
一口咬下去。 桃子脆嫩多汁， 他直夸
“好甜”。看到这一幕，翦美霞脸上乐开
了花。

翦美霞今年42岁，勤劳肯干，丈夫
常年在外务工，她在家打理20亩果园。
除了脆桃，园里还种有桑葚、樱桃、猕
猴桃等。果实成熟季，她一个人忙不过
来。“以前就靠我肩挑手提，把果子拿
到集市上去卖，经常卖一半、坏一半。”
她告诉记者，如今有“创客”帮忙，自己
不再为销路发愁。今年桃子还没卖完，
就已收入3万元。

翦美霞说的“创客”，是指朱彪和
他带领的“拾捌·创客”团队。去年5月，
桃源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党建联络
员。一群年轻人怀揣梦想，放弃在城市
的工作，回到曾养育他们的乡土，当起
了党建联络员。不久，在丰禾村党建联
络员朱彪提议下，浔阳街道18个村（社
区）的党建联络员组建“拾捌·创客”，
开始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创新创
业。

“爱折腾”的年轻人

今年28岁的朱彪是丰禾村人。
2011年， 他大学毕业后留在长沙，和
朋友一起创办了长沙蜗牛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长沙向日葵科技有限公司。他
还经营一家饮品店，年收入在20万元
以上。

2014年，朱彪参与研发、组装的
微信照片打印机问世。 该产品很快被
悦方商场、华润万象汇等公司采用，成
为微信“吸粉”神器，红极一时。美团兴
起之初，外卖进不了校园，朱彪又牵
头搭建“高校创业联盟”网购平台，
先后与8所高校联合， 将校园周边
800多家商户纳入该平台，为高校学
生提供更便捷的购物渠道。 他还从
事过餐饮业， 将取餐点设在写字楼
里，采用全自动设备定点煮饭、中央
厨房统一配菜模式， 受到上班族青
睐， 用餐量最大时一个中午能卖出
500多份快餐。

都市街头，创业路上，朱彪不知
疲惫。 有一次和朋友闲聊时，说起桃
源擂茶“养在深闺人未识”，他心里
不是滋味，决定为家乡做点事，尝试
用电商推广桃源特产。 去年，他毅然
放弃城里事业， 返乡报考党建联络
员。

“我们‘拾捌·创客’团队里，都
是些爱折腾的主。 ”朱彪掰着指头介
绍， 教仁村党建联络员蔡香艳曾在
一线城市打拼，收入不菲，如今身怀
六甲，还时常奔走在田间地头，通过
电商平台帮村民销售茶籽油等土特
产； 天子岗社区党建联络员杨柳青
是一位90后，大学毕业后选择北漂，
做过微商，从事过新媒体，现在兼任

“拾捌·创客”团队首席文案，满脑子
想让乡村“宝藏”闪闪发光……

梦想藏在老屋里

朱彪祖辈生活在丰禾村。 祖父朱
福成生前在当地是有名的勤快人。“耕

完三亩田，回家吃早饭。 ”邻居这样介
绍朱福成。靠一双勤劳的手，朱福成养
育了三儿一女。 父亲朱桂华有维修机
械的手艺，在朱彪出生那年，他只身前
往广州， 在一家机械厂务工， 多年坚
守，如今已走上管理岗位。

在儿子朱彪执意返乡时， 朱桂华
曾想阻止他。“儿子跟我说，家乡有祖
祖辈辈奋斗的足迹， 是他追逐梦想的
新起点，也会是梦想成真的好地方。 ”
在记者与朱桂华通电话时， 他语气轻
松地说。

朱彪的梦想， 一部分就藏在爷爷
的老屋里。这是一间简陋的砖瓦平房，
但屋内被朱彪收拾得井井有条， 墙上
挂着蓑衣、斗笠，墙边摆着犁、耙等农
具。

“这些东西都是爷爷生前用过
的。”朱彪告诉记者，“拾捌·创客”近期
目标之一， 就是合力打造农耕文化体
验园，希望收集、展出一批老物件，吸
引更多的人走进家乡、了解家乡，从而
爱上这方美丽的土地。

生活需要加点甜

“紫红串串挂弯枝，正是桑泡采摘
时。 村里拾捌捎口信， 尝鲜出手莫来
迟。”今年5月3日，村里桑葚成熟，朱彪
灵机一动，改编《应约摘桑葚》，发到朋
友圈。此举效果不错，不到3天，当地桑
葚被游客采购一空。

翻阅朱彪的微信朋友圈，记者发
现，推介家乡“土货”的信息比比皆
是，有“我们很穷，用不起化肥，只能
用农家肥的水蜜桃”，有“生活有点
苦， 需要加点甜的农家洋槐蜜”，还
有“掺入儿时记忆的野生小籽茶油”
等等，短短几行字，令人印象深刻。
而这些创意和策划，都是“拾捌·创
客”这个年轻团队智慧的结晶。

借助“拾捌·创客”的翅膀，乡间
茶油、茶叶、瓜果等“土货”不断飞进
城市。 可朱彪并不满足，他说：“仅卖
东西是不够的， 要真正推动家乡经
济发展，必须依靠产业。 ”

在村东头一块荒地前，朱彪向记
者讲述以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的
愿景。 今年4月，“拾捌·创客”团队决
定将各村的荒地利用起来， 发展百
果园果木种植项目。 目前，已与省及
常德市相关部门联系， 获得了免费
果苗供应及培管技术支持。 今年下
半年， 将建设一个高规格的果木种
植示范点。 以后，将以水果种植为基
础，形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

■蹲点感言

广阔农村
有作为

鲁融冰

年轻人爱闹、爱闯荡。很多人迫不
及待从农村走进了城市， 而朱彪等人
又从城市走了回来，扎根乡土，为家乡
发展奉献青春与激情。

乡村振兴，需要一大批有理想、有
文化、有激情的年轻人为之奋斗。朱彪
及其“拾捌·创客”团队把新的梦想种
在田野里，既带动了农村发展、农民增
收，又为自己创新创业带来了新机遇，
记者为他们点赞！

湖南日报记者 朱永华
通讯员 尹建国 杨坚

村口臭气熏天的旱厕拆除
了， 变成了干净卫生的水厕；穿
村而过的双江河边以前垃圾成
堆，现在正被民工集中清理；3条
修建中的小马路让村子与外界连
通……6月22日，记者来到新宁县
回龙寺镇塘尾头村， 看到的是一
片繁忙景象。 这个当地人眼里的
“穷窝子”，正在经历美丽的蝶变。

村里一位年近7旬的李姓老
人告诉记者： 过去几个家庭茅厕
挤在村口，气温稍高就臭气熏天，
苍蝇乱舞， 尤其离村里老水井不
到五六米处有几所茅厕， 臭水横
流，渗透到井里，外地人都不敢进
来。“博伢子人好，为村里做了一
件大好事，他不要我们出一分钱，
把村口臭气熏天的茅厕都拆除
了，改建了12座干净的水厕。 ”李
大爷伸手指着新建的小厕所，赞
不绝口。

大爷口中称道的好人名叫李
博，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现在长
沙经营一家环保科技公司。 记者
随即见到了正在组织施工的李
博，与他一番攀谈，了解到这位村
里的“大人物”可不是改建厕所、
修马路那么简单。

“我们这个村过去可以说是
积贫积弱———交通不便， 环境恶
劣，没有产业。 ”李博告诉记者，他
1996年考入湖南中医药大学，成
为合并之前村里第一位全日制本
科生， 之后就没出过一个大学生
了。 年轻人就靠外出打工赚点零
花钱。 由于穷，没有姑娘愿意嫁过
来， 村上30岁以上的单身汉就有
30多个。“这个样子必须改变，我
打算回家带动乡亲们做产业，搞
乡村振兴。 因为我从事的是环保
行业，所以首先从厕所革命、优化
环境开始。 ”

一腔热血，挟资本之豪气，但
李博的乡村产业梦并不是那么一
帆风顺。

“搞产业就搞产业，你花钱搞
这么多厕所干吗？ ”李博的“宏伟
蓝图” 刚开始就遇到亲朋好友的
诘问。“搞乡村产业，环境和基础
设施是第一位的。 我也不等厕所
改造的政府补贴， 先搞起来再
说！ ”记者眼前的李博面容憨厚，
穿着朴素， 一点不像城里的大老
板，倒有点农村“犟驴”的气息。 因
近期在家乡项目工地上忙， 他的
脸和手都被太阳晒成了红黑色。
“村里劳力少，有些方面他们不在
行，我就自己撸起袖子干。 ”李博
笑着说。

想做事容易，做成事不易。 血
气方刚的李博因为不熟悉政策，

有些事走了弯路； 因为村民不理
解，多了不少额外的花费。 一些人
认为李博修路、 占地只是为了自
己， 不愿意置换田地或者提出过
高补偿条件。 李博只好挨家挨户
上门做思想工作， 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 给出双方都认可的补偿置
换方案， 对于做不通工作的村民
甚至动员其子女亲戚轮流做工
作。“只要不是太过分， 我都认
了”。

最近，李博迎来他实现梦想的
一次“利好”，镇上干部了解到他计
划实施乡村振兴工程，主动上门进
行政策辅导。 新宁县委副书记、县
长谭精益还来到这个村，为李博情
系家乡投资家乡新农村建设的义
举打气加油，鼓励他克服一切困难
带领老百姓脱贫致富。

在李博的引领下， 记者一行
“巡游” 了他规划中的田野山岗。
众人眼里的寻常阡陌或许在这个
充满情怀和激情的能人心目中，
已是花团锦簇的美景。

“好多要学，但主要是干！ ”信
心满满的李博拿来自己的规划图
憧憬着他的未来：“水田里种上荷
花，水塘养鱼，打造成为休闲垂钓
餐饮中心； 搞一个传统农耕文化
体验区， 让来村里观光休闲的客
人亲身体验打糍粑、磨豆腐、踏米
粉、土法酿酒等传统农耕文化；村
里要去穷根，文化要提高，在村公
共用地上要修建一个阅览室，开
设道德学堂———我自己想赚钱不
假，但更重要的是，我要通过我的
发展让家乡化茧成蝶， 让乡亲们
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 ”

情牵湘土地
———湖南人才在乡村

记者在扶贫一线 为使家乡茧成蝶

� � � � 6月22日，新宁县回龙寺镇塘尾头村，李博（左二）与当地干部商议乡村产业发展规划。 杨坚 摄

王义定：不恋都市爱田野

———记者蹲点见闻

逐梦乡土
———记桃源县返乡青年朱彪及其

“拾捌·创客”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