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比“兵马俑”还火爆的关中村庄
袁家村，“新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样本，启示如何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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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村的发展，是在没有任

何行政命令的前提下，在农民自

觉自愿的基础上，依靠基层党员

和干部的领导，把农民发动、组织

和团结起来，以农民为主体，自主

解决三农问题。始终坚持“一家富

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一村富不

算富，十村富才是富”，极具创造

性地设计出一整套符合乡村实际

和农民特点的股份合作制度，形

成一个股权清晰，分配明确，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通

过“三产融合”，实现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强晓玲、刘书云

踏上青石板铺就的古街巷，穿行在关中风情
的明清式古建中，摸一摸古老的石磨碾子，试一试
古朴的纺车织机；尝一口甜糯的甑糕，再咥一老碗
筋光香辣的“biang biang 面”；上茶楼品一壶茯
茶，听一段高亢的秦腔，再看一眼烧茶师傅拉风箱
时自在销魂的“舞蹈”……

置身关中民俗文化旅游体验地，距西安 78 公
里的礼泉县袁家村，徜徉在灶台、水井、戏楼、口袋
广场之间，复活记忆中的老房子、老街巷，品味如
同妈妈做的家常菜一样的舌尖上的老味道，仿佛
回到魂牵梦绕的儿时。

尽管不是周末，小吃街里游客仍然络绎不绝，
时髦的姑娘举着粘糕边走边吃，“关中小吃，这里
味道最好”。

“袁汁袁味”，正是“精神还乡”的魔力，让这个
只有 62 户 286 人、土地面积 660 亩，既无名胜古
迹又无山光水色的关中小村，从 2007 年开始开发
乡村旅游，仅仅十年间就成长为闻名遐迩的民俗
文化旅游村，荣获“中国十大美丽乡村”“关中印象
体验地”等美誉，跻身 4A级景区。2015 年“十一”
黄金周，袁家村日均接待游客 18 万，居然超过世
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成为旅游大省陕西最火
爆的景区。

袁家村，无疑是乡村振兴的成功样本。数据
为证：2017 年，袁家村接待游客 500 多万次，旅
游总收入 3 . 8 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 8 . 3 万元，
集体经济积累达 20 多亿元。这里还汇集了 1000
多个创客投资、开店、做生意，吸纳了周边村民及
外地约 3000 多人就业，带动周边 2 万多农民增
收。

这个“无中生有”创造了奇迹的村庄，引来
不少地方学习模仿，试图克隆“民俗文化促旅
游”，但模仿成功的却很少。记者采访调研后发
现，袁家村的模式虽然不能简单复制，但“袁家
村版”乡村振兴之路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确
极富启示。说到底，袁家村的成功，是在一个有
凝聚力战斗力的党支部带领下，尊重村民意愿，
通过“新集体经济”——— 股份合作制让村民利益
共享、风险共担，“美美与共”让村民有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从而真正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
力。

“村上搭台，农民唱戏”

“乡村振兴，一定是以农民为主

体，实现共同富裕”

茶楼里坐满了喝茶听戏闲聊的游人，西安
的刘先生带着一家老小坐在一处僻静的平台
上，惬意地享受休闲时光。“经常过来转转，百来
不厌。”

茶楼外一片空地上，磨盘、场院、秋千，吸引着
游客们一试身手。石碾旁，76 岁的杜秀霞老人正
在兜售野菜，她是距离袁家村两三里外的袁坡村
村民。一旁卖冷饮的小摊主跟她打趣，“这老婆婆
一天能挣 100 块。”杜秀霞哈哈大笑，“袁家村好
么，袁家村的干部好，这伙年轻娃给我提供个摊摊
不收钱，晌午还给我买肉夹馍吃！”

“袁家村的干部好”——— 面对外村人的这一
评价，袁家村党支部书记、“袁家村·关中印象体
验地”创始人郭占武一脸严肃，“我是农民的儿
子，我了解农民。农村要发展，关键在领导。你要
有一颗公心，把集体的‘利’公平地分给大家，农民
才能相信你，跟着你干，更要让年轻人在农村看
到希望。”

“我们是村上搭台，农民唱戏。”郭占武这样概

括“袁家村模式”。这位袁家村的“领头雁”，今年 2
月曾应邀到甘肃省旅游产业大会去授课。甘肃省
政府一位领导说，袁家村创造了乡村振兴、破解三
农问题的奇迹。

“袁家村是靠我们农民自己发展起来的，既没
有外部资本进入，也没有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
郭占武说，袁家村党支部是这样搭台的：从“民以
食为天”的道理出发，打造以特色小吃为主的民俗
产业旅游，到逐步发展成为以民宿、咖啡、酒吧等
乡村休闲度假为主，再到乡村全产业发展，始终围
绕“人怎么能来”“人怎么留得住”“产业怎么提升”
的问题，在发展中不断摸索创新。“乡村振兴，不能
以设计师、专家、政府为主体，一定是以农民为主
体，实现共同富裕。”

以农民为主体，农民的智慧也成就了袁家
村。一位熟悉袁家村的干部介绍，发展旅游业，
“一般景点都是预计投资多少钱，预计要征多少
地，预计得把多少农民搬出去，预计多少年能把
钱收回来，一张门票得卖多少钱。袁家村不是这
样算的，村民自己做，袁家村村民要把自家的生
活做成旅游，可以让游客在这里体验真正的乡村
生活。”

郭占武介绍，为维护和提升袁家村品牌价值，
袁家村建立了农民交流学校，用农民的语言，向农
民讲通“旅游产业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道理，
由村干部负责质量，动员农民自觉捍卫食品安全，
树立袁家村特色小吃的好口碑。

最关键的，还是袁家村党支部选择了“新集体
经济”模式发展乡村民俗旅游。

每天看着川流不息的游客从自己门口走过，
汇入到摩肩接踵的小吃街里，农家乐“稼和居”的
老板娘张淑玲心里是美的，“这样好，小吃街把部
分游客分流了，要不客太多，人累得招不住。”

这位老板娘之所以淡定“不抢客”，是因为，袁
家村不管是谁家的生意，兴旺了大家都得利，因为
他们都是合作社的股东。

“分红多得很，弄不清。”张淑玲看着手机里刚
刚到账的提示短信，开心地笑了。

张淑玲“弄不清”的，是村里合作社入股和分
红的明细，入了多少股，分得多少钱，别说她，村里
许多人都分不清，但大家都知道，“入股好，真的
好！”

“股份制合作社”，这个对于大多数中国乡村
百姓并不熟悉的字眼，在袁家村绝对称得上“热
词”。

作为“中国乡村振兴袁家村课题组”的主要负
责人，陕西省政府参事郑梦熊一直默默地观察着
袁家村。他说，“在没有任何强迫命令的前提下，在
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把农民发动、组织和团结
起来，以农民为主体，自主解决三农问题，极具创
造性地设计出一整套符合乡村实际和农民特点的
股份合作制度，实现乡村振兴，这是袁家村人一个
了不起的实践。”

村里有个美食评委会

由村民、商户、游客组成，既保证

了小吃的质量，又避免了恶性竞争

2007 年，礼泉县在全县选了 10 个村试点发
展乡村旅游，其中就有既不占地理优势，也不占环
境优势的袁家村。早年曾“红遍”陕西的袁家村此
时与大多农村一样，成了“空心村”，人口不足 150
人。

在村干部的带动下，张淑玲成了村里最早开
始搞“农家乐”的几户。说起当时拿出全部家当改
建房屋，张淑玲笑盈盈，“不愿意弄，有风险，当家
的是村干部，说‘弄’！犟不过！”

为了鼓励大家参与，村里出台政策，给参与农
户“50% 的投资补贴”。张淑玲笑称，“说是补贴，其
实就是村水泥厂给每户的‘10 吨水泥’的承诺，后
来大家生意好了，也没人在乎了。”

当时，张淑玲共投资了 20 万元，2007 年国庆
节开业，“没想到，一开业，人就不少。”

“‘民以食为天’，每户的婆娘就是老板，你就负
责把饭菜做好，把客留下。”村干部一开始就把“农
家乐”的饭菜质量放在了第一位。为了吸引客源，
他们把自己所有能用上的关系都用上。那时，还在
村办水泥厂当化验员的张淑玲，只要有客人来，就
赶快回来弄上一桌，“都是家常便饭，野菜、粗粮，
不难弄。”

饭菜香，自然有客来。那时候，周末“自驾游”
刚刚兴起，周边咸阳、西安的城里人一到周末便
扶老携幼来到这里，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地道
的“儿时滋味”。客越来越多，张淑玲把娘家人叫
来帮忙。“一个人 15 块钱，一天就挣两三百块，这
钱挣的太利(快)了。”开业一年，张淑玲收回了成
本。

村民看见了利，“农家乐”在袁家村一下子就
搞了起来，家家大门敞开，户户比拼厨艺。游客也
是一传十、十传百：“袁家村的味道真得好！”

随着袁家村游客的爆棚，几十户村民的“农家
乐”接待能力有限。一到周末，不大的村口就停满
了私家车，为了把客人留得住，扩大发展成了袁家
村的迫切问题。

2009 年，袁家村开始筹划建设小吃街，将陕
西关中的锅盔、麻花、豆腐脑等 100 多种小吃引进
袁家村的小吃街，经过招商、厨艺比武，确保味道
“最好”“唯一”留在袁家村。村委会副主任王创战
解释，村里专门成立了由村民、商户、游客组成的
美食评委会，“既保证了小吃的质量，又避免了恶
性竞争。”

“袁家村”的名气越来越大了，“留住游客”无
疑成了袁家村升级发展的动力。袁家村从最初办
农家乐、小吃街、建造民俗街，到后来兴办作坊、
成立合作社，从招商引资到进城出省，所有项目
都由村党支部先拿主意，交由群众讨论，征求意
见到户，思想工作到人。王创战说，“人心齐，泰山
移。”

就这样，村里引进了高端乡村酒店，从民间
搜寻来关中农村老物件，甚至不惜重金从县城
及周边购得将被拆除的古民居，把小小的袁家
村生生打造成拥有 62 户原著村民小院、小吃
街、民俗街、回民街、乡村客栈、酒吧街、祠堂街
等以休闲旅游为主题的“袁家村·关中印象体
验地”。不仅带动了本村和周边的年轻人返乡
创业，吸引了不少城市青年和投资者来到袁家
村，更为周边乡村贫困户提供了众多就业机
会。

如今，除了好吃、好玩，一栋栋翻建改造、充满
现代风情元素的乡村民宿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张
淑玲当时的“百年大计”已然陈旧落伍，看着上下
三层，几十套客房的院落，她感慨，“原来觉得能用
一辈子，这又过时了。”

如今，紧跟时代、不被淘汰，成了袁家村 62
户老村民最迫切的愿望，大家都在互相学习，看
看谁家的院子改造得好，谁又有了新创意。“游客
嘴刁眼尖，谁弄得好，生意就火。”张淑玲说，“咱
现在有钱都不会弄，就要让有思想有见识的年轻
娃来。”

“产业都是大家自己的”

股份制合作社把村民、商户的

利益捆绑在一起，让大家都尝到了

甜头

傍晚时分，喧闹了一天的袁家村慢慢安静
下来，王家茶楼里三三两两的游客、村民、商户
嗑着瓜子、呷着煎滚的茯茶聊天。47 岁的马秋
凤穿着时尚的外套，调侃起几年前自己被迫接
受的驴肉店，多少有些春风拂面。

马秋凤是泾阳县王桥镇的村民，2010 年前
后，“挖矿”生意赔了钱，听人说袁家村小吃街正
在招商，结果替别人盘下的“驴肉店”“砸”在了
自己手里。试着经营了一个月，净利 7 万元。生
意好得令人吃惊，“最夸张的时候，拥挤的游客
拿着钱简直就是往你怀里塞。”

马秋凤觉得“反正在袁家村卖啥都赚
钱”。2012 年，她找到郭占武要求开个粉条作
坊，那时市面上还没有人卖粉条。郭占武同意
了，但要求成立股份制合作社，“就是让大家
给你投钱，你赚了钱，给大家分。”马秋凤非常
不解。

那时，村里酸奶、醪糟、豆腐、醋坊、油坊等
手工作坊股份制合作社刚刚开始。马秋凤的粉
条作坊需要启动资金 200 万元，但只有两户入
股，一共 1 . 5 万元。郭占武对马秋凤说，“你只要
负责把粉条质量弄好，让游客吃了说好，愿意再
来，就行了！”

很快粉条作坊在村里的扶持下建成投产，
按照袁家村“农民捍卫食品安全”承诺要求，食
品制作必须纯天然、无添加。一开始“发白，易
碎”的纯手工粉条销路并不好，年底一算账，“只
赚了一万六”。

“怎么让游客吃了说好，再来？”马秋凤想尽
办法技术改良，并且在作坊前卖起了酸辣粉，慢
慢生意好起来，粉条销路不断扩大。

马秋凤去找郭占武周转资金，准备扩大生
产，“动员大家再入股”的答复令她哭笑不得，
“当初大家不懂，看明白了能不入？”郭占武说，
“再说，你一个人吃饱了，大家都还饿着肚子，你
一个人走在街道，你觉得有意思吗？”

入股需要资金 150 万元，结果一下报了
1000 多万元，“最多的 200 万元，最少的 3000
元。”郭占武说，“把 200 万元的还给人家，有
200 万元，谁还稀罕你年底的那点分红。3000
元这人知道你分钱呀，本金可能都是借的，急需
要钱，把股份给这人。”

又到年底分红，马秋凤一进财务室，所有
人都跟她说，“马总，我这一年没干啥，分了这
些钱！”不少人真诚地跟她说“谢谢”。马秋凤心
里突然高兴得很，“这才明白，郭书记是为我
好。”

马秋凤说，如今在袁家村，“这人要是把钱
一个人都挣了，不正常。”

李金涛是袁家村的财务总监，除了把袁
家村的账算好，还将不少的精力用在了平衡
收入上。“在袁家村，一年挣几十万甚至上百
万的商户大有人在，也有个别商户一年只挣 3
万块。”李金涛说，为了维护各个商户的利益，
村里把小吃街整合成合作社入股形式，收入
多的商户入股份额占的少一点，收入少的商
户入股份额多一点，根据不同情况划定一个
额度，甚至对收入少的商户进行补贴。“例如

锅盔、花馍等利润低，作为关中特色食品又缺
一不可。”

王创战说，2009 年小吃街开业，生意越来
越好。原著村民就觉得“小吃街”把“农家乐”的
生意抢了，“咱村的人都不挣钱，让人家来挣
钱。”为了解决新的不公，2012 年，袁家村发展
股份制合作社，让村民和商户都能入股，“这下
谁挣得再多大家也不眼红了。”

记者在小吃街看到，公示的合作社人员
名单上几个大字非常醒目“打造农民创业平
台”，每一名入股该合作社的人员名字以及入
股份额都清清楚楚地显示在公示栏里。在公
示的酸奶作坊中，份额最多的作坊老板占股
67 . 5 万元，最少的 2000 元，这些是分红的标
准。

听说小吃街里“粉汤羊血”一年能赚几百
万，生意比以前略显清淡的张淑玲笑称，“不眼
红，咱入些股，还能分些。”除了家里的收入，加
上各种合作社的分红，张淑玲的年收入并没有
减少，“一年几十万元，不缺吃不缺花。”

目前，袁家村已有 20 多家股份制合作社，
一个项目一个合作社。“产权利益清晰，再没人
捣乱了，因为知道这些产业都是大家自己的。”
股份制合作社把村民、商户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缩小了商户之间、商户与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让大家都尝到了甜头。

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村集体与村民股份合作、联
合经营、统一管理，实现人人有股份、年年有分
红。

据介绍，袁家村股权结构由三部分构成：
一是基本股。集体资产，集体保留 38% 股份，其
余 62% 量化到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持有，每
年分红；二是交叉股，旅游公司、合作社、商铺、
农家乐互相持有股份，共交叉持股 460 家商
铺，村民可以自主选择入股的店铺；三是调节
股，坚持全民参与、入股自愿，照顾小户、限制
大户的原则，股份少的可以得到较高的分红，
股份超过限额的分红就会相应比例的减少，以
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避免两极分化。

曾经不理解股份制，心里一度有情绪的豆
腐坊老板楼志强，以前是个串村叫卖豆腐的邻
村手艺人，如今意识到股份制真的好，自己不仅
当了老板，雇了十几名工人，活儿没有以前那么
重了。“加上分红，自己的收入并没有减少。”楼
志强腼腆地笑称。

同时兼着油坊老板的马秋凤说自己赶上
了好政策，村里为保障食品安全，规定必须使
用袁家村自己生产的食材，“油坊天天在加
班。”大家都说“马总你真能行！”一脸狡黠的马
秋凤说，“我这才是挖着‘金矿’了。”随即又一脸
认真，“是袁家村的平台好，离开平台我什么都
不是。”

问及食品源头，马秋凤不经意地说，油坊的
菜籽来自湖北，粉条作坊的红薯来自山西，都是
长期合作。

乡村振兴的耀眼路标

以党建引领为基础，以股份合

作为纽带，以新农民、新技能为主

体，正是袁家村乡村振兴之路的耀

眼路标

袁家村有一个几百人的微信群，是袁家
人和所有商户等“新袁家人”的公共大群，除
了重要的信息、配股、分红消息发布，这里也
是袁家人探讨事业人生，吐露情感心声的公
开场所。

每天都有外省考察团来袁家村学习，有
人感慨，“袁家村不论村民还是商户幸福指数
都很高。”郭占武总会借机把这些声音转发到
群里，每每此时群里都会引发关于“幸福”的
大讨论。

如今袁家村各种荣誉傍身，每年来自全国
的各类学习考察团络绎不绝，有人甚至拿着尺
子来量。“袁家村的内生动力是农民自己，每个
人做的都是自己的事业。”

郭占武坦言，农民最现实，在没有“眼见为
实”的情况下，“想让他们相信你比登天还难。这
就要求把发展起来的利益，公平的分给大家，大
家才相信你。”

“解决农村各类问题，要看每一个人心里
舒不舒服。”郭占武要求村干部要做村民的
“服务员”，为此袁家村不断探索乡村治理和
村民管理的新模式，推进以自治为基础、以法
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引领的“自治、法治、德
治”建设。

袁家村有自己的农民学校，通过“自省”和
“自醒”“讲理”和“明理”，提升村民思想觉悟。每
年除夕的分红大会，大家一起吃年夜饭，初一早
晨一起到祠堂祭祖，“就是要让每一个村民感受
到大家庭的温暖。”

以党建引领为基础，以股份合作为纽带，以
新农民、新技能为主体，正是袁家村乡村振兴之
路的耀眼路标。

漫天星光下，随着后原上酒吧街里爵士音
乐的响起，这里新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年轻人三
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喝酒唱歌，体味着他们的乡
村生活。

左图：午后的小吃街。中图：茶楼里烧茶师傅“销魂”的舞蹈引来游客追捧拍照。右图：杨建荣正在用铡刀切凉皮。

本报记者强晓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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