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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10 月 16 日电(记者刘伟、卢羡婷、胡佳丽)
连排的小洋楼、齐整的林荫道、门前屋后的小菜园……秋日
里，在漂亮的移民新村，村民邓大红站在家门前，将猪笼捆
上摩托车后座，准备出门收购猪崽。“前段时间卖出几十头
猪后，家中还存栏 20 多头，我闲暇之余还打点零工。”

邓大红家所在的移民新村叫“广新家园”，位于广西壮
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那满镇新立村。2014 年，邓大红一
家五口从新立村陇依屯搬迁到新家，借着交通的便利，邓大
红的日子日渐红火。“以前住在山里靠天吃饭，现在天天都
有钱赚。过去出门没有水泥路，只能爬石山路。”邓大红比划
着脚下的水泥路说道。

新立村党总支部书记罗朝阳告诉记者，全村原有 23 个
自然屯，共有 985户 3300 多人，一度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
构单一，尤其是居住在石山片区的 11 个屯 198户 699 人生
产、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聊起村里的新变化，罗朝阳很是自豪：近年来，在党委、
政府的帮扶下，新立村修建了 26 条道路，整理了节水灌溉
工程，改种西红柿等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作物，并将山地上的
芒果扩种至 2000 多亩。山区片的村民们也都搬到了河谷地
带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记者在新立村看到，连片种植的香蕉、火龙果等经济作
物蔚为壮观。这是新立村引进农业公司流转土地规模化种
植的结果，全村共种植香蕉 2000 多亩、火龙果近 700 亩。流
转全村 70% 的耕地之后，新立村还保留 30% 的耕地，以保
障村民的“粮袋子”。

田阳县委书记韦正业说：“今天的新立村硬件更硬了，
软件更好了，产业更强了，群众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热情
空前高涨。”在火龙果种植基地旁是共联屯村民马正规种植
龙豆的田地。马正规是村里的种植能手，除耕种自家 4 亩
地，他还承租了 2 亩地。正午时分，他与妻子在地里吃过午
饭，就继续忙活开来。“只有勤奋，日子才会越过越好。”

如今，迈上富裕路的新立村又开始发展旅游业，积极
打造“梦里壮乡”休闲旅游景区。目前规划占地 30 亩的旅
游接待中心已建成，户外环山赛道 40 余公里完成硬化，休
闲农业“醉美乡村”农庄、“碧水田园”等旅游项目建设不断
拓展。日渐振兴的新立村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创
业，去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2010 年的 2800 元跃升至
9600 元。

新立村立新颜

新华社记者陈先发、姜刚、王菲

寒露已过，秋凉袭人。天刚擦黑，安徽省凤
阳县小岗村的村头巷尾，仍有不少游客在流连
徘徊。有着“农村改革第一村”之称的小岗村，历
来有一股强大磁力，吸引着人们探询的目
光……

“大包干早已名满天下，十八农户在生死
契约上摁红手印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晚上 8
点多，送走最后一批客人，橘黄色灯光下，75
岁的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和记者聊兴正浓。

“小岗是个特殊的村子，更是个平凡的村
子。小岗人振奋过，也失落过，但从没气馁过，各
种改革新尝试从未间断过。我更想大家听听俺
们小岗的新故事……”

小岗人蹚新路的步子从未停下

四荤四素、翠绿红白。地道的农家菜热腾腾
端上来，香气四溢。

一头白发的严金昌总是闲不下来。从早 7
点到晚 8 点，忙了一天后，终于可以和一家老小
围坐在餐桌前，享受放松下来的时光。

“岁月不饶人啊！”严金昌一声叹息。当初 18
位年轻精壮“红手印汉子”，如今健在的只剩 10
位，也都已步入安享天伦的暮年。

窗外夜色渐浓。40 年前那夜的“石破天惊”
仍让人热血沸腾。严金昌做梦也没想到，那一夜
会载入史册，连他在内的 18 位带头人，从此成
为人们心中的“改革英雄”。

“我虽然老了，但我不服老哇！现在村里近
七成土地都流转出去了。我也把家里的土地都
流转出去，一门心思当起了创业小老板。”

这几年，小岗村陆续开张了 14 家“农家乐”
饭庄，老严的“金昌食府”算是最火爆的一家。

“可别小瞧我这小餐馆的 20 多张桌子哇。
俗话讲，众口难调，但几十个国家的客人，都夸
我这土菜滋味足呢。”一丝得意的微笑，在老人
的嘴角倏忽而过。

首倡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率先进行农村
税费改革、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集体资产股
份合作制改革……四十年来，小岗人的改革新

尝试从未间断。
“我的愿望是要建立一个‘网上小岗村’，

不仅要让小岗的产品土里来、网上走，我们还
要卖全安徽和省外的优质农产品！”严余山激
情满怀，他是村民选出来的新十八户致富带
头人之一。

从依靠“黄土地”到嫁接“大数据”，互联网
让小岗人嗅到“商机”，4000 多村民中，“网上
淘金”的一下子涌出 332 人。

与老一辈相比，小岗的新生代年轻人有
了更开阔的眼界和抱负。

遇到大包干带头人韩国云的孙女韩苗
苗时，她正专注地练习着英语口语。大学一
毕业她就进入小岗旅游公司，成为讲解员。

“这几年来小岗旅游的外国游客越来越
多。”韩苗苗说，她要抓紧把外语练好。

新一辈中走得最远的是马学仕，他正在
美国迈阿密大学攻读工程力学博士。从接到
公派留学通知的那一刻起，马学仕就将一个
心愿铭刻在心：“学成回国，用专业知识报效
祖国！”

改革激活了潜于小岗人的创新基因。地
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群人。四十年前，全村
人只有一种角色———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
民，如今他们拥有了五彩斑斓的新“活计”：

全村 4173 人中，种养大户 17 人、农场主
8户、合作社 21户、公司经营者 46 人、工人
1478 人、旅游从业人员 396 人……

“三个月前，我在村里率先用股权证抵押
办了 10 万元贷款，新添了 12 个大棚，扩大优
化草莓品种。”80 后农场主杨伟创业信心满
满。“新型家庭农场、职业化农民……这些都
是新方向。黄土地刨深了，同样可以大展身
手，我要做跟祖辈完全不一样的新农民！”

“新岗人”从天南海北来踩创业路

北大荒团队跨过 2000 多公里，刚到小岗
村时，迎接他们的，是质疑的眼光。

“他们是搞大机械集中连片作业的，小岗
村搞家庭承包制，地狭人多，这种联姻行不
行？”

北大荒人自己也疑惑。
———“刚来小岗村，有什么感觉？”
———“有种想哭的感觉，土地坡度大，水

很难存住，大机械展不开身……”
———“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小岗村，为的

啥？”
———“北大荒人吃苦耐劳，小岗村人敢为

人先，这不就‘一见钟情’了吗！”
晒得黝黑的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驻小岗

村技术负责人赵明武，有着东北人特有的幽
默率直。

进驻小岗 1 0 个月以来，北大荒流转

500 多亩土地，迅速完成土地清理、土地平
整、引水等工程，实施水稻良种筛选、构建物
联网生产供应链体系。不久前，北大荒在小
岗村史上第一次大面积稻田“沉甸甸地熟
了”。

安徽省农垦集团也来了。
机械化“铁军”开进小岗村，流转近 3000

亩耕地，用全新的管理承包联产计酬方式链
接农户，推行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

经过安徽省农垦集团的整治，“旱时灌不
进、涝时排不出”等短板逐渐补齐，仅去年水
稻产量就达到上一年的两倍。

江苏人黄庆昶也来了，一待就是十年。
在小岗村梨园公社种植基地，遇到黄庆

昶时，他正在把一箱箱重量不等的“大吉梨”
整齐地码放好，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的消费
者。

“今年 200 亩梨园收了近 50 万斤梨子，
丰产又丰收啊。”10 年前，已在江苏无锡拥有
稳定生活的黄庆昶来到小岗村，全身心地投
入到这片梨园中，打造生产型生态休闲农庄。

如今，外来的现代农业排头兵、本地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普通农户在小岗村形成
“三足鼎立”的经营态势。

天南海北“新岗人”的加盟，让小岗的胸
襟更加开放、包容，也让小岗驶入发展的快车
道。

然而，十多年前，“小岗滞后了”“大包干
模式过时了”等一些质疑的声音在网络上
传起来的时候，不少小岗人也陷入迷惘。

2004 年，沈浩从省财政厅来到小岗村任
第一书记，带领村民扛起“二次创业”的大旗。
小岗人敞开胸怀，接纳外来“新岗人”：让新的
经营者、经营模式来这里放开手脚试验、碰
撞、探索……

发展路径豁然开朗，一度盘踞在小岗人
心头的迷雾随之消散，创业激情被重新点燃，
骨子里那股敢突破敢争先的劲又回来了。

对外合作快速推进。小岗与浙江、山东、
江苏等地企业开展乡村旅游、运营小岗村商
标品牌、筹建光伏组件生产基地……

5 位第一书记、12 位选派干部、4 名大
学生村官……扎根小岗的各类“新岗人”，让
小岗在改革路上走得更稳、更实。

“老精神”不能丢，“小岗梦”

什么样？

国庆假期刚过，一组数据令小岗人着实
很兴奋：七天接待游客 22170 人次，比去年同
期增长 114 . 16%。去年这个小村旅游首破亿
元。

中外游客慕名前来，或参观游览，或投资
兴业。

半个月前，福建盼盼食品集团董事长蔡
金垵自称“怀着崇敬之心”来到小岗村。记者
看到，该集团投资 10 . 6 亿元的农副产品精深
加工项目工地，机器轰鸣，大型厂房已现雏
形。今年底部分车间将投产，这里将成为安徽
中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中心。

“当年 18 位农民前辈敢于按下红手印，
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深深影响着我。”蔡金
垵说，“来了后，这里的干部决策高效，村民善
良、包容、勤劳，我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小岗村，与小岗人一
起追逐内心的梦想。

“小岗梦”什么样？
———“升级版”的小岗。时尚又符合营养

学潮流的“七彩面”项目完成核心产品的研
发；“半熟米”项目正进行规划、环评；第一块
小岗产面包年底将新鲜出炉……

小岗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内建设如火如
荼。在这里，传统水稻、小麦等农作物，将经过
精深加工“升级”为绿色、营养、健康的食品。

———“融合版”的小岗。随着农村综合改
革的不断深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田
园综合体正在规划，将为小岗振兴增添新的
“动力燃料”。

看着已建好的育秧工厂、农机大院，种粮
大户程夕兵开始着手开展水稻套养虾—加
工—销售一体化，“我还要注册绿色商标，延伸
农业产业链，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品质保
障。”

———“画卷版”的小岗。全村正加快 5A 级
旅游景区创建冲刺。编制《小岗村旅游总体规
划》和《小岗村景区旅游修建性详细规划》，力
争今年底完成小岗村核心区的综合提升改造
和 5A 创建基本框架。

“游客对小岗兴趣这么大，我们一定要交
出满意的答卷。”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华说，“小
岗会搭上乡村振兴这趟快车！”

随着改革红利的释放，小岗人越来越接
近“小岗梦”。

2017 年，小岗村总产值 5 . 42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55 . 3%；农民人均纯收入 18106
元，比 2012 年增长 77 . 5%。

“敢为天下先的‘老精神’不能丢！这是小
岗真正的精神财富。”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
锦柱说，小岗人要继续争当改革先锋，用勤劳
的双手建设美好家园。

新华社合肥 10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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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记者涂铭、魏
梦佳)金秋十月，在北京延庆离城区 40 多公
里的四海镇黑汉岭村，村委会后面一排名为
“黑汉岭老年餐桌”的平房里传来阵阵欢声笑
语。临近中午，20 多位老人围坐在几张圆桌
前，乐呵地吃着饺子、唠着家常，其乐融融。

饭后，83 岁的史尚学在村里志愿者的
帮助下，搀扶着老伴张淑华坐上轮椅准备回
家。他说，老伴患病 3 年多，腿脚不便，自己
也身患癌症，没法在家做饭，但儿女们都安
家在外，不便照顾，老两口不愿离开故土，又
怕给孩子添麻烦，所以吃饭一直都是凑合。

四海镇位于北京西北部的深山地区，农
业种植是主要产业。镇党委书记张胜军介绍，
该镇常住人口中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
50%，有的村甚至能到 70%。年轻人不愿守着
深山过日子，出去打工的多，年迈的老人缺乏
照料，像史尚学老两口这样“凑合”吃饭的不
在少数。

“老人做饭吃力，也不愿离家，儿女每次
回来就做一大锅饭，老人每天就来回热饭，剩
饭剩菜能吃一周，饭都馊了，有的白馒头变成
了黄馒头，把人都吃坏了。”谈起以前村里老
人的境况，张胜军仍唏嘘不已。

“自从村里有了老人的‘小饭桌’，我们每
天吃饭再不用愁了，以前做一顿饭吃好几天，

现在不用吃剩饭，天天吃得饱、吃得好，蒸包
子、包饺子，有荤有素，幸福大了！”史尚学高
兴地说。

被老人们亲切称为“家门口的大食堂”的
“老年餐桌”是延庆区正大力实施的一项惠民
工程，主要解决农村 60 岁以上老年人吃饭不
便的问题，尤其面向孤寡、空巢、残疾老人等
更需照顾的群体。

延庆区民政局局长胡玉民介绍，延庆农
村户籍的老年人口有 4 . 1 万人，占农村户籍
人口 26 . 7%。区里近年开展的一项对老年
人的需求调查显示，吃饭是老年人的“第一
需求”，而对于农村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
来说，解决“吃饭问题”的需求更是迫切。

胡玉民说，其实延庆早在 2010 年就建设
了第一家“老年餐桌”，但一直推进缓慢，到去
年底全区建成的“老年餐桌”仅 20 家，主要集
中在城区周边经济较好的乡镇。

“老人们有需求，村里也想为老人做实
事，但推进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村里没钱建、运
营难维持，只能守着空房子干着急。”他说。

民以食为天，农村老人吃饭的“小事”成
了政府关心的“大事”。在市级财政政策支持
下，今年起，延庆区对农村“老年餐桌”出台
了“一免两补”政策，提供资金保障。“一免”是
指村里免费提供房屋、场地，“两补”是指政

府为“老年餐桌”提供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
每个“老年餐桌”最高补贴 20 万元。延庆还
专门制定餐桌建设和运营补贴办法，保障餐
桌建设的标准化、食品安全及长效运营。

有了市区两级支持，四海镇很快行动起
来。今年 9 月，黑汉岭等 6 个村的“老年餐桌”
集中开张，吸引了 300 多位符合条件的老人
前往就餐。张胜军介绍，在区里补贴基础上，
镇里还给每个“老年餐桌”提供不超过 5 万元
的镇级补贴。

“政府补贴一部分，老人自己负担一部
分，每人每月只需交 100 多元餐费，餐桌就能
办下去。”张胜军说，收取少量餐费是希望就
餐老人能节约粮食，也是出于长期运营的考
虑。

“老年餐桌”开张后，深受老年人欢迎。
“今年区里委托第三方对全区 30 个村庄的
干部进行满意度测评，我们镇前山村全区排
名第一，老百姓满意度达 96 . 6%，‘老年餐桌’
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张胜军说。

胡玉民说，今年以来，延庆已新增“老年
餐桌”13 家，还有一批正在建设或推进中，力
争到年底，全区餐桌总量将达 60 家以上，可
覆盖 9000 多名农村老年人。“我们一定要把
这张‘餐桌’建好，让老年人不仅能吃得上，还
能吃得好，晚年生活有保障。”

北京：深山村里有了“老年餐桌”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萍乡农旅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游客在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东

桥镇农旅扶贫产业园参观。

近年来，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充分发挥
现代设施农业的科技优势，打造以创意农业、
农业设计、农事体验和观光旅游为主要内容
的田园综合体，推动农业、旅游业融合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昔日“小山货”

今日“黄金果”
河北涉县山核桃“抱团发展”赢市场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范世辉)金秋的阳光洒满河谷，
河北涉县石门村山核桃迎来收获季。村民们房前屋后晒核
桃，蹬着三轮卖核桃，厂房忙着加工核桃，处处洋溢着丰收
的味道。

涉县石门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大院里，新收的核桃堆成
小山丘。合作社理事长韩兰顺随手拿起两个核桃相互一压，
“嘎嘣”一声果仁露出，“大家看，个儿大，皮儿薄，果仁满，价
格肯定高。”他高兴地说。

涉县是中国核桃之乡，全国重点核桃产区县之一，全县
核桃种植面积 45 万亩。

“早些年，我们各家各户分散种植核桃，标准不统一、品
质不一样。每到收获季节，由于市场信息少，不得不在家等
小商贩收购，价格压得低，增产不增收。”韩兰顺说，必须得
改变过去的旧习惯，抱团发展，对接大市场才有出路。

2007 年，韩兰顺等 11户农民成立了涉县石门农产品
专业合作社，聘请林业技术员和专门的经营人员开展规模
经营。“我们核桃品质有保障，别家核桃每斤卖 8 元，我们能
卖 8 . 5 元。”社员杨俊香尝到了甜头。

如今，石门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已发展社员 156户，合作
社除了收购核桃，还进行核桃仁加工和销售。韩兰顺介绍，
如今是核桃收获旺季，每天到合作社加工核桃仁的社员有
60 多人，高峰时能达到 120 多人，工资每人每天 40 元，解
决了很多人就业。

“核桃品质好，不愁卖，但要想做大，就得在延伸产业
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方面做文章。”韩兰顺说，后来，他又开
始探索核桃深加工。

在这方面，杨中华和韩兰顺不谋而合。杨中华过去经营
矿山生意，2009 年，他成立了黄金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转
型做起核桃深加工。“目前，我们已经有 20 个品种 50 个规
格的产品在销售，特别是核桃仁罐头还出口到了欧洲、中
东、韩日等地。”杨中华说。

为扩大规模，杨中华同石门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等 7 家
合作社签订合作协议，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抱团发
展。

如今，涉县已有核桃相关专业社 130 多家，核桃深加工
企业 12 家，并形成了“三珍”“女娲”“宜维尔”等品牌，建成
了 6 个核桃万亩园、50 多个核桃专业村。

“规模经营提高了核桃品质，深加工拉长了产业链，增
加了产品附加值，这种‘抱团式发展’为涉县核桃产业带来了
新前景，‘小山货’成了地地道道的致富‘黄金果’。”涉县供销
合作社理事长张永刚说。

▲河北涉县石门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社员在加工核桃
（9 月 26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小岗学校，孩子们正在上英语课（ 9 月
27 日摄）。 新华社记者才扬摄

▲在安徽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门前，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领取
了第一次集体经济收益股权分红（2 月 9 日摄）。新华社记者张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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