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深读 2016年6月28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齐松梅 美编：陈海冰A06 社会观察

破解农村劳力流失问题，需从产业多元化、农村环境、文化感情、休闲娱乐等方面着力

沃野千里，如何让农民大有作为？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叶亚神将自己的生
意，“扩张”到了全岛。但
是，这位儋州市金色阳光
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没有感到丝毫的“自豪”。

“王五、富克（雅星）、木
棠、峨蔓等周边乡镇，一些
农田抛荒了，只能向远处找
活干。”叶亚神从事农机服
务生意已经11年了，拥有拖
拉机、旋耕机、挖掘机、收割
机等10多台农机具。“生意
越来越难做。自己的生意
还好，只是多跑些路，其他
不少农机合作社时常‘断
粮’。”

叶亚神常被人询问：
“有些农民为何不愿意种
地？”他总是“高度概括”地
回答：“具体原因有千千万
万，但归根结底往往是因
为赚得少。”

效益，是劳动力流动
的指挥棒。这效益，不仅
仅是经济的效益。

“70后”的庄耿雄，在
广东打了10多年的工，带
着“80后”妻子，重新回到
文昌市东路镇，种起了地。
无论是出走，还是回来，都
是庄耿雄精心“算账”后做
出的决定。只是在这个“账
本”上，不仅是经济，还包括
农村环境、生活方式、文化
感情、休闲娱乐等方面。

农村，该怎么守护？
农民，该如何留住？我们
需要跳出农业寻找答案。

一条村道，从稻田中穿过，路的尽
头是儋州市木棠镇道南村。进村后，
只听见大榕树在风中嗖嗖的声音，和
路边几只鸡扒食的响声，整个村庄在
烈日下显得空空荡荡，十分安静。偶
尔，在村中能碰上个别老人，坐在古老
的“火山石古屋”或瓦房门口忙着摘
菜，或者牵着黄牛向村外赶。

“道南村一共有260多户人，如今
只有不到20户的老人在家。”村民张
博淞说，村里的青年人都出去打工
了，老人们则在家种几亩地养活自
己。“道南村共有1500亩农田，不少农
田被撂荒。70后多外出打工，80后种
过田的很少。”

曾经年富力壮的农民，也渐渐老
矣。“海南农村劳动力正在出现老龄
化趋势，200多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口中，60后仍旧是主力军。”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博士后夏勇开说。

一些年轻的农村新生代为何不
愿意种地了？

这是因为，一些效益低的农业种
植，让他们觉得干得挺多，赚得少。
觉得种地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

澄迈县金江镇宋岭村34岁的王
哲彬，2004年走出村庄，先后到广东
东莞、惠州打工。选择外出打工，他
不仅算了经济账，还算了“婚姻账”。

“农村的姑娘多数外出，男青年留在

村里很难娶到老婆。”王哲彬的妻子，
就是他在广东时认识，于2009年结
婚，儿女出生后，他就将妻子安顿在
村里，自己继续在外务工。

“外出打工找老婆”，成为一个现
实问题。

“城里半夜灯红酒绿，吃夜宵、唱
歌跳舞、看电影、打桌球，而农村娱乐
活动比较少，很多人晚上九点钟就睡
了。”庄耿雄说，农村好山好水，却很

“寂寞”，很多年轻人待不住。
有关研究显示，农民每天能够自

由支配的闲暇时间长达5小时之多，
而打发闲暇时间的活动主要是闲聊、
看电视、打扑克、打麻将等。

6月的阳光火辣，庄耿雄，这位东
路农场4队的种植户，刚刚从地里干
完活收工回家。妻子已经做好了饭
菜，坐在新盖的楼房里，一家人其乐
融融。30岁之前，庄耿雄从没有干过
农活，一直在广东佛山打工。2004
年，和在打工期间相识的“80后”妻子
结婚后，决定回到农村种地。

“父母年纪大了，留下的土地无
人耕种。”庄耿雄分到了15亩地，6亩
种上了荔枝、9亩种上了胡椒。“农业
是一个技术活，定植、施肥、剪枝、控
梢、病虫害防控等，每一项里面都有
很多知识。”在农场技术员和父母的
帮助指导下，当时还非常年轻的庄耿
雄夫妇，掌握了种植技术。

10多年过去，庄耿雄已经儿女成
双，“日子过得还不错”，去年他还拿
出积蓄盖起了新房。

“今年荔枝产量虽然比往年偏
低，但是价格不错，青果卖到了4.5元/
斤，自己种管，每亩成本大概两三千
元，6亩荔枝赚了近3万元。现在开始
采摘胡椒，今年胡椒价格也不错，45
元/斤，每亩胡椒产量有三四百斤。”庄

耿雄说，今年应该有10多万的收入。
在庄耿雄的回村“账本”里，计算

的是经济、亲情和生活状态，经过了
多方面的权衡。

“这边土壤肥沃、水利设施完善，
做农还算是能赚钱的。”庄耿雄说，在
外面打工，一个月也就两三千元，夫
妻俩工资加起来一年也就五六万元，
还要承担房租、回家的交通费用，由
于工资不多，还把一家老小留在村
里，没法照顾，“留守儿童”对小孩的
成长也不好。

庄耿雄说：“干农活虽然晒点、累
点，但是相比打工要自由，空闲时间
也多，一年到头，真正下地干活的时
间，也不到半年，生活安逸而稳定。
打工并非长久之计，年纪大了很难再
找到工作，在打工所在城市也很难落
户口，人的生活是飘着的。”

53岁的东路农场技术服务中心
技术员王振江经常奔波于农村，他
说，在耕地质量较好，产业较成熟的
村庄，种地还是有“接班人”的。

“一般来说，20来岁的年轻人会
走出农村，因为这个时候父母正值

壮年，家里无地可种，而在城市可以
开阔视野，出去闯一闯也是好事。”
王振江说，如果农业有效益，等到了
30多岁，父母渐老，自己也结婚生子
安定下来，年轻人就开始回到农村

“接班”了。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

能够回到农村，例如儋州市的木棠、
峨蔓等乡镇，海口石山镇，白沙南开
乡等地部分乡村，或地处边远，或人
均耕地少，或耕地质量较低，如果不
发展非农产业，年轻人回来种地生
活往往会比较困难。

陵水文罗镇坡村与五星村相邻
的两个村庄，就因耕地质量的不同，
而产生了不同的命运。“我儿子儿媳
都是‘90后’，也都学会了种地。我们
这里土好，水利设施好，种圣女果每
亩平均利润有上万元，村子每个旮旯
的土地都种上了，每亩地租高达1600
元。”坡村支部书记王仁会说。

而在五星村，土地贫瘠、缺水，每
亩300元的地租都没有人种，种地产
生不了效益，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
工，部分耕地撂荒。

6月，乐东利国镇茅坡村，蔡振鑫家的160
亩木瓜地里，一排排的木瓜树在海风中摇曳，树
上的果实已经长得圆溜溜的。过去的一年，这
位“60后”农民带着“80后”的儿子，呵护着这片
田地，先后投入耕地、种苗、水、肥、农药、管道等
资金，近130万元。

这位种了近10年木瓜的农民，种植规模一
年比一年大，从最初的不到20亩，扩到了160
亩，并且只种植木瓜。

“刚开始种木瓜，一斤木瓜平均能卖到两三
元；而现在，一斤两元已算是高价。”蔡振鑫说，每
亩利润降低，就通过扩大种植规模来增加收入。

“曾经种植20亩地能赚20万元，日子就过得不错
了，可是当每亩利润降到3000元，20亩地只能赚
6万，这就需要通过扩大种植面积维持总收入。”

但是，逐年增加的成本成为一道难题。“种
植一亩西瓜，10年前的成本是4000元，而现在
差不多需要6000元，仅仅农药化肥的成本就增
加了一倍。”文昌市铺前镇东坡村村民史克善
说，投入产出比低。

海南热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院院长、海南
大学教授柯佑鹏说，热带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
变化，随着内地大棚蔬菜的发展和东南亚国家农
产品输入国内，海南农产品的利润空间被压缩。

“但是，海南农业逐渐从大众农业向品牌农
业转变，是稳定农民收入的一个很好的契机。”
柯佑鹏说，企业要做品牌，就需要稳定的优质货
源，农民可以与企业合作，成为牢固的产业体系
中的一员，并且还可以从企业获得种苗、农资和
金融等服务，降低种植成本。

不过，农村的人均土地有限，利润空间也有
限，拓展非农收入也是留住“年轻农民”的必
然。柯佑鹏认为，外出的农村新生代，很多比父
辈知识更加丰富、视野更开阔，也能够更容易接
受新思路，可以引导他们回乡在一产的基础上
发展二三产业。

今年27岁的林维，两年前放弃了在三亚
的旅行社工作，回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
道镇什进村，整合了亲戚3栋共18间客房，投
资开办了“维维黎家民宿”。“今年5月，我们
又推出黎家深度游，村里有两位年轻人放弃
了在省外的高薪工作，回来加入了我们的团
队。”林维说。

“农产品是商品，农业生产过程也是商品，
农村生活也可以成为商品。”林维说。

林维认为，年轻人回乡经营田地，不仅只是
将眼光盯在生产环节，需要延伸产业链，扩大利
润空间。

林维的回乡创业，得益于一个“平台”，那就
是美丽的村庄。走进什进村，一座黎族特色的
村庄映入眼帘，40多栋别墅错落有致，曲径通
幽、干净无垢，道路两旁、房前屋后花草绽放。

“如果是5年前，在什进村做民宿是不可能
的，那时候村子虽然山清水秀，但是村民住的是
茅草房，道路泥泞不堪。”林维说，保亭提出“大
区小镇新村”，引入企业，在什进村打造乡村旅
游，带动农村发展，才有了自己的发展平台。

能够吸引外来游客的村庄，也就能留得住
本地村民。反过来说，要想吸引外来游客，首先
要留住本地居民。

“参观了海口的一些乡村，觉得非常有特
色，火山石的房子、热带的水果、颇具特色的民
俗，这些都是做旅游很好的基础。”北京大地风
景设计院院长王珏说，但是这些村子并非打开
村门就能吸引游客，还需要对当地的生活环境、
产业、景观和文化等进行提升、转化和创造。

海南建设“文明生态村”和“美丽乡村”，逐
步推进卫生净化、道路硬化、环境绿化、房屋美
化，夯实农村基础，就是“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
来”的第一步。

澄迈金江镇宋岭村的变化就源于“美丽乡村”
建设。“经过环境卫生整治，完善基础设施，村庄漂
亮起来了，加上政策支持，吸引了在外务工村民回
乡发展珠宝加工业和乡村旅游。”宋岭村小组组长
王仕育半说。

“海南农村，拥有地脉、文脉、业脉等有效资
源。”省旅游委原巡视员陈耀说，将其盘活，就能
够带动旅游发展，让农村活跃起来。

“农村不仅是农业生产场所，也是农民的生
活场所。当大家感叹‘农村劳动力流失，青壮年
不愿经营田地’时，要跳出农业来看待问题。”专
家表示，还需从农村环境、生活方式、文化感情
等方面加以思考。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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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海南农村资源盘活，就
能够带动旅游发展，让农
村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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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环境整治，村庄漂亮起来，将吸引外出务工村民回乡发展旅游。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南农村劳动力正在出现老龄化趋势。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