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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幅美丽的
乡村图景里

藏着三个有意思的字
代表着乡村建设的

新力量
你能全部找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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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传奇

走在海口市新坡镇
仁里村斌腾村民小组石
斛基地里蜿蜒曲折的石
子路上，72岁的仁里村乡
贤协商会会长李加忠的
电话响个不停。

前一天晚上，李加忠
接到广东一名石斛收购
商的电话，希望大批订购
斌腾村石斛种植基地里
的石斛。一大早，他就从
海口红城湖附近的家中
驱车31公里赶到村里，告
诉村干部和石斛基地工
作人员，并和他们一起查
看基地里石斛的产量。

李加忠并不是村“两
委”干部，但从2015年10
月开始，村里的大事小
事，他都积极参与。在村
里，他和乡贤协商会其他
25名成员有一个共同的
称号——乡贤。

2015年，海口市龙华
区新坡镇诞生了海口首
个乡贤协商会。随着乡
村振兴战略的逐步推进，
我省各市县越来越多的
乡贤协商会组织成立，吸
纳着越来越多的乡贤参
与公共事务决策咨询、维
护公序良俗、反映社情民
意、调解社会纠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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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是乡村振兴中一股不可忽视
的力量，如何组织更多的乡贤力量，让他
们出面为乡村振兴做一些实事？这是我
们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思考的。”全国人大
代表、陵水黎族自治县母爸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陈飘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乡贤可以以资源返乡、影响
力返乡、技术返乡、智力返乡、资金返乡等
方式，投身乡村建设，推动故乡再造，发挥
他们的引领作用，并通过他们凝聚起乡村
振兴的强大新动力。

而组织乡贤的力量，我省各市县也一
直在探索多种多样的方法：

在陈飘所在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不少
乡镇和村庄每年春节期间，都会举办乡贤
座谈会，这已成为一些村的传统。乡贤们
利用回家过春节的时间，团聚在一起，共
同为家乡的发展献言献策。

在文昌市，不少乡镇通过组织“乡贤
课堂”，让乡贤们通过返乡时为村民讲课
的方式，将自己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技
术传播给村民，让不少村民看到了致富
路。

而更多的市县，则通过组织乡贤协商
会的方式，通过固定的组织让乡贤在基层
决策中发挥作用，以海口市龙华区为例，
该区5个镇54个行政村都已建立乡贤协
商会，实现了100%覆盖。

“乡村振兴战略中，亟需大量熟悉
乡村，有发展思路的人才参与。”海南热
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院院长、海南大
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柯佑鹏认为，乡
村振兴需要做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要求，
每一项都需要人才的支撑。而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才向城
市聚集，偏远农村人才流失严重。而
大量返乡乡贤，无疑是乡村振兴中不
可或缺的人才。

“乡贤深爱着这片土地的同时，还
充分了解村里的民情历史，最重要的是
他们身上对故乡的这份深情，能够充分
化作他们参与家乡乡村振兴的动力。”
柯佑鹏表示。

也许，正如李加忠所言：“无论走
到哪里，我的根都在这里！当然要多
为家乡做点事。”说到这句话时，他的
双手反复抚摸着路边一块嶙峋的火山
石——那熟悉的石头，正是家乡的象
征。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

“关于村里人都叫我们‘乡贤’这件
事，还得从1994年为村里做一系列事
说起。”站在绿树成荫的村中生态景观
路上，李加忠身后的低矮火山石墙上，
一株株嫩绿色的石斛从缝隙中“挤”出
来，叶片上挂着晶莹剔透的雨滴。

1982年，李加忠走出斌腾村跑运
输，成为第一批富起来的人。1994
年，掘到第一桶金的他购买了一部属
于自己的货车。

“那个时候的斌腾村，连一条像样
的路都没有，必须低头走路，看不准就
一脚陷入泥里。”车买回后不久的一个
晚上，李加忠开着货车回斌腾村老家，
恰逢暴雨倾盆，进村路上，货车陷进泥
里半天开不出来，热心的乡亲们牵来
村里的耕牛给货车套上绳子，生拉硬
拽了半天，才给货车解了困。

“改革开放都10多年了，村里还是
那样穷，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望着
大雨中牵着耕牛赶来的乡亲们，李加忠
脑海中突然浮现这样的念头：“我的祖
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自己先富起来了，
也应该给乡亲们做点事情了。”

“先修进村路，村内道路慢慢修，
修路的资金缺口，我来垫！”李加忠当
时的这句承诺，让村民告别了走泥泞
村路的日子。2003年，村里的道路全
部修通，在李加忠的提议和资助下，斌
腾村所有农户家里通上了电，村里还

建起了自来水塔。
协助村里修路、建水塔，李加忠成

为村民心中最早的一批乡贤。从那以
后，尽管自己的生意越来越忙，但他回
村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往往是“一个电
话”，他就出现在村里。

2013年，美丽乡村建设开始在广
大农村如火如荼地展开，斌腾村这座建
在火山石上的小村也不甘落后。

斌腾村因处在火山喷发后形成的
玄武岩之上，土地难以涵养雨水，四处
遍布的火山石成为斌腾村的农业短
板，也成为阻碍村民发展农业的“拦路
虎”，但这些火山石，却是名贵药用植
物石斛的最好种植载体。

在李加忠的牵线下，2013年，一家
石斛种植公司计划在村中建设石斛种
植基地。由于涉及土地流转问题，一开
始，村民不领情：“田不能给石斛公司，
种了石斛我们吃什么？”“祖祖辈辈留下
来的土地，去帮他们赚钱，坚决不同
意！”李加忠还记得，当时仁里村委会干
部那个时候成天眉头拧成疙瘩。

“想让别人信，就先要自己干。”李
加忠是村里第一个以土地入股的，“一
点都没留，祖辈留下的土地全部入股
了石斛种植基地。”入股后，李加忠和
村干部与石斛公司洽谈，确保村民入
股后，村里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人
都能到石斛种植基地工作。

最终，村民最初的疑虑消除了，纷纷
在入股协议书上签了字，随后石斛基地
建设畅通无阻。今年是石斛种植的第五
年，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拿到了分红。

“农村人不讲究什么大道
理，只要你做的事能够打动
他，他们就愿意听你
的。”李加忠说。

随着石斛产业的发
展，斌腾村开始了美丽乡
村的建设，并通过石斛产业
发展乡村旅游。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应修旧如旧。如村内道
路改造，不要千篇一律地搞城里的
宽阔水泥路，民宿可以多点火山石
等乡村元素，既有了特色，又留住
了乡愁。”在乡贤协商会讨论乡村
旅游的定位时，李加忠的提议得
到大家的支持。

得益于这个提议，曾经用火山
石砌成的老房子经过重新修缮后，
作为养生型民宿向游客开放，民宿
的设计按照斌腾村老房的风格，使
得房子看起来既有琼北地区民居
特色又不失文化韵味，吸引了越来
越多游客。以民居入股的村民能
够拿到民宿经营收入的20%，每个
月还可以拿到老房子每平方米4
块钱的租金，走向了致富的道路。乡

贤
有
贤

同样是乡贤，文昌市文教镇美柳
村的邢福浩却用另一种潜移默化的
方式来改变乡村的面貌。他始终相
信：“村民有知识、有文化，村庄才能
有未来。”

2004年，从海口市运输公司退
休的邢福浩回到美柳村，他听说村里
没有几个大学生，考上文昌中学的孩
子更是寥寥无几。“村子要发展，没有
文化怎么行？”邢福浩首先看到了这
个问题。

邢福浩最引以为傲的事情，是他
的几个子女都在他的精心培养下学
业有成、事业有成。

邢福浩希望把自己教育子女的
方式推广至村里，营造一个爱学习的
氛围。于是，他将祖屋修成了一间乡
村书屋，命名“百合斋”。10多年来，

“百合斋”里收藏的图书一直在更新，
如今已经达1.5万册，这些图书免费
给村民阅读、借阅。

为了给村民营造一个良好的阅
读环境，邢福浩专门给“百合斋”做了
一番装饰。在“百合斋”，“铁杵磨成
针”“孔融让梨”等故事被画在墙上。

从2004年邢福浩将自家祖屋改
建成为“百合斋”免费向村民开放后，
这里就成了美柳村的文化乐园。小
小的“百合斋”里，总是不缺乏人气，上
至老人下至孩童，都喜欢来这里看
书、下棋、跳舞。几年前，邢福浩又投
入资金在“百合斋”附近的广场上安
装了健身器材，供村民读书间隙运动
之用。

“光来玩，不学习，不读书可不
行。”邢福浩耐心劝导孩子们，“不把
这个英语字母、拼音读懂，我不给你
玩。你不听父母的话，我不让你玩。”
邢福浩说，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孩
子爱上读书。

2008年，邢福浩在墙上写下了一
句承诺：凡是美柳籍在美柳、宝芳小学

读书考上文昌中学者，奖励2000元。
小村子沸腾了——邢福浩不仅

自己花钱建书屋，还要花钱奖励孩
子读书！当年，村里的小姑娘邢红
英考上了文昌中学。那年夏天，邢
福浩在“百合斋”里拉起横幅，办了
一场奖学金发放仪式。

至今，这场奖学金发放仪式的
照片还挂在“百合斋”里，激励着来
阅读的孩子们。

“如果2000元能够给孩子们以
精神上的激励，就不止是2000元的
价值。”从那时起，陆续有村里孩子
领取奖学金，直到现在，邢福浩的承
诺还在继续。

如今在“百合斋”的影响下，村
里打牌赌博现象少了，来“百合斋”
读书健身的人多了，村里的孩子也
更加孝敬父母、互助友爱，学习风气
非常浓厚，考上文昌中学的学生也
越来越多。

协助村里
修路、建水
塔，带领村
民入股石
斛种植基
地，村民不
仅有工资
还能获得
分红，出租
房子还有
租金。

产业振兴的先行者——

“想让别人信，就先要自己干”乡贤
李加忠

将祖屋修
成乡村书
屋，收藏的
图书免费
给村民阅
读。自己
出钱设立
奖学金，鼓
励村里的
孩子读书。

乡贤
邢福浩

乡风文明的践行者——

“村子要发展，没有文化怎么行”

基层干部承担着大量的事务，很多
事情很难面面俱到。“清官难断家务事，
乡贤调解效果好。”海口市新坡镇乡贤
协商会秘书长周汝本曾在新坡镇镇政
府工作多年，他深知借助乡贤之力，能
让乡村治理事半功倍。

周汝本还记得，3年前，在新坡镇
冼夫人大道的建设过程中，动员道路
红线两侧村民搬迁一直是令人头疼的
问题。

而当地乡贤、新坡村乡贤协商会
会长王明浦一出面，短短一个星期时
间，需要搬迁的90%的住户都在搬迁
协议上主动签了字。

王明浦是村里公认的“能人”之
一，改革开放初期，他带领一帮村里的
年轻人组织了一支建筑工程队，赚到
了第一桶金，不少村民脱贫致富。如
今，他在海口经营着一家装修公司。

得知要修建冼夫人大道，村里议
论最多的就是：“修道，要扒谁家的墙，
要拆谁家的屋，要填谁家的鱼塘……”

为了让村民吃下定心丸，在王明
浦的劝说下，他的弟弟带头将自家的
院墙与道路红线重合部分全部拆除。

这件事带来的示范效应立竿见
影——

见德高望重的王明浦动员亲戚拆

了自家院墙，村民们都纷纷让出自
己家中的围墙、鱼塘，冼夫人大道
修建工程顺利动工，并于2016年
12月完工。笔直的冼夫人大道直
通高速公路入口，新坡镇到海口城
区只需20分钟。

“修路最终受益的还是村民自
己，此前总是觉得自家的东西不能
动，但有身边的人带了头，也就没话
可说了。”王明浦说。

“乡贤生于斯，长于斯，他们本就
是村民中的一员，在推动政府决策落
实过程中，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周
汝本说。

道路建设
过程中，让
村民搬迁
一直是令
人头疼的
问题。乡
贤出面协
调，效果很
好，推动了
政府决策
的实施。

乡贤
王明浦

乡村治理的补位者——

“清官难断家务事，乡贤调解效果好”

乡村建设的新力量——

把对故乡的深情
化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

火山岩上的石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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