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来自海口的三
家幼儿园500多名孩子、
老师和家长，走进美丽乡
村澄迈县福山镇洋道村开
展快乐小农夫冬游活动。
一个个趣味横生的亲子闯
关游戏，增进了亲子感情，
培养了幼儿勇于交际、热
爱劳动、感恩父母的好品
质。图为孩子们在进行
“青蛙蹦蹦跳”游戏。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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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高校创业论坛，组织创业大赛，实施人才驱动发展战略

澄迈为返乡创业大学生“搭舞台”
本报金江11月14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吴清文）近年来，澄迈县
以创建省级创业城市为抓手，大力实
施人才驱动发展战略，多措并举提升
该县对返乡创业大学生的“吸引
力”。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吸引返乡
创业大学生达3000余人。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13年以
来，澄迈县坚持举办高校大学生创业
论坛，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
瞄准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省内

高校，搭建创业宣传平台，创新打造
“政府+创业平台+高校”三级联动招
才引智模式，吸引大学生回乡创业。

与此同时，澄迈县积极组织各类
创业大赛，例如“创响澄迈、你我同行”

创业大赛，大赛涌现出一批好的创业
项目，对鼓励人才不断创新创业起到
促进作用；积极鼓励优秀大学生参加
海南省各类创业大赛，通过创业比
赛，提升返乡大学生创业的知晓度和

影响力。今年，澄迈返乡创业大学生
陈大维荣获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金奖。

此外，澄迈先后创建山口无籽蜜
柚种植、大丰果子狸养殖、老城渔业

养殖、桥头渔家休闲旅游等4家大学
生创业示范基地，并选树一批先进创
业大学生代表，加大主流媒体宣传报
道，扩大典型影响，以点带面促进大
学生创业就业。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哞……”11月14日下午，在澄
迈县金江镇澄迈慧牛养殖基地，成群
的牛儿在欢快地吃草。脚踏水鞋的

“农民CEO”蔡於旭迎面走来，举止
稳重、谈吐文雅。

今年44岁的蔡於旭，是澄迈一
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近年来，在当
地党委政府的扶持下，蔡於旭将本土
小黄牛打造成澄迈新品牌，并推出了
生产、营销、屠宰、配送“一条龙”服
务，产业越做越大，先后帮助795户
近3000名贫困户脱贫，周边农户都
争相加入他的创业团队。

返乡创业
心系家乡父老

在当地人眼中，蔡於旭原本是澄
迈学子通过高考跳出“农门”的成功案
例。1993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
业后留在北京高校当教师，并在北京
安家落户。后辞职创业，曾创办了一
家产值超千万元的教育文化公司。

蔡於旭之所以返乡，起初是因为
父亲。“我在北京的时候，父亲就常常
跟我说，生活好了，也要多关心家乡
的亲人，要多帮帮他们，特别是贫困
家庭。”蔡於旭说，2016年，他按照父
亲的意愿，在老家澄迈县瑞溪镇村内
村投入资金，帮助一名贫困户购买了

17头小黄牛，并修建了牛棚，引导其
发展养牛产业。

天有不测风云。2017年，蔡於
旭的父亲查出患癌。作为父亲唯一
的儿子，蔡於旭决定返乡，守在老人
家身边照料起居。

与此同时，那名贫困户养殖小黄
牛的状况也不乐观，由于缺乏技术指
导，好几头小牛生了病。蔡於旭索性
彻底放下在北京的事业，回到村里，
一边照顾家人，一边接手养牛事业，
遍访畜牧专家和养牛好手，琢磨着一
定要把养牛产业好好做下去。“农村
要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没有产业可
不行。”蔡於旭说。

投身扶贫
力促产业振兴

“他能回来养牛，我们都挺惊讶
的，也都很佩服！”蔡於旭的中学同学
徐鸣迅说。

事实上，在城市生活了近 20
年，蔡於旭深深感受到，农业其实跟
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越来
越多人开始注重生活品质，优质农
产品往往供不应求。“澄迈好山好水
好生态，是盛产优质农产品的地
方！”蔡於旭说，这让他更加坚定了
返乡创业的决心。

当时，澄迈县委、县政府十分重

视返乡创业大学生，积极扶持相关
创业项目发展。得知蔡於旭返乡养
牛的事情后，澄迈县政府相关负责
人主动找他谈心，了解其创业想法
和思路，表示愿大力扶持其事业发
展。蔡於旭便于2017年成立合作
社，申请注册澄迈慧牛商标，吸纳瑞
溪镇100多户贫困户，共同发展小
黄牛养殖产业。

今年29岁的邱琪琳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她是瑞溪镇2016年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2017年加入蔡於旭的
合作社一起养牛，到2018年就顺利
实现脱贫。

2018年，在澄迈县政府的扶持
鼓励下，蔡於旭与另外4名返乡大学
生又在金江镇创办了第二个养牛基
地，并注册成立了海南慧牛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目前，该养殖基地年存栏
小黄牛约500头。

改造乡村
理念更新先行

虽常在田间务农，但与普通农户
不同的是，蔡於旭的目光一直注视着
城市。过去几年来，他努力构建一条
从生产养殖到屠宰销售的全产业链，
让农户获得最大的利益。

“优质农产品资源十分宝贵，但传
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难以形成品
牌，一是由于农户缺乏先进的养殖技

术，难以形成规模和确保品质；二是传
统农民缺乏主动对接市场和营销的意
识，产品定价往往受制于人，影响了农
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蔡於旭说，他
想做的就是打破传统，改变农民旧观
念，让农村呈现出新的面貌来。

行，大于言。蔡於旭默默带领着
他的团队，完善了屠宰、加工、配送等
环节，并以微信公众号为平台，开发
出慧牛生鲜商城小程序，以“互联
网+合作社+贫困户”的商业模式，将
优质新鲜的小黄牛肉直接送到城里
人的餐桌上。

“在我们看来，新农人更像是农

业的运营者，即‘农民CEO’，需要
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先进的管理理
念和现代化的生产技能。”熟知蔡於
旭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友王开勇说，
包括蔡於旭在内的一批新农人身
上，能让人感受到一股创业的激情。

接下来，蔡於旭的第三个慧牛养
殖基地项目马上也要落地了，项目选
址澄迈县中兴镇，占地面积约150
亩。 蔡於旭坦言，被称为“农民
CEO”，他觉得自豪，更感到肩负重
任，因为要改变传统农业、改造乡村
的路还很长。

（本报金江11月14日电）

近日，蔡於旭在位于澄迈县金江镇的澄迈慧牛养殖基地照看小黄牛。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澄迈聚焦·返乡创业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这里未来将成为一座植物科
普园、澄迈青少年‘第二课堂’活动
基地，游客来了，不仅有吃有喝，还
能在游玩中增长见识，实现寓教于
乐。”11月 13日下午，在澄迈县大
丰镇福丰咖啡山庄，王和山一边察
看工地上的建设情况，一边向海南
日报记者介绍他的主题乡村旅游
新项目。

王和山原本是澄迈县第一小学
的语文老师，2014年底，他回到家
乡加乐镇加乐村，改良本地黑豆腐
制作工艺，带动村民打造黑豆腐品
牌。2017年，王和山又推出“村里
吧吧”主题乡村旅游联盟创业项
目，整合旅游文化资源，推动乡村
建设。

目前，该主题乡村旅游联盟已覆
盖省内7个乡村，有效带动地方经济
发展。

改良技术
打造黑豆腐品牌

王和山来自澄迈县加乐镇加乐
村。2015年以前，加乐村和周边村

民大多依靠种植橡胶为生，遇上胶
价低迷时，村民的生活就难以得到
保障。

“在澄迈，桥头镇有桥头地瓜，福
山镇有福山咖啡。我们加乐镇家家
户户都会做的黑豆腐，怎么就打不出
品牌？”王和山说，加乐一带盛产黑
豆，本地人有红白喜事做豆腐的传
统，生产出的黑豆腐富硒，营养价值
高，是老百姓一年四季餐桌上的美
食。但据他分析，传统加乐黑豆腐产
业转型存在两个痛点：一是使用祖辈
流传下来的石膏点卤法，生产出的豆
腐不易消化；二是保存时间不能超过
3天，村民生产的豆腐只能供自己食
用，难以售卖。

于是，王和山在2014年底返乡，
决心以黑豆腐产业为抓手，挖掘一个
有特色、可推广的农产品品牌。

2015年，王和山前往陕西西安
豆腐博物馆向专家请教求经，去琼海
寻访70岁以上的老渔民学习盐水点

卤的技艺，还向椰汁行业专家、食品
预包装专家请教高温灭菌、真空包装
方面的技术问题，让原本只能储存3
天的黑豆腐保鲜期延长至25天。同
年，王和山在海南冬交会现场办起了
首届加乐黑豆腐厨艺大赛，以此为契
机打造加乐黑豆腐品牌，使加乐黑豆
腐快速占据海口商超、社区等地柜
台，市场销售火爆。

创新模式
建设豆腐体验园

加乐黑豆腐走出小镇，进入海
口，并未让王和山满足，他继续探索，
靠微商城将黑豆腐卖向全国。

手工黑豆腐的制作工序要经过
干磨、滤皮、浸泡、磨浆、过滤、熬煮等
9道工序，历时3天才能完成。王和
山把黑豆腐的传统制作工艺制作成
图文，传到网络平台上，让全国各地
游客感受手工黑豆腐的传统工艺魅

力，吸引更多人在网上购买，以及到
村参观体验。

2017年初，王和山与几个返乡
创业青年合作，围绕“黑豆腐”这一主
题，对加乐村进行改造。改造后，一
座座磨盘被摆进位于加乐村的“村里
吧吧”乡村自然教育主题基地，游客
们在这可以制作豆腐、糍粑，采摘百
香果、朝天椒等。

“让游客自己动手做豆腐，一方
面可以让游客感受本土文化魅力，一
方面也可让豆腐的制作工艺得到直
观展示，让游客了解到其是无添加、
健康绿色产品。”王和山说，今年10
月，据教育部公告，“村里吧吧”乡村
自然教育主题基地还被评为2019年

“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名单。

成立联盟
带动旅游业发展

随着黑豆腐事业越做越红火，

2017年 6月，王和山与合伙人联合
成立澄迈“村里吧吧”乡村旅游专业
合作社，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吸纳贫困户，并开办培训班，
向村民们传授黑豆腐新工艺，带动农
户脱贫致富。

近3年来，王和山的豆腐产业每
年为贫困户发放分红资金约12.52
万元，有效帮助了当地913名贫困户
脱贫致富。

与此同时，王和山还把加乐黑
豆腐的成功经验，融入到澄迈其他
乡村、基地的建设中，例如此次在
大丰镇建设的植物体验园项目，计
划建设成为集乡村旅游、特色美
食、休闲客栈、物产营销、文化传播
于一体的村落文化体验综合体。
目前“效古沉香村”“跃龙门江畔艺
墅”“永发牧羊村”等几个极具澄迈
特色的主题基地，也已经通过联盟
快速发展起来。

（本报金江11月14日电）

叫响澄迈加乐黑豆腐品牌，成立主题乡村旅游联盟

王和山：扎根家乡 带富一方

澄迈福山博才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产业助民富
实招解民忧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看，我们刚刚给这20亩地撒上石灰消毒，过
不了几天就可以栽种百香果苗了。”11月12日上
午，在澄迈县福山镇博才村，该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王奋看着眼前即将投入使用的百香果采摘园，
高兴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10月，博才村成立
合作社，计划利用村内闲置土地和水塘，打造采摘
园和农家乐，发展村集体经济，为农户增收。

博才村委会下辖博才村、博文村、昌球村、丰
行村、洋干村、洋琴村等6个村小组，共有176户
941人。村民们以种植福橙、石榴、香蕉等水果为
主。今年2月，乡村振兴工作队进驻博才村后了
解到，该村虽然毗邻海南西线高速公路、高铁福山
站，交通便利、环境优越，土地资源丰富，但村民各
自发展产业，自主盈亏，利润微薄，博才村委会缺
乏集体经济项目，也很少为村庄建设出谋出力。

“村民们种的水果零散、不成规模，种植技
术和产果质量也不佳，销售渠道比较单一。”王
奋说，为帮助村民增收，乡村振兴工作队与博才
村“两委”干部经过商讨研究，决定以“公司+合
作社+农户”模式，发展“农家乐+采摘园”项目，
既带动村集体经济，又帮助农户增收。

说干就干，博才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和村“两
委”干部走村入户，征询村民的意见。而听闻村里
要发展集体经济，村民纷纷表示支持。

“种了这么多年辣椒，收成一般，是该调整一
下。我们相信乡村振兴工作队，愿意跟着干。”博才
村村民王运开说，为了支持村庄建采摘园，他拿出
5亩地以土地入股形式加入合作社。像王运开一
样，博才村一共有30多户农户加入合作社，一次性
征集70多亩土地。

今年7月，乡村振兴工作队向政府申请了50
万元资金，组织挖掘机翻新平整村集体闲置了5
年以上的20亩土地，并给30亩水田清淤。不出4
个月，“采摘园+农家乐”前期工作准备完毕。

“乡村振兴工作要沉下心，俯下身，真心帮扶
群众。”王奋说，乡村振兴工作队进村之后，不仅积
极引导发展产业，也与村民融到一起，倾听村民的
心声。

2018年，博才村委会被澄迈县列为美丽乡村
整村推进村，澄迈县委、县政府陆续投入800万
元，用于村庄道路绿化、硬化，垃圾清运、修建排水
沟等一系列工程建设。

然而，博才村小组一直未修建文化设施和路
灯，博才村村民小组长王运其向该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提出申请，希望对方帮助完善村内文化设施
和路灯。

了解情况后，王奋立即向派出工作单位澄迈
县琼台全面战略交流合作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提
出申请，在该办的积极协调下，乡村振兴工作队申
请到60余万元，给博才自然村安装健身器材和
40盏太阳能路灯，建设文化室和排球场、篮球场。

此外，洋琴村60多亩农田和100多亩坡地与
村庄间隔一条河流，每到收获季节，农户的拉货车
必须绕道7公里才能进入农田和坡地。博才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出资3.5万元，帮助修建了百余米
田间道路和一座小桥，解决村民常年的出行难题。

“乡村振兴工作队来了之后，村里环境更美
了，晚上出门不用带手电筒，吃了晚饭还能在健身
器材上压压腿、锻炼一下腰，很便利。”村民王惠珍
说，她期盼着在博才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帮助下，
该村采摘园和文化广场能够尽快建好，大伙一起
过上红红火火新生活。（本报金江11月14日电）

澄迈铁腕整治“两违”
今年拆违2.6万平方米

本报金江11月14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张仁圣）海南日报记者11月14日从澄迈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了解到，11月11日至12日，澄迈县
各乡镇、各部门发起拆除违建行动，共计出动工作
人员150余人、大型拆除工程机械4台，拆除违法
建筑6宗，涉及违法图斑3个，共计拆除违法建筑
面积3699.18平方米。

今年以来，澄迈县委、县政府积极开展整违
控违工作，以“零容忍”的态度，深入推进“两
违”专项整治工作。据统计，截至11月8日，澄
迈县共开展整违活动 105 次，出动工作人员
5051人次，拆除机械141台，共拆除各类违法
建筑2.6万平方米；已完成分类处置销号2252
宗图斑，有效打击了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行为。澄迈县青创协会

党支部揭牌
本报金江11月14日电（记者余

小艳 通讯员曹玉金）11 月 12日上
午，澄迈县青年创业协会党支部在大
丰镇才存共享农庄揭牌成立。

据了解，澄迈县青年创业协会成
立于2016年3月，是一个以返乡创业
大学生为主体的创业组织，目前协会
已形成县级青年创业协会统筹、各镇
片区协会参与的组织架构，发展会员
300余人。

多年来，该协会积极组织会员参
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创文巩卫”、
志愿服务等各类中心工作与公益事
业，赢得社会广泛认可与赞誉。协会
成员曾获多个国家级、省级以及县级
荣誉。

澄迈县青年创业协会有关负责
人表示，全体会员将继续增强干事创
业信心，不断深化内部合作，助力澄迈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各项工作开展。

澄迈县检察院
送法律知识进课堂

本报金江11月14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曾燕玉）11月13日下午，澄迈县人民检察院主
要负责人走进澄迈中学，为400余名在校师生讲
授了一堂主题为“明理守法，远离犯罪”的法治教
育课。

课堂上，澄迈县检察院主要负责人结合案例，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同学们讲解了什么是法律、
什么是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等法律知识，并
以案释法，以法说理，从多个方面阐述了依法治国
的重要性，阐明了青少年学生应该如何明理守法、
远离犯罪，避免自己不受侵害。

澄迈县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
是该院贯彻落实最高检相关部署要求的一项实
际行动，澄迈县检察院将充分发挥检察工作职
能，进一步提高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和自我防
范意识，为同学们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教
育环境。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他回乡养牛，带动近3000名贫困户脱贫

蔡於旭：大学生牛倌成了“农民C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