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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才存村，只见黄墙黛瓦，碧树红花，环湖
休闲长廊围绕着咖啡厅、餐厅、民宿、文化室，老
人孩童在榕树下休憩乘凉，好一派小康生活图
景。长廊尽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红
色大字格外耀眼。

“我们打算把老人茶社利用起来，让村里60
岁以上老人免费喝茶水、吃点心、看琼剧，老有所
乐……”长廊下，村干部正与村里的大学生们商
量村里的“大事”。

事实上，在澄迈，返乡大学生普遍反映：受文
化、教育、阅历等因素影响，个别村民“短利近

视”，导致“荒地无人耕，耕起来有人争”等纠纷出
现。而解决村民和创业者对立的矛盾，基层党组
织往往是重要的“黏合剂”。

2016年，徐取俊创业团队拟开发村庄周边
50亩荒地，原本已与村里签订租赁协议，不料，
第二天该地块竟有人种上了青苗。“村里得知后，
第一时间召开全体党员与村民代表会议，宣讲政
策法规，做村民思想工作，为创业者解决了棘手
难题。”徐取俊回忆。

党支部书记吴多群是创业者的“贴心人”，
在村民中也有较高的威信。“青苗事件”发生后，

他第一个带头拔苗，及时制止了个别人的捣乱
行为。

为倡导文明乡风，支持大学生创业，近年
来，才存社区党支部还积极倡导实施“党员巷长
制”和“党员积分制”，鼓励全村42名党员积极
投身乡村治理工作，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和创业
营商环境。

在村民党员的带动下，创业团队成员也争
相申请入党，并在咖啡厅的一侧设置了流动党
员服务站，积极参与村务活动和为村民提供便
利服务。 （本报金江7月5日电）

澄迈才存社区大学生返乡创业，助农脱贫增收

“新农人”带来新气象
“哇，这里真漂亮！”7月3日

上午，来自海南热带科学院的学
员们走进澄迈县大丰镇才存社区
才存村，一边忍不住感叹乡村的
变化，一边拿出手机拍照发到微
信朋友圈。

看着眼前热闹的场景，47岁
的才存社区党支部书记吴多群
颇多感慨。“这些年，多亏了返乡
创业的大学生，给乡村带来新变
化、新气象。”吴多群说。

可不是嘛？近年来，在返乡
大学生徐取俊等人带动下，才存
村先后吸引15名大学生返乡创
业，其中硕士学历2人，共注册企
业25家，解决50余名当地劳动
力的就业。而徐取俊亲手打造的
才存共享农庄更是改变了乡村面
貌，吸引来一拨又一拨游客。

2019年8月2日，省委书记
刘赐贵来到才存村调研农村人居
环境和农业产业时，对当地鼓励
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做法给予充分
肯定。

多年前，徐取俊的叔叔徐振考上大学时，全
村父老为他举行欢庆会，因为在村民眼里，考上
大学便意味着跳出了“农门”。走出乡村融入城
市，是许多农村父母对儿女的期盼。

然而多年后，徐取俊大学毕业没几年便毅
然辞去城里的工作，带领10余名大学生组成创
业团队，在才存村发展种植养殖产业和乡村旅
游业，打造共享农庄，成了一名“新农人”（即新

型职业农民）。
“大学生返乡创业，是时代发展的潮流，

也得益于澄迈当地党委、政府对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视和推进。”谈及村庄变化，徐取俊这
样感慨。

近年来，为鼓励和扶持大学生返乡创业，
澄迈大力实施人才驱动和创新驱动战略，构
建了较为完善的支持创新创业的政策体系，

投入大量扶持资金，先后吸引2900余名大学
生返乡创业，注册无籽蜜柚、澄迈福羊等多个
特色农产品自主品牌，带动解决农村就业近
5000人。

“随着城市反哺农村，乡村公路等‘五网’
基础设施日渐完善，农村人居环境逐年改善，
生态环境更优越的农村对城里人越来越有吸
引力。”徐取俊表示。

“咩咩咩……”靠近才存村林间的羊舍，小
羊崽的叫声远远就能听见。饲养员徐取孝从羊
舍走出来，顾不得擦去满头汗水，直接跨上电动
车，来到了湖边的休闲长廊休息。

“产业项目给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我们现
在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徐取孝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他原本务农种植瓜菜，但前几年受市场行
情波动影响，不仅没攒下钱，还欠下不少债。
2015年，他和妻子林秋波应聘来到徐取俊的公

司，他负责喂羊和做杂工，妻子则在餐厅当服务
员，两人加起来每个月能挣6000元工资。几年
过去，如今两口子不仅还清了欠债，还在村里盖
起了新房。

为扶持返乡大学生创业，澄迈县委、县政
府几乎每年都要召开一次返乡大学生座谈会，
研究解决返乡创业中的具体问题，甚至曾经一
年5次召开返乡创业金融对接会，积极为返乡
创业大学生打开金融支持通道和服务，解决了

创业者的融资难题。
在相关扶持下，经过创业团队共同努力，徐

取俊的乡村创业之路逐渐铺开：由单一的养殖
产业，发展到开辟采摘果园，将产业链向观赏采
摘和亲子互动等方向延伸，并建成才存美丽乡
村休闲游基地，咖啡馆、饭店、民宿陆续开业，真
人CS基地、林下酒吧、蘑菇体验基地、亲子渔田
等项目纷纷营业，美丽乡村休闲基地也升级为
才存共享农庄。

才存村脱贫户徐华侨：

养猪脱贫
盖起新楼房

我叫徐华侨，是才存社区居民。
2015年，我们一家被纳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后来在政府扶持下发展养猪产
业，并于2016年底脱贫摘帽。脱贫
后，我没懈怠，终于在今年盖起了三
层楼房，过上了小康生活。

这样的好日子，我从没想到来得
这样快。我从小落下残疾没法干重
活，家里有80岁的母亲要赡养，还有
上学的孩子要抚养，我和妻子起早贪
黑干活，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

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之后，政
府给我送来29头黑猪崽，还派了一名
帮扶责任人。在2016年冬天，因为缺
乏技术和经验，小猪病死了十几头，
我非常自责，也因此下决心要将技术
学到位。我常向一些养猪大户请教，
跟他们交朋友、学经验，积极参加电
视夜校。正巧，那时镇政府扶贫干部
和畜牧业技术员送技术到村，给所有
贫困户讲解扶贫政策，进行生产技术
培训，我学得很认真。

养猪技术提高了，剩余十余头黑
猪顺利长大。2016年底，我卖生猪赚
了2万多元，成功摘去“贫困帽”。在
我努力奋斗脱贫时，村里几个大学生
返乡创业，共享农庄搞得风风火火。
村里的楼房一年比一年多起来，小轿
车进进出出让人羡慕。我思量着，继
续养猪，没几年也能盖房子。

“人穷，志不穷，只要勤劳肯干，
就能过上小康生活。”抱着这样的信
念，我积极发展生产。从2017年开
始，三年来钱慢慢存，房子慢慢建，上
个月，我家的 3层楼房终于封顶竣
工。今年，我还养着5头猪，等这批猪
出栏，就有钱来装修房子。未来，我还
要继续奋斗，争取在小康路上不掉队！

（本报记者 余小艳 整理）

澄迈才存社区
下辖才存、美仁、儒
娥三个居民小组，
共 1275 人。2012
年，才存社区首位
返乡创业大学生徐
取俊回乡发展黑山
羊养殖。目前，该
社区吸引15名返乡
创业大学生回村创
业，社区注册有25
家企业，其中8家由
返乡创业大学生注
册，解决当地劳动
力就业50多人。

才存共享农庄
项目目前已经建成
黑山羊特色养殖基
地、水果采摘园、农
味饭庄、咖啡民宿、
特产综合区、水面休
憩长廊、才存乡村振
兴学院培训区。

小康故事会

■ 李佳飞

历史总有相似，却非简单重复。
澄迈县返乡创业大学生的种种探索，不由地

让人想起老一辈的返乡知识分子来：如开启著名
“定县实验”的晏阳初，如创建了“新乡村建设学
院”的温铁军、邱建生等人。比这些前辈们幸运
的是，澄迈返乡创业大学生站在了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大时代。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

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澄迈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意义深远。被称
为“中国农民代言人”的温铁军始终坚持这样一
个观点：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城市反哺农
村。这其中，就包括在城市接受了良好教育的知

识分子向乡村“回流”。
实践证明，返乡的知识青年不仅为乡村带来

人气，更带来新的发展理念和新型产业，他们被
这个时代称为“新农人”。我们相信，在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将会有越来越多有理
想有能力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回归乡间田野，将
全新思维运用到现代农业发展中，成为高质量助
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2019年
才存社区38户

贫困户全部脱贫

2017年至2019年
才存社区党支部

连续3年被澄迈县委
评为七星党支部

2012年
才存社区首位

返乡创业大学生徐
取俊回村发展黑山羊
等养殖产业

2009年
才存社区环村

路、巷道实现全面硬
化，同步安装路灯，建
篮排球场、文化室、村
卫生室

2013年
才存社区开始

美丽乡村建设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聚人才 大学生“回流”乡村

兴产业 助农增收脱贫致富

强组织 党建引领乡风文明

“新农人”是乡村振兴生力军小康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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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澄迈县大丰镇才存村
共享农庄农味饭庄厨师徐逢程正在
烹饪美味佳肴。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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