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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
代表侃“创业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实际上是增值的。”

现场速递

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一番话，让全国人
大代表、江苏省宜兴市西渚镇白塔村党总支书记欧阳华倍感振奋——

程梦醒代表接受采访。

“我们尝到了绿色发展的甜头”

刷新产业链，
云上吆喝“白塔味道”

欧阳华代表发言。 肖 勇摄
30 年前，白塔村部分村民穷得
连电费都交不起，守着蜡烛、煤油灯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白塔村的，
现在
过日子，村干部年年拿着白条回家
觉得生活在幸福的
“桃花源”
。
交工资。
“这可是在鱼米之乡的苏南
利用白塔村得天独厚的资源优
呀，很难想象吧？”为带领村民摆脱
势，欧阳华还带领村民种植南天竹、
贫穷,欧阳华回村担任村书记。
果树和绿化苗木等经济作物。
“如
欧阳华先想法子凑钱，把村里
今，白塔村的土特产很多，
但还要想
欠缴的电费补上了，再把拖欠村干
办法把它们‘推出去’。”欧阳华是
部的工资发清了，接下来要做的是 “第一个吃螃蟹”的村书记，他运用
提升自身
“造血”
功能。
互联网+大数据，成立了新媒体工
经过调研走访，欧阳华因地制
作室，亲自直播带货，展示“白塔味
宜，通过盘活老百姓的一亩三分地，
道”系列产品，帮助农民与商家对
发展高效农业，帮助村民增收致富。 接，为全村老百姓搭建了一个 7.6
通过多年努力，目前白塔村已
平方公里的乡村旅游致富平台。作
形成多个高效特色产业。2019 年，
为全国较早开通抖音等短视频电商
白塔红提和红美人橘子，继斌瓜果
平台的村庄，欧阳华的创新之举，
让
园的秋月梨、张建新的黄桃等水果
白塔村这个生态文化村收获了一批
分别获得江苏省金奖、国家级银奖，
铁杆粉丝。
村内水果采摘产业发展到 1000 多
主打生态牌，
亩。
“ 白塔味道”系列产品成功进入
激活旅游“一盘棋”
市场，高效农业富了一方百姓。
“现在，我们村人均收入突破了
“即使是奔六的年龄，
还是要带
5 万元，
村级财政收入突破了 800 万
着奔二、奔三的思维，
去做好乡村振
元。
”
欧阳华透露，
以前村民们走出去
兴、美丽乡村工作。”这是欧阳华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村子发展过程中，白塔村始
终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确立了
“留青山、保绿水、守净土”的发展
方向。村里积极鼓励村民种植苗
木、花卉、果树等生态植物，形成名
副其实的千亩花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们
通过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风貌，展
现白塔村的田园风光。”欧阳华说，
得益于自然资源优势，白塔村把生
态资源和乡村旅游相融合，大力发
展特色民宿，
打造美丽乡村。
目前，白塔村已打造了观光旅
游、休闲采摘、吃住二天的旅游项
目，形成了高低结合、动静结合、老
小结合的旅游模式，践行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未来的美丽乡村，
将是家家门
前有花园，
后院有菜园，
手机随便一
拍都是公园。”欧阳华乐呵呵地说。
眼下，
走进白塔村，
看到的是环境美
了,游客多了，
人人脸上洋溢着幸福
笑容。

做给群众看，
党建融入产业链
“欧阳华书记是基层干部的杰
出代表，
他二十多年如一日，
把村子
当做自己的家一样经营。
”
西渚镇党
委书记蒋干达看来，乡村振兴的核
心既要规划好蓝图，更要有个好的
带头人。
白塔村先后获得“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
“全国生态文化村”
“中国特
色村”
等荣誉称号。欧阳华认为，
乡
村振兴发展产业必不可少，同时也
要提振村民精气神，塑造乡村特色
文化。
“只有村民的文明程度不断提

高，才能为发展提供强大的内生动
力，不断增强幸福感和获得感。”欧
阳华说。
欧阳华回忆，在刚开始动员村
民种植南天竹的时候，没有村民愿
意尝试，有人甚至反问：
“ 我们种南
天竹卖给谁呢？”为消除群众顾虑，
村党总支号召党员先行先试，专门
成立了“白塔南天竹特色党支部”，
把党建融入到产业链上。南天竹生
态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吸 纳 社 员 106
人，
其中党员 39 名。
为进一步拓宽市场销售渠道，
党组织调动专门力量开展市场调
查，在常州夏溪花卉苗木市场开设
南天竹经销窗口，帮助群众解决苗
木销售难题。欧阳华自豪地表示，
如今，白塔村倡议建立了“四邻联
动”机制，即 1 名党员带动 4 户农户
推广种植时令鲜果。
白塔村产茶业，过去茶农们多
以木柴、煤炭当燃料的设备制茶，不
仅效率低，而且温度、火候控制不
好，
制作出来的茶叶色泽、香气不尽
如人意。
“用电炉替代柴炉煤炉炒制
茶叶，可推进清洁化生产。”过去的
一年，
欧阳华积极协调农业、供电等
部门加大支持传统产业升级力度，
引导更多茶农开展
“电能替代”
。自
实施“电烘茶”技术改造后，用能成
本减少 40%，生产能力提升 120%。
欧阳华介绍，
茶叶是传统产业，随着
时代发展，要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同
时，
不断提高绿色发展水平。
今年两会期间，欧阳华围绕加
快能源互联网建设等提出建议。
“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群众解决更
多的难点痛点。
”
欧阳华说。
沙芳如 戚轩瑜

白塔村一景

两位“网红”连线交流——

如何看待基层干部当“网红”
会场内外
日前，中国之声两会特别节目
主持人邀请全国人大代表李君与
新疆昭苏县副县长贺娇龙连线，讨
论的话题是，如何看待基层干部当
“网红”？

当“网红”压力大不大
贺娇龙：走红纯属意外，成为
“网红”
后压力有点大。
当初我们这来了两个做马背旅
行的大 V，帮昭苏做免费宣传。我
们虚拟团队的小伙伴负责准备场
景，他们知道我会骑马，就邀请我，
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过去拍了一
下。没想到，
视频就火了。
开直播以后，我把所有休息时
间都用在短视频拍摄和直播上，虽
然没有利用工作时间，但确实比较
费神。现在是在“显微镜”底下，网
民、同事都在看着我们。如果工作
中有一件事情没有干好，作为“网
红”
就有可能会被
“放大”。
李君：
当
“网红”
，
基层干部要敢
于担当。
基层干部不一定都要成为“网
红”
，但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像我作
为一名农村党支部书记，至少得懂
互联网，用互联网的思维、互联网的
技术，包括营销手段，去开展工作。

初衷只为造福百姓
贺娇龙：
刚开始，
我对
“网红”
这
个词是有点排斥的，
现在觉得
“网红
县长”也没什么不好。有一天我下
乡，老百姓围着我说，
“你现在是
‘网
红县长’
，原来
‘网红’
就是帮老百姓
卖东西，做慈善做公益的意思啊！”
我在身边老百姓眼中是这样的“网

李 君，全国人大代表、四
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白驿镇岫云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 用 10 多 年 时
间，将一个落后的小山村打造
成
“网红村”
。

红县长”
，
觉得也没啥不好。
偶尔也有人说，一个副县长不好
好地去做公职，却在网上宣传推荐家
乡？我就想，组织上要求我们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在网上，那我
们就应该到网上去啊。但确实，公职
人员不同于一般
“网红”
，
无论是
“网红
县长”
还是
“网红村书记”
，
本职工作必
须做好，坚守为民服务的初衷。
李君：
作为一名基层党组织书记，
拍视频也好、做自媒体推广也好，
一定
要从老百姓的诉求出发。我经常讲，
我们农村干部只要本着帮助群众解
困、为群众做好事的初衷，就不会有
错，无论岗位，也无论官职。

幸福感用钱换不来
贺娇龙：
“00 后 ”开 始 回 到 农 村
了。拿昭苏来说，我曾经工作的一个
乡镇，有一年考来 10 个年轻人，到年
底走了 8 个。原因在于昭苏海拔比较
高，气候不是很好，
还有年轻人耐不住
寂寞、守不住清贫。

贺娇龙，新疆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昭苏县副县长。去年
底，她策马雪原，为全县旅游做
宣传的短视频走红网络，圈粉
无数。

近年来有不少非常有情怀的大学
生回到了家乡。我身边就有一些来自
其他县市的年轻企业家，他们是“80
后”
“90 后”
甚至
“00 后”
。
李君：
乡村要让年轻人看到希望。
我 23 岁当上村党支部书记，
到现在 13
年了。农村缺少年轻人，
特别是有思想、
有文化的年轻人。要让大批的年轻人看
到，
在农村能挣钱，
挣得不比城市少，
还
能够跟家人在一起，
能够陪小孩、陪父
母，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回到农村。
我们村从全县倒数第一变成现在
的样子，老百姓从不相信你到舍不得
你……这是一种人生幸福，是一种获
得感，
这真不是让你去当多大官、给你
多少钱能够换来的。

戴着党徽直播出镜
贺娇龙：
新时代带给我们新机遇，
公益助农直播必须有人来干。我是县
里分管农业的副县长，
做直播带货，
我
责无旁贷。而且戴党徽直播，推荐的
是良心产品。

我认为，
助农直播是做公益。一方
面好山好水需要好的流量，
昭苏需要一
个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桥梁和纽带；
另一
方面，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需
要好的农产品，
这就需要我们新时代的
干部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老百姓的
幸福指数，必须站出来，去探索，去创
新，
做一个有温度的新时代干部。
每次直播和出镜我都戴着党徽。
亮明身份是为了接受网民监督，接受
群众监督。同时也时刻警醒自己，不
要错把平台当能力，
作为公职人员，
我
们干任何事情，
不是为了作秀，
是为民
谋福祉，
必须实事求是地推荐、宣传自
己的家乡。
爆红之后更需要冷静，
潜心研究如
何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和农产品
品质。县里专门召开专题会议，
围绕旅
游交通、旅游安全、旅游卫生等做了部
署和安排，
农产品也制定了相应的发展
规划。我们要想办法让这波流量实实
在在地沉淀下来，避免娱乐化，
让流量
惠及更多农产品企业，
惠及更多群众。
李君：
我自己不想当
“网红”
，
我是
想让村子成为“网红”。
“ 网红”其实就
是为家乡代言。
岫云村当时没有水泥路、没有资
源、也 没 有 支 柱 产 业 ，被 称 为“ 三 无
村”
；
自己当初也是没钱、没信任、没有
路子的
“三无”
书记。正是因为岫云村
太普通，我才觉得要是在这个村干成
功了，
很多乡村就可以复制。
现在，我们村里已经在规划一个
万亩现代农业园区，
两三年后，
高速路
出口也在村口，
从岫云村到成都、重庆
只要两个半小时。
对于岫云村，我们是按品牌化路
径打造，让农产品进城，让城里人下
乡，让农村变成城里人羡慕的地方。
我相信，将来岫云村一定会成为一个
品牌，
不再只是一个村子的名字。
钱 成 吴卓胜

程桔代表接受采访。

地处江苏省宜兴市与溧阳市交
界处的白塔村，过去因为地理位置
偏僻、工业经济起步较迟等原因，
曾
是经济薄弱村。如今的白塔村因为
绿水青山，收获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
实际上是增值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一番
话，让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宜兴市
西渚镇白塔村党总支书记欧阳华倍
感振奋，
“我们尝到了绿色发展的甜
头，还要尝更大的甜头。
”
欧阳华说。

“90 后”代表、来自农村、返乡
创业，这是湖北代表团两位女代表
程桔、程梦醒共同的
“标签”
，也都透
着一股韧劲和闯劲。
2014 年，程桔从大城市回到家
乡、湖北省崇阳县白霓镇大市村，担
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发展产
业。同年，程梦醒大学毕业后，回到
湖北省应城市三合镇三结村创办公
司，
将传统特色食品豆皮做大做强。
同样是从城市回到农村，同样
是发展乡村产业，同样的目标带着

大家一起富，两人两会相遇，碰撞思
想，
交流心得。
“去年 9 月，我们新建了一家农业
合作社，
厂房面积达 15 亩，
生产线运行
了 3 个多月，
吸纳了更多村民就业。
”
程
梦醒说，
去年中央出台了支持湖北经济
社会发展的一揽子政策，
从金融、
税收、
市场等多方面帮助中小微企业疫后重
振。她的企业争取到 50 万元惠农贷、
50 万元财政奖补资金，
扩大了产能，
拓
展了销路。
“眼下我们村最重要的就是发展
产业，目前有几家企业表达了合作意
向，
回去后就抓紧洽谈。
”
程桔说。
在程桔的努力下，大市村有了富
民产业，但大多是传统作坊。看到程
梦醒在发展小微企业方面很有经验，
便虚心取经。
“我们村以山地为主，发展产业缺
少土地资源。”程桔深切地体会到，发
展产业离不开土地。此次在湖北代表
团审议时，程桔建议，可以选择有条件
的地区进行数字化土地改革试点，利
用数字化手段对农村的零散田地进行
登记、流转、分配。
“乡村振兴，核心在人，重点在青
年。能否吸引更多有志青年加入，
关系
到乡村振兴的成败。”这是两人的共
识。
“人才匮乏是很多中小微企业发展
的痛点和难点。今年两会，
我重点关注
乡村小微企业的用人问题。
”
程梦醒说，
去年以来，她多次线上线下调研，发现
当地一些小微企业和农业合作社普遍
存在
“招不到人、
留不住人”
的困境。
两 位“90 后 ”基 层 代 表 表 示 ，将
把两会精神带回去，用好的思路和点
子破解发展难题，让乡村更美，村民
更富。
赵文君

履职风采
章联生代表：

一条建议让种地更有赚头
2 月 25 日，春雨绵绵，全国人
大代表、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西城
街道西安社区党委书记章联生，来
到上杭县庐丰畲族乡三丰片高标准
基本烟田土地整理现场，几位烟农
正在雨中忙碌着。
烟农陈福玉告诉章联生：
“我种
烟快 30 年了，最多时有 200 多亩，
现在只种了 50 多亩，但每亩地的效
益却高了不少，多亏了高标准农田
建设。”陈福玉说的高标准农田建
设，
缘于章联生的一份建议。
在 2019 年的全国两会上，章联
生提出了关于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政
策进行调整的建议。理由是，福建
大部分是山区，
建设成本较高，
同样
的资金建设的农田标准有差距，无
法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
他的建议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农业农村部成立专题调研组赴龙岩
市上杭县、武平县等地调研，
对提高
农田建设补助标准给予明确的答
复。2019 年，安排福建建设高标准
农田 130 万亩，
补助 13.6 亿元。
上杭县庐丰乡是龙岩市最大的
烟叶集中产区，全乡 15000 多亩耕
地近 11000 亩种植烟叶。陈福玉
说，
现在的农田修了水渠，
硬化了道
路，
再加上机械化操作，
种烟比以前

章联生代表调研。
省事多了。
同样受益的还有上杭中都聚胜
家庭农场。农场负责人梁永英介绍，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新建了 2068
米田间道路、1077 米排灌渠、550 米
排洪沟和 1 座拦水坝，还增加了 1 座
仓储房，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农业龙
头企业。
“ 下一步，农场计划拿出 100
亩稻田养鱼、养黄鳝，发展生态立体
种养，这都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打下的
基础。”
本报通讯员 张 杰
本报记者 林华维

贡觉曲珍委员：

关注乡村环境治理
2021 年春节，全国政协委员、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扎日乡乡
长贡觉曲珍忙得团团转。这是全乡
3 个村 140 户农牧民搬入新居后的
第一个春节，
她走村入户，
了解村民
生活状况，
听听大家的新年心愿。
贡觉曲珍是土生土长的扎日乡
人，见证了扎日乡脱贫摘帽的全过
程。
“ 过去，扎日乡因保存完好的原
始生态环境，入选西藏首批自治区
级风景名胜区。然而，守着天然旅
游资源的扎日乡因为基础设施落
后，一度成为深度贫困乡。”贡觉曲
珍说。
扎日乡决定走一条因地制宜
的致富路——在海拔 2700 多米的
高原上种茶。村民纷纷响应，特别
是村里的青年人，不仅积极参与，
还成为致富带头人。如今村民们
住上了安居房，家家户户通了电。
从扎日乡到隆子县城新建了柏油
路，让过去七八个小时的车程缩短
到 3 个小时。
2018 年，扎日乡脱贫了。贡觉
曲珍和党员干部一起又带领村民实
施“高山茶园种植”和“藏白酒加工

贡觉曲珍委员
厂”
项目。扎日乡还依托生态资源，
发
展旅游业。2020 年，全乡人均收入超
过 2.7 万元。
贡觉曲珍注意到，旅游业搞起来
了，但垃圾处理问题紧随而至。如何
守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今年全国两会
上，
她准备的提案主题是
“加大乡村环
境治理，助推实现乡村振兴”，希望国
家加大支持力度，帮助在乡镇一级设
立垃圾处理设施。
倪弋 阿尔达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