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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
打造“多彩田园”美景

近日，在石柱县三星乡石星村高兴组的大梁子梯
田，村民忙着垦荒、翻田，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大梁子稻田曾被评为重庆市‘最美梯田’之一，共
有200余亩，前几年因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不少土地没
人种，现在要全部开垦出来，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打造

‘多彩田园’美景。”正在组织村民劳动的石柱茂禾农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郎启顺介绍。

为加快乡村振兴步伐，进入2021年以来，三星乡党
委政府决定对大梁子梯田进行开垦复耕，再造百亩良
田。此外，当地还将完善大梁子梯田的灌溉设施，在其
新建旅游步道，倾力打造“春种彩稻夏观景、冬种油菜
春赏花”的“多彩田园”美景，实现农作物价值和观光旅
游双重经济效益叠加。

石柱县融媒体中心 隆太良

忠县
将建“巴国故郡”风情小镇

近日，笔者从忠县规划自然资源局获悉，忠县“巴国
故郡·云上天街”风情小镇专项旅游规划已进入公示期，
这标志着“三峡库心·长江盆景”所涉项目即将正式启动。

“巴国故郡·云上天街”风情小镇位于忠县复兴镇天
子村境内的天子山顶，总用地1064亩，规划为“一心一环
七片区”组团结构：“一心”为游客综合服务中心；“一环”
为交通连接规划区各功能区的旅游发展环线；“七片区”
为天子殿入口服务区，以直升机瞰江和索道观光为主的
全域观光休闲区，以天子殿和万佛塔遗址为主的文化观
光旅游区，以中心区域人工湖和乡村田园组成的运动健
身旅游区，万佛塔遗址所在区域民宿度假旅游区，天子山
环境风貌整治区和旅游房地产开发区。

项目建成后，天子山将成为集休闲、旅游、文化、康
养、美食、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景区。

忠县融媒体中心 邓青春

城口
“垃圾积分”兑换生活用品

每月5日至10日早晨，城口县北屏乡金龙村便民
服务中心前都热闹非凡，村民以平日在垃圾分类中获
得的积分，在这里免费兑换生活用品。这是北屏乡实
行垃圾分类、源头减量的有益尝试之一。

“只要村民卫生搞得好，垃圾分得好，就能获得一定
的积分，积分可以换取生活用品。”北屏乡金龙村支部书
记汪时申介绍，可回收垃圾会统一售卖给再生资源回收
站点，获得的资金又重新投入到积分超市，实现循环。

如今，金龙村已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四分类垃圾
桶”全覆盖，垃圾分类投放正确率80%以上，垃圾收运
频次从一天一次变成两天一次，全乡厨余垃圾全部实
现就地消纳。

城口县融媒体中心 王雪梅 罗明

綦江
清雅兰花带回家

眼下正是春暖花开的好时节，在綦江区三角镇彭
香村巴渝南苑兰花种植示范基地里，一株株高雅清新
的兰花正竞相绽放，欢迎广大市民前来观赏购买。

巴渝南苑负责人敖琴贵介绍，基地培育的“巴山溢
彩”、“玉棠春”在我市首届兰花展上夺得金奖和银奖。目
前，基地有春兰、线春、春惠、豆瓣、惠兰、建兰（四季）、墨
兰、大小寒、秋芝（套叶）九大品系，共有300余个品种、上
万盆兰花，花开时节，芬香扑鼻，沁人心脾。

联系人：敖琴贵；联系电话：15086784356。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 成蓉 宗雪

合川
老荫茶分享乡愁

重庆人一直有喝老荫茶的习惯，老荫茶里有巴渝
人的世代乡愁。

近日，合川区川洲桃片有限公司开发生产的特色
农产品“三同堂”老荫茶灌装饮料正式上市销售，每罐
批发价1.5元。

公司负责人荆世勇说，该公司从合川本地及奉节、
石柱等地采购老荫茶叶，加工成“三同堂”老荫茶灌装
饮料，一则让传统老荫茶上档升级并提升文化价值，二
则助农增收并带动农民就业。

联系人：荆世勇；联系电话：13983236109。
合川区融媒体中心 周云

万盛
又到春来尝笋时

草长莺飞的春季，最适宜吃雷竹笋。近日，万盛经
开区青年镇毛里村雷竹种植基地，雷竹笋已破土而出，
笋农穿梭在竹林中采挖新鲜竹笋。

雷竹笋具有出笋早、产量高、笋期长、笋味美等特
点，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毛里村雷竹基地有100余
亩，因土壤、气候、环境适宜，该基地产出的雷竹笋壳薄
肉肥，甘甜脆嫩，清香鲜美，并且挖出即可生吃。

基地负责人杨娟介绍，这个时节雷竹笋口感最佳，
基地雷竹笋因卖相和品质不同，售价也在10—15元/
斤。欢迎上门采购，也可电话联系现挖现寄。

联系人：杨娟；联系电话：18983004718。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武晓静

乡村振兴如何汇聚乡村振兴如何汇聚““主力军主力军””

乡村要振兴，人才必当先。当前乡村人
才振兴面临着哪些难题，如何破解？3月17
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智库办公室
主任王茜就此话题接受了采访。

王茜认为，当下乡村人才振兴面临三
重困境：

一是人才和农村劳动力的外部定
价。人才劳动力的工资和收入参照的是
城市工业或服务业水平，在县域生产生活
严重依赖货币的条件下，农业为主的经营
收益或服务农村的工资水平难以维系基
本生存。

二是青年与在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疏
离。长期在外打工或就学的青年人受城市
文化价值观念影响，与农村文化、社会关系
发生疏离，难以融入村社的生产和在地生
活，农业、农村不是正规性就业给年轻人带
来社会压力。

三是在地财产关系的不稳定性。由于
与所在地域缺乏财产和亲缘关联，乡村人才
处于一个暂时性的、不确定的流动空间，阻
碍了乡村人才队伍的建设。

“乡村人才振兴，需要通过多重资源

的撬动和整合来构建支撑体系，使人才融
入到乡村的经济和文化活动中。”王茜建
议，首先是要形成多方激励的配套制度和
政策，为本土人才提供上升的通道，建立
合理的基层干部绩效激励政策，加大服务
乡村的评价考核权重，考虑结合集体经济
组织设置人才股、技术股等，为人才提供
土地、宅基地等用地制度的绿色通道，使
青年人与村社建立财产关系，逐步在适合
的村社建立本土化的教育、医疗体系，保
障人才享有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

其次，要培育“在地性”与“公共性”兼
具的共生文化。加强宣传教育和文化引
导，转变人们对城市和乡村的观念，使回到
农村和从事农业成为有尊严的工作，为人
才振兴营造宽松包容的社会环境。

最后，应创新社会化主体参与乡村振
兴的绿色通道，吸引新乡贤、新农人、艺术
家、媒体人、高校青年等各类具有新理念、
新技术、新知识的社会主体参与乡村建设，
出台市民和农民联合创业的鼓励性举措，
培育县域内部的创新型业态，激活城乡人
才要素互动。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人才振兴是关键。。图为图为33月月
1414日拍摄的黔江区小南海镇大路社区的油日拍摄的黔江区小南海镇大路社区的油
菜花田菜花田。。 特约摄影特约摄影 杨敏杨敏//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智库办公室主任王茜：

破解乡村人才困境
需要撬动多重资源

专家访谈>>>

魏先曼在骑坪村办起了电商企业，目前南川有50多家农业企业为其供货。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颜安

蔬菜业主、律师、培训学校负责人、民宿
酒店老板……看上去身份毫无关联的一群
人，却因为一项创新被聚集到了一起，并且
有了共同的新身份：乡村振兴第一书记。

南川试图用这样的探索，打破制度的
藩篱，扩大选才范围，为村里引来更多资
源，撬动更大雪球，另一方面也希望籍此为
社会有识之士提供一个创业干事的平台，
助推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
性循环。

改革开放40余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
市化的发展，大批中青年农民进城打工，农
村人力资本短缺。由于缺少合理的人才引
进机制，人才匮乏成为了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乡村振兴实施的瓶颈问题。

今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
意见》，明确指出坚持把乡村人力资本开发
放在首位，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
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吸引各类
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

引进人才助推乡村振兴还存在哪些薄
弱环节？又该如何汇聚实施乡村振兴的“主
力军”？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调研。

乡村振兴
最缺的是人才

“当第一书记的两年，感觉农村人才普
遍缺乏。”姜国强，南川区腾春蔬菜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全国劳动模范，2018年底被选聘
为南川区白沙镇分水村第一书记。3月12
日，谈起在村里任职的两年，他说出上述观
点后，还不忘补充一句，“不光是人才，甚至
连人都不多。”

“我刚去的时候，分水村没有什么产业，
唯一有点特色的就是300亩桃园，但因为管
护得不好，没啥收益。”姜国强到村之后立即
找原因，“排水不好，我们挖了深沟；除草不
够，我们覆盖上了防草布。今年的收益应该
不错。”

村里缺少产业项目，姜国强就开始想法
子。但是由于此前没有成功案例，村民们不
肯投钱。姜国强只好和3个村干部一起，凑
了几万块钱，发展了30亩蔬菜示范基地，其
中12亩为西葫芦。

“当时就是想整个短平快项目，给大家
示范一下。”2019年3月25日，西葫芦下种，
5月11日开始采摘，第一天就摘了1.2万斤，
本来只准备了3000斤的筐子，完全不够用。

“这个蔬菜产业项目，今年搞了多少亩
了？”重庆日报记者追问。

“没继续搞了。”姜国强的答案让人有些
吃惊，“村里没几个青壮年劳动力，这份体力
活，大家都吃不消。”

南川区河图镇骑坪村第一书记魏先曼，
已在当地发展了7年，带动种植了8000亩
板栗，注册成立了电商公司，还经营着一家
民宿酒店，对村里的各方面情况，早已了然
于胸。

“最缺乏的还是人。”她举例，公司有一
个微信公众号，想在本地找两个懂一点文
字、美工和新媒体传播的年轻人，尽管开的
工资不低，但依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好
从外面招聘。

青壮年人才缺乏，有思路、有能力的村
干部自然也缺乏。

南川区委组织部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
该区村、社区共有专职干部1057名，平均年
龄48.4岁，其中51-60岁的占40%以上，61
岁以上的也有54人，占5.1%；文化结构上，
高中或中专以下学历的有755人，占70%以
上。

这样的情况，在全市也普遍存在。国家
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曾就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中的人才情况，对巫山、合川、涪陵、丰都、
万州、永川、巴南7个区县内的10个乡镇开
展调研，结果显示，249名乡镇干部中，年龄
在50岁以上的达91名，占36.5%，40—50
岁的有72名，占了28.9%，20—30岁的人员
最少，为38名，仅占15.3%。

同时，农技服务人员也非常缺乏。对巫
山县官渡镇、涪陵区百胜镇、丰都县高家镇、
万州区弹子镇、永川区仙龙镇、巴南区圣灯
山镇等7镇103名农业技术服务人员的调查
显示，103人中所学专业与农业相关的仅有
46人，占44.7%，一半以上的人员并未学习
过与农业相关的知识。

招贤纳士
汇聚建设“主力军”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如何强化乡村振
兴人才支撑，各区县进行了探索。

南川想的招数是，广撒“英雄帖”，吸引
社会人才选任乡村振兴第一书记。

“机关干部更加熟悉政策，更清楚政府
办事的规矩和流程，因此工作会以落实政
策、服务群众为主；来自社会各界的人才各
具优势，有的能带来资源和资金，有的具有
较强的经营管理才能，有的有乡村建设必需
的专业技能。”南川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霄
霄介绍。

永川区采取的做法是，组建一支上千人
的新乡贤队伍，让他们利用人熟、地熟、村情
熟等优势，在产业发展、道德引领、矛盾调和
等方面施展才能。与此同时，从技术专家、
新乡贤等各类人才中选聘了一批“名誉村主

任”，还从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的新乡贤
中遴选了161名具备法律知识、善于调解纠
纷、热心公共事务的乡贤评理员建成乡贤评
理堂，成为乡村振兴强有力的民间“智囊
团”。

这些招贤纳士的措施，让来自社会各界
的人才加入到实施乡村振兴的队伍中，有资
源的出资源，有技能的出技能。

思翼职业培训学校校长肖兴旺在南川
区大观镇金龙村担任第一书记。“既然农村
缺少人才，那何不把我们的教学培训和村里
的工作结合起来。”他利用学校的办学资质，
在村里开设了分校，开展电工、育婴师、月
嫂、农业实用技术等方面培训。

金龙村的教学点从2019年10月开班，
至目前已举办了10余期，每期30-50人，学
员总计数百人，不少村民从中受益，有了一
技之长，或就业或创业。而村里也通过培训
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一年多下来，村集
体增收23万元。

兴隆镇金花村第一书记刘后文是重
庆祥永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上任后不
久，她就利用法律知识为村民讨回了公
道。

金花村有一桩拖了3年的土地流转纠
纷，业主流转了200多亩土地，涉及40多户
村民，3年多来流转费分文未付，村民们对此
意见很大。刘后文严格按照法律程序，以户
为单位，挨家挨户上门收集资料，为40多户
村民制作了起诉状，并以村的名义向业主发
去了律师函。双方对簿公堂的最后一刻，业
主败下阵来，带着3年的欠款，亲自前来为
村民们一一兑付。

在永川，新乡贤成员徐显悛曾是一位
“煤老板”，在产业转型的大背景下，他借力
永川茶产业发展东风，在金龙镇灯坪村成立
了生态农业科技公司，种植生态茶叶，建设
全链条茶叶生产及品鉴营销基地。其茶园
常年吸纳了7户贫困群众就近务工，平均月
工资2000元以上。

在村里工作久了，这些人才的观念、思
维开始影响村干部和村民。

“这些第一书记，懂政策，有资源，给
村里带来了一股新风。”金龙村支书罗春
兰说，一些村干部过去思想上比较保守，
在发展上的思路打不开，来了第一书记
后，他们变得积极很多，说起发展来也头

头是道。

人才进村
还需政策扶持

“要吸引人才，就应给予相应的配套政
策。”在村里工作多年的魏先曼观察到，本土
人才几乎是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中唯一的年
轻人，但是由于工资太低，大多每月不到
2000元，因此干不了多久就选择离开，到下
一个人来也同样如此，陷入恶性循环。

“观念也需要改变。”她表示，自己跟不少
本土人才、大学生交谈过，很多人觉得好不容
易鲤鱼跳龙门，回到村里工作，是越混越差，
回到了原点。“社会上要改变这样的氛围和认
知，先不说让回村成为一种向往，至少要让年
轻人觉得没有这么大的心里落差。”

巫山县竹贤乡乡长吴文锐表达了相同
的观点。他认为，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短板必须得补上，年轻人的精神文化需求
如果在村里得不到满足，必然留不住人。

几位从社会人才中选任的第一书记在
采访中不约而同地表示，城市资本下乡必然
会带来人才的涌入，但前提是要有政策的引
导和扶持，光有情怀无法长远支撑。

乡村要振兴，就要进一步吸引市民下
乡、农民返乡、企业兴乡，使“三乡”人才成为
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全市乡村人才振兴单项试验示范区永
川区深入组织实施“三乡”人才培育工程，进
一步“培育在乡人才”“回引返乡人才”“引导
入乡人才”；同时，积极围绕“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联合四川省相关市（区）县开
展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建设，签订专家资
源共享协议，搭建专家服务基层平台。

奉节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应打破城乡人才
资源双向流动的制度藩篱，推动社会保障制度
城乡统筹并轨，建立城乡一体、服务均等的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把有志于农业农村发展的各
类人才“引回来”，让城里想为振兴乡村出钱出
力的人才无后顾之忧，在农村有为有位。

南川的打算是，将表现优异的第一书记
优先纳入“两代表一委员”推荐名单，表现不
合格的则及时召回、调整，“我们希望第一书
记和所在村、村干部之间能相互补台、共同
促进，给乡村振兴带来一股发展新风。”张霄
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