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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5日，浙江安吉飘着小雨。
河垓村驻村第一书记叶志强驾车赶到

“陌上花开”农家乐，他是专程来为农
民们送货的。

“陌上花开”农家乐生意一直不
错，吸引了不少县城和外地的游客，不
少村民也在此打工。但疫情发生以
来，经营受到很大影响，连续几个月处
于“真空”状态。眼看着业主承受损
失、村民失去收入，叶志强心急如焚。

不能让农家乐空置了！叶志强和
村里干部一商量，建议农家乐里开辟
一个临时作坊，制作销售当地的特色
美食——黄金粽。

据介绍，黄金粽最重要的原材料
是黄荆柴，黄荆柴具有清热止咳、化痰

截疟、理气止痛等功效。将黄荆柴烧
制成灰放入山泉水溶解，滤除杂质后
用来浸糯米，用此就能做出金黄色带
碱味的黄金粽了。

记者现场看到，黄金粽呈圆锥形，
个头小于一般的粽子。一口下去，糯
而不腻，回口香甜，据说冷藏之后风味
更佳。如此美味，村民们只是自家食
用，从没想过用来销售。一听叶志强
说，一个粽子市面上可以卖4元钱，大
伙兴致就起来了。

为了统一质量和品牌，村里安排
农家乐腾出专门的房间，装上食品安
全监控设备，邀请村里的包粽高手上
门制作。村民熊满珠告诉记者，一天
下来她能包400多个粽子，赚上100

多元工钱。“不算力气活，老人家也能
做，耐心点儿就行了。”

每天，来做粽子的有四五个村民，
做出来的粽子统一烹煮、真空包装，接
下去就是最关键的销售环节了。因为
以前没卖过，很多市民不知道几十公
里外的村庄里有特色小吃。如何建起
销售渠道？叶志强琢磨着，疫情期间
叫外卖的人多，那就通过县里的微信
公众号、网站来吆喝，请电视台做档节
目，为黄金粽“吸粉”。

这招立竿见影，黄金粽开始登上市
民的餐桌，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光5
月15日一天，就有50多个订单，最远的
来自上海。叶志强带头说：“县城外的
订单通过快递配送，县城里的就由我们

干部自己送，为村民们省下快递费。”
原来，村里有不少县城来挂职、交

流的干部，每天下班后都要回城，就可
以顺单送货了。当天，叶志强接了4
个单子，记者帮他一起清点货物后，就
驱车赶往县城。

一路上，夏雨霏霏，山中升腾着雾
气犹如仙境。叶志强和记者聊着驻村
的故事，感慨乡村的美丽变迁。近一
个小时后，车子来到了第一站。叶志
强打电话给客户，张女士从单位里走
了出来。“昨天下的单，今天就到了，好
快啊。”“您点一下，东西有没有错。黄
金粽不会发腻，可以多吃几口。觉得
好吃，就给亲朋好友推荐一下哦。”

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叶志强
就像一个“外卖小哥”，把美食送到了
客户手里。送货结束，叶志强拿出了
两个粽子，和记者一人一个，算是对自
己的一顿犒劳吧。

这口黄金粽，味道真赞！

驻村书记送货记
本报记者 蒋亦丰

河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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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志强
浙江省安吉县章村镇

河垓村驻村第一书记，安
吉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本报讯 （记者 蒋亦丰）“师
傅，最近六月霜和去年相比有点儿卖
不动，能不能来村里帮忙看看。”电
话一头，安吉县杭垓镇岭西村第一书
记吴勇杰给导师王志平发出求助。

岭西村是距离县城最远的一个行
政村，因为交通条件不佳，村里的农
副产品销售一直存在滞销的问题。从
去年开始，村里通过鼓励百姓在山核
桃林、毛竹林中套种六月霜来提高亩
均效益，获得了较多订单。但今年销
量不甚理想，吴勇杰不得不求助于导
师王志平了。

2019年1月，安吉县选派37名
优秀机关干部到欠发达村担任第一书
记，并配套启动第一书记导师帮带工
程。安吉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第一书记来自机关单位，大部分
农村工作经验不足，考虑到部分第一
书记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为了让他们
尽快融入农村，县里挑选了一批基层
工作经验丰富的导师。

王志平原先在别的村担任过第一
书记，有着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来
到岭西村，他看到六月霜包装还是采
用了去年的老样子就皱起眉头：

“包装存在问题，应该借鉴县里白茶
的包装，商标、使用方法、生产日期
等一个不能少。你们再和去年一样，
简单切割下就拎到市场肯定卖不动。”

现场指导过程中，王志平当场联
系了几个茶场，询问能否对六月霜进
行粉碎加工，制作成袋装凉茶。得知
临安九诚茶叶加工有限公司具备这样
的工艺后，大家约定这几天就现场去
一趟。“关键时候，还是师傅给力！”
吴勇杰高兴地说。

同样，孝丰镇新村村第一书记邱
娇与导师裘松伟结对后，常常到横溪
坞村实地学习。裘松伟在横溪坞当了
15年村支书，让一个“一穷二白”
的贫困村变成了如今的“明星村”。
如何成立毛竹股份制合作社，怎样跟
村民打交道，怎么吸引工商资本……
在师傅的点拨下，邱娇迅速完成了城
里“专才”向乡村“专家”的转变。

除了导师帮带，全县各部门心往
一处想，齐抓共管“消薄”工作。县
委组织部在第一书记中推行“集中
训、互动学、基地练、外派挂、动态
管”的管育模式，持续为第一书记们
提能。章村镇的五位下派第一书记，
在镇里的组织下，每个月开展一次学
习沙龙，及时汇报村里发展中遇到的
困难。镇“消薄”工作领导小组进行
现场研究，迅速给予答复。县教育局
下派的第一书记叶志强，将村里电商
平台建设困难较大的信息反馈到教育
局后，教育局马上安排县职教中心组
织人员到村指导，仅用一个月时间，
帮助建设网店6家，并在摄影、图片
处理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指导。

2019年，安吉县提前3个月全
面完成40个村“消薄”任务。截至
当年底，188个村社区集体经济经营
性收入1.91亿元，村均101.6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幅达40.4%。

浙江安吉：

给驻村书记
配“导师”

河垓村是浙江省安吉县
章村镇的东部门户，面积9.6
平方公里，辖6个自然村，15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012人，
党员74人，设8个党小组。

河垓村山林面积较大，
约占总面积的70%，有林地
10000亩，其中竹林8000亩、
茶园400亩、果园300亩，主
产毛竹、茶叶、山核桃。村民
收入来源主要为山林经济、
外出打工和竹木产品加工
等。2019年以来，共引进项
目3个，总投资约7000万元，
全年经营性收入 35 万元。
2020 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预计可以突破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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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均为浙江省安吉县教育局提供

叶志强到施工现场检查工程进度。

河垓村民俗一景河垓村民俗一景

2019 年 1 月份，我受组织部
下派来到河垓村担任第一书记。根
据县里的要求，要帮助当地把村集
体经济做大做强。

刚到村里，发现这个地方存在
很多困难。比如，毛竹是我们村最
大的资源，但这些年毛竹价格下
滑，导致村民收入减少。同时，年
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面留守老
人居多，村经济发展缺乏后劲。

困难尽管很多，但办法总比困难
多。首先，我让村班子统一思想，让
大家有一个经营的头脑，集中精力做
项目，把村里的好东西推销出去。其
次，在盘活村集体资源上做了大量工
作。今年，安吉县在试点“两山银
行”，推行生态资源储蓄交易，提升生
态资源价值。我们通过这种模式，对
农民的一些闲置宅基地进行收储，然
后拿去招商。去年就招了两个项目，
一个日式风格的高端民宿，总投资
5000万元以上。另一个考虑到村子
环境好但缺少旅游项目，我们引进了
一个大型户外游乐园，预计今年7月
份就可以开张了。

这两项工作做下来，老百姓对
村子发展有了信心。当然，驻村干
部也保持清醒和耐心。安吉是“两
山”理念的发源地，从村干部到普通
村民环保意识都非常强。去年在招
商过程中，有一个做竹木的企业是我
们非常紧缺的，但打听到这个生产企
业有一定的污染，最后就放弃了。

作为教育系统任职的机关干
部，此前我没接触过基层工作，所
以来到河垓村，就要和当地融为一
体。我家离这边较远，将近两个小
时花在路上，但还是每天坚持到
村。在村里和在机关不一样，不能
整天待在办公室，要花大量的时间
去调研。我原先做过地理教师，所
以很快熟悉了这边的地形地貌，心

中存着一张全村的地图，“消薄”
工作做到心中有数。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杯茶水，茶
叶是安吉白茶，水是村里的山泉
水。刚来的时候，水质没这么好，
一到雨季水就发黄，调研后发现是
取水口有问题。我跟村干部一合
计，就从后山海拔四百米的地方，
埋了一条水管，把山泉水引下来，
让老百姓喝上了本地的“农夫山
泉”。今年又争取了县里补助的
200多万元资金，对全村自来水水
质进行提升，老百姓很欢迎。

大家再看这袋粽子，它叫“黄
金粽”，是当地名小吃。受今年疫
情影响，很多村民长时间待在家里
没活干。为保证农民增收，我们就
卖粽子，村里五六十岁的老人都来
参与包粽子，订单量越来越大。

第一书记在村里就两年时间，村
子的后续发展该如何推进？为此，我
们做了厚厚的一本河垓村产业发展
规划，村干部思路明确了，哪些产业
可以发展，哪些特色可以与市场对
接。同时，用好地方教育资源，为乡
村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我带着生产
队长、党员干部到县中职学校考察，
学习电商的相关知识，帮农民建起电
商平台。还有，像村里的旅游、餐饮
培训都离不开职校的支持，职业教育
在乡村振兴中真的大有可为。

当然，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和困
惑。去年底我们想把万亩毛竹山的
笋卖出去，可是当地农村有个观念
叫“大年山不挖笋”。现在毛竹价
格那么低，为什么要养毛竹？完全
可以卖笋嘛。我们测算过，一只毛
笋价格可能超过一根毛竹，实际操
作中就是没法推进。所以，培养新
型农民先要转变农民的思维，这个
问题可能得交给教育部门来解决。

——叶志强

翁丽芬：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的意见》，要求进一步重视劳动
教育，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和幸福未
来。我们大陈实验学校在“垦荒精神”
的激励下，一直致力于劳动教育的具体
实践，下面我就举个例子。

大陈岛上的渔民喜欢喝老酒，家里
都有大大小小的酒缸。喝完以后，酒缸
就变成了废品。我们学校有个美术教
师，激发学生在酒缸上作画，相比传统
美术课只能画在纸上，学生的兴趣一下
子被点燃了。画了以后，酒缸还能派用
场，教师带着学生，找些花花草草种在
了酒缸里。这下子，酒缸就成了一个美
术作品、一个劳动作品。我们和大陈岛
政府对接后，把这些酒缸布置在了岛上
的各个角落，成了美丽海岛的一景。你
们山里有天然的毛竹资源，能否也引导
学生用毛竹编制一些作品，通过劳动和

创作，让学生去参与和感悟。
同时，我认为劳动实践基地的建设

也很重要。可以借助村里的观光园、
农科园等场地，把劳动教育基地建起
来，让本地学生去基地劳动，也可以接
收外地学生前来研学。基地里的项目既
丰富也要有特色，比如安吉的白茶很有
名，到了采茶时节就可以组织学生采茶
活动。这样，劳动教育就不会成为学生
的一项任务，而是一次愉快的体验。

叶志强：谢谢翁校长，您给了我
们很多启发，我坚信今后村里还有很
多文章可做。最后，我想利用这次直
播机会，也给咱们村带带货。河垓村
空气质量非常好，空气中负氧离子含
量居全市首位，所以非常适宜疗休
养。在河垓村，你可以住在幽静的民
宿里，喝着纯净的山泉，吃上美味的
黄金粽，还有绿色健康的各式瓜果。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前来河垓做客。

乡村学校在劳动教育中如何作为？3叶志强：翁校长好，我们在“消
薄”工作中发现农村经营型人才缺
乏，这个问题该通过哪些途径加以
解决？

翁丽芬：你好，叶书记，刚才听
了你一年多的履职经历，让我深受
感动。对这个问题，我凭这几年的
参会经历和日常的学习，来谈谈粗
浅的想法。

首先，对生产经营要转变观
念，达成共识。有人说，靠山
吃山，但不能只认这个“死
理”。就像我们大陈岛背靠
大海，有人就认为一辈子只
能干渔业，其他的活自己干

不了。思路决定出路，村班
子心往一处使，看好的产业和

项目就一张蓝图绘到底，村民获益
了，他们就会拥护村里的决定。

其次，干部要拓宽思路，借智
引智。术业有专攻，驻村书记都有

各自的长处和短板，所以需要借助
外力弥补工作中的不足。比如我们
台州的黄岩区，他们就和浙江大学
对接，制定了一个乡村振兴计划，
浙大的师生到村里帮老百姓出谋划
策，许多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

再其次，干部要主动学习，增
长见识。从书本上学，从文件中
学，从会议中学，从调研中学，吃
透中央精神，了解地方实情，确保
各项工作精准高效。同时，尽可能
地利用各种平台和机会，让干部走
出去开拓视野。可以到大城市去看
看，对接一些项目。也可以到发达的
乡村去走走，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

如何解决农村经营性人才缺乏1

叶志强：翁校长，我的第二个问题
是，现在农村的办学条件大幅提升，农
村教师的待遇也在提高。但不少新教
师来到村里，工作两三年就想调走，有
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留住这些人才呢？

翁丽芬：近几年我参加两会都有人
提到这个问题。应该说，国家出台文件
要求教师待遇逐步跟公务员持平或略
高于公务员，各地也是做出了很多努力
来提高教师的待遇，这是教师们都看得
到的。你说的这个问题有多重原因，可
能新教师不习惯待在农村，觉得比城里
苦。也有的教师考虑到找对象或者孩
子读书等问题，就想着调到城里。要解
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和学校三方合力，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事业留人。在大学期间，就
要培养师范生对教师这份职业的神圣
感，将教书育人作为人生的崇高追求，
相信无论在山区还是海岛都能干出一
番事业。在工作期间，要尽可能地为
农村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提供成长
的平台和机会，多学习、多交流、多亮

相，尤其是立足农村的地域特色，引
导教师做一些特色的课程和课题研究，
感受到乡村教育的别样风味。

二是情感留人。教师来到了一个
地方、一所学校，就是来到了一个陌
生的环境。要帮助他们迅速融入环
境，营造一种家庭氛围。工作上可以
提要求，生活中送温暖。哪怕是逢年
过节的一句祝福、生病住院的一次慰
问、教师节里的一束鲜花，都会在教
师心底留下一份感恩的印记。

三是提高待遇。这是一个老生常
谈的话题，但我还想强调，教师在农村
工作不易，要切切实实地提高他们的待
遇。可以指定一些标准，在激励机制上
做文章，让表现优秀的教师、甘于奉献
的教师获得应有的嘉奖。

叶志强：感谢翁校长。还有一个问
题，我现在正筹划一个“我在乡下有块
地”的活动，让城里的小孩来乡村体验
农事。由此我想到，在现在大力推进劳
动教育的背景下，乡村学校可以有哪些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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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决定出路，村班子心往一
处使，看好的产业和项目就一张蓝
图绘到底，村民获益了，他们就会
拥护村里的决定。

干部要拓宽思路，借智引智。
术业有专攻，驻村书记都有各自的
长处和短板，所以需要借助外力弥
补工作中的不足。

——翁丽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