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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张楼村贝贝南瓜蔬菜大棚。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单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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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切准备就绪，等疫情
过后能开园时，我们牛张楼村自己
的幼儿园就可以开门迎接孩子们
了！”近日，记者在山东省菏泽市
成武县汶上集镇牛张楼村采访时，
该村幼儿园园长代绘敏满面春风地
说。

牛张楼村位置偏僻、发展落
后，此前是个典型的省级贫困村，
本来没有幼儿园。村里近百名适龄
儿童要上幼儿园，就得穿越附近大
小车辆呼啸往来的328省道，到邻
村去入园。

2018年 2月，山东省教育厅
干部张继梁，作为山东省委组织部
首批遴选的50名省直机关干部，
被下派到牛张楼村，担任驻村党支
部书记。作为教育干部，张继梁在
努力完成“村‘两委’班子健全、
集体收入来源稳定、村庄稳定脱
贫”等任务的同时，也格外关心村
里的教育脱贫和文化建设。

经过入户调研，张继梁发现了
村里没有幼儿园、幼儿入园安全隐
患大的问题。“当地人经常说‘一
看房，二看粮，三看家里有没有读
书郎’。”他说，“家里有没有上学
的孩子，能不能上好学，在很大程
度上代表着贫困村一个农民家庭的
生活希望，也是能否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的关键所在。”

通过多方筹措资金，协调手
续，先后投入100余万元，张继梁
终于给牛张楼村建起了一所高标准
的现代化幼儿园，派来了正式在编
的园长，安排了教师。

今年5岁的付星辰家就住在幼
儿园隔壁。一出门就能到幼儿园，
可把一家人乐坏了。“之前孩子在
邻村上幼儿园，俺婆婆早送午接，
下午再送晚上再接，每天要跑四个
来回，去年送孩子回来的路上三轮
车翻倒还摔伤了……”付星辰妈妈
张艳丽说起来还有些后怕，“现在
就等着过几天开园了！”

村里33岁的青年张广是个养
鸡专业户，因为文化程度不高，遇
上技术性难题总是没法解决，不仅
养殖规模小，还每天提心吊胆，害
怕鸡生病出问题，一度有点儿心灰
意冷。张继梁来到村里后，发现村
里没有农家书屋一类的文化交流学
习场所，像张广这样的养殖户，遇
到问题都不知道去哪儿解决。

村民的痛点就是张继梁工作的
重点。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张继梁
决定建设农家书屋和乡村少年宫，
并多方筹措资金，配备了8台电脑
和6000余册图书，同时建起了村
民文化活动广场“新民广场”和老
年活动中心“幸福院”，给村里带
来文化生活气息，解决了科教文化
扶贫“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农家书屋建起来后，我经常
来这里看书、上网学习，现在才明
白，原来家禽生病也像人一样，会
打喷嚏、流鼻涕等等，这里面学问
大着哩！”张广告诉记者，张继梁
还帮忙联系养殖技术员、电脑连线
养殖专家，现在，自己的养殖规模
扩大了三四倍，正常情况下每年至
少能收入15万元以上。

（报道组成员：赵秀红 魏海
政 单艺伟 贾蒙 通讯员 焦玉
栋，执笔：魏海政）

打通科教扶贫
“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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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梁：两年前我来到牛张楼
村时，这是个“三无”村：无党员
活动室、无正常党组织生活、无健
全村领导班子。更让人担忧的是，
村班子几近空设，多年没有发展新
党员，村集体经济为零。

这两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一
是抓党建。我带领村“两委”改扩
建党群服务中心，建章立制，使党
员学习正常化。我们培养的人才已
在上个月被任命为村党支部书记，
我将转为省派第一书记或驻村工作
队队员继续帮扶到年底。

二是抓教育。之前村里连幼儿
园都没有，现在已修建起一所高标
准的幼儿园；我们回购一处旧民
房，改造升级为乡村少年宫，把成
武县首个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中心
建在了我们村；针对青年劳动力，
我们依靠当地职业院校，开展烹饪
培训、焊接培训等；针对老年人，
我们建立了幸福院。我希望能把村
子建成一个时时可学、处处能学、
人人皆学的全民学习型村庄。

三是产业扶贫。我们投入了90
万元建设光伏发电站，每年纯收益
9 万元左右；另外还依托镇上的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了两个南瓜种植
大棚。

霍学喜：你这两年做了脱贫攻

坚的三件大事——基层政权组织建
设、解决重要民生问题、探索特色
产业项目。这些工作跟中央和地方
政策结合度很高，为我们探索解决
类似的村庄治理问题积累了经验。

张继梁：其实说到底，村里只
有一个难题，就是人的问题，这一
个问题又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就
是乡村治理后继乏人，无法形成人
才梯队。目前我们的村干部年龄都
偏大，比如村会计已经66岁，虽然
对整个财务管理环节比较熟悉，但
不太会用电脑和智能手机，现在找
不到年轻人能接替他。

我到过很多地方学习考察，发
现那些乡村振兴的标杆、样板村，
90%以上都有本村考出去又回来的
大学生或是致富带头的能人，这一
块是我们村的“瘸腿”。怎么培育、
发展能留在乡村的治理人才，还请
您给我们一些指导。如果有可能，
也请您带到两会上一起讨论。

霍学喜：你的问题把握得很
准，这一问题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贫
困地区普遍存在，解决难度非常
大。

我们曾对秦巴山区的30个县做
过调查，发现改革开放特别是2000
年以来，有57%的县吸引人才、技
术和资本的能力在持续下降，只有

43%的县略有上升，乡村治理人才
缺乏的问题非常普遍。不要说在相
对贫困的山区和欠发达地区，在京
津冀这样的平原地区，这个问题都
很突出，说明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大环境依然不利于农村特别是贫
困地区发展。

究其原因，我国还没有建立起
城乡公平的基础设施供给体系和社
会服务体系。城乡之间在医保、社
保和公共安全保障等方面，无论是
中央投入、地方投入，还是乡村自
筹投资能力，差距都非常大。

人往高处走，年轻人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可以理解。在这种现实
下，农村吸引人才的难度很大，需
要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特殊政策解
决人才供给问题。江浙地区由于经
济发达，公共支持能力特别强，类
似问题能很好地解决。

我特别强调一点，人才问题一
定要跟体制机制、制度政策结合起
来讨论才有意义。你们村人均耕地
不到一亩，如果土地产权改革滞
后，不能有效盘活土地或者其他各

种资源，生产要素流动就会受到很
大限制。年轻夫妇两口子，再有两个
孩子，要依靠做农业产业过上体面的
生活，没有一定规模的耕地是不可能
的。我们在山东半岛测算过，一个4
口之家的农民想过上体面的生活，也
就是他的收入能跟城市地区（比如说
当地县城）同样类型的家庭收入接近
的话，需要35亩耕地。

农村人才吸引力下降只是现
象，根本原因在我国城乡体制性资
源配置制度。改革永远在路上，我
国农村地区的产权改革依然非常滞
后，所以我建议你在考虑探索这些
问题时，要把盘活产权牢牢地抓
住。中央最近特别强调市场化配置
要素，而不是行政强制配置要素。
所以解决问题，我认为有两条最重
要：一是要通过改革建立起从经济
角度、市场公平角度能够吸引优秀
人才的制度，包括产权制度、产业
制度、政策制度；二是改革需要过
程，在现实条件下得采用特殊的政
策，包括行政手段和必要的激励手
段，要有过渡性的政策安排。

乡村治理后继乏人怎么办？

张继梁：我碰到的第二个难题
是，由于缺少懂技术会经营的能手，
我们村产业跟市场的对接不够准确，
老是慢半拍，跟在市场后面走。比如，
我们这边主要种植大蒜，老一辈的经
验是今年效益不好明年肯定就会好，
但现在这个规律完全被打破了，今年
不好、明年不好，后年有可能还不好。

今年受疫情影响，我们南瓜种
植大棚出现了滞销和价格下跌的问
题。往年贝贝南瓜是 4 元每斤，现
在是 2 元每斤，收益下降了。我们
的扶贫产业资金都要求有7%—10%
的收益回报率，现在南瓜的销售情
况可能保证7%都很难。所以也给教
授出个难题，看有什么办法帮帮我
们。

霍学喜：我们在全国各地调研
发现，农村地区存在一些僵尸项
目、僵尸企业、僵尸园区，原因就

是扶贫攻坚目标有阶段性要求，而
考察市场、引进企业都需要一个周
期。疫情就考验出我们的风险防控
机制还存在问题。所以我们在选择
项目时，需要充分论证，对市场进
行前瞻性跟踪。在跟踪市场的过程
中，要高度重视引进高水平、信用
好的企业。比如你在种大棚时引进
了寿光的蔬菜企业，他们的水平很
高，你做得非常好。

如果村里有条件，尽量要留一点
风险准备金，当然最好是由公共财政
负担，比如说县财政。否则在这种情
况下，如果一个项目失败，你的压力
大，对老百姓信心的打击更大。

在陕西，一些苹果产业做得好的
县和村，就会专门拿一部分钱存起
来，出现风险的时候，给损失巨大的
企业或者农户提供一些必要支持。

张继梁：这个办法太好了，能

起到压舱石的作用。
霍学喜：本来这个事应该谁来

做？保险公司。但是如果一家4亩地，
保险成本太高，保险公司没有积极
性。在这种条件下，政府的公共保障
机制特别是市场风险化解机制一定
得跟上。

明年不是开始进入乡村振兴的
第二个阶段吗？我们要进入消灭和
管控相对贫困阶段，我觉得你可以
探索这个机制，但是你一个村解决
不了，必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才行。

张继梁：好，我记住您的建议。
霍学喜：我给你举个案例，甘

肃省天水市种植花牛苹果，本来满
足全国市场有180万亩地就够了，
但各个县都在精准脱贫，花牛苹果
种植面积现在扩大到 250 万亩左
右，那么去年苹果丰收，就面临很
大的市场风险。天水市委、市政府
决定融资一个亿，作为担保基金，
撬动商业银行给加工企业、储存企
业贷款，通过这一个亿的资金撬
动，解决了苹果的储存加工和销售
问题，平稳地化解了风险。

所以，在保险和信贷存在短板
时，政府的公共财政应该把短板补
上。我们要共同努力探索这个机制。

产业总落后于市场怎么办？

张继梁：我的第三个问题是，
我们村社会发育比较滞后，村民对
村庄下一步的发展规划、村干部选
拔等事项很漠然，公示以后没有人
参加，事不关己。请问如何提升乡
村的社会治理水平呢？

霍学喜：我们在全国调研时发
现，公共治理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在
中西部地区也比较突出。我们分析
认为，政府有关乡村治理的政策能
不能公平透明地落地是关键。乡村
治理有相关规定，宪法里也有相关
条款，但在执行过程中，农村黑恶
势力、宗族势力、复杂的人脉等，
都对乡村治理制度的落地形成了很
大的冲击和影响，这在全国都非常
普遍，经过扫黑除恶等工作已经大
有好转。

全国政协在云南省和浙江省做
过很好的调研，我跟你谈一下我们
的体会：

第一，应当全面加强乡党委、
村党委对乡村治理的领导，要落实
具体责任。这一点在2019年中央印
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
指导意见》中讲得很清楚。所有的
治理方案、治理制度、村规民约都
不能违反宪法，必须以中央关于乡
村治理的一系列文件为准绳。这叫

“守底线”。
第二，治理方案必须本土化，

和本村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守底
线的基础上，得有一些创新和抓手。

第三，鼓励制定规范的村规民
约。你看浙江那一带治理得很好，
村规民约特别管用。通过村民多次

共同讨论、商议，形成一个共同遵
守的村规民约，使村民都变成村中
事情的利益相关者，同步配置公平
的奖惩制度，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
性。村规民约是让村民高度关注自
己权益和平衡他人利益关系的一个
很好的抓手，你好好研究一下。

第四，有意识地培养一些志愿
者，参与村容村貌的整治、邻里关
系的调解等。充分动员村里德高望
重的老人或是怀有梦想的年轻人，
把他们组织起来，鼓励他们参与村
庄治理。

张继梁：霍委员，您的建议既
有高度又有深度，相信在实践中也
会产生很大的力度！我先按照您的
建议慢慢做起来，先探索，再形成
模式。比如，我在上级提出的“扶
贫和扶志相结合”后面，又加了

“扶制”和“扶治”，就是扶制度和
扶治理。我与村“两委”编制了一
个 35 项 2 万字的制度汇编，使党

建、村级议事、财务管理、项目管
理等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

霍学喜：就是建章立制，切记
要简单通俗。

张继梁：下一步我就按照您的
建议，把制度精简化、通俗化，同
时做好制度的监督落实。您的一番
话让我坚定了扶贫攻坚的信心。

霍学喜：你参与这么光荣的使
命，对你个人的成长、对这个村的
影响都是很重要的。在你的人生轨
迹当中，这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希望你能做到极致。

（报道组成员：赵秀红 魏海
政 单艺伟 贾蒙 通讯员 焦玉
栋，执笔：赵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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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张楼村

霍学喜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
究领域为投资经济与农业
产业工程、贸易经济与农
产品物流工程等。

张继梁
山东省菏泽

市成武县汶上集
镇牛张楼村驻村
党支部书记，山
东省教育厅机关
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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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面临的难题实际只有一个，就是人的问
题，这个问题又引发了其他问题。”近日，中国教
育报融媒体采访报道组走进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汶
上集镇牛张楼村，与驻村党支部书记张继梁，全国
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共同探讨
乡村治理人才短缺问题如何破解。其间，张继梁提
出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

在我国脱贫攻坚的宏伟事业中，一个个行政村
犹如机体中最小的细胞，如何解决这里的人才缺乏
问题，特别是寻找到能生长在农村土壤中、为农村
带来切实改变、能激发出“细胞”能量的乡村治理
人才，这个话题既有现实性更具长远意义。

张继梁在南瓜大棚里向农户询问收成情况。

牛张楼村幼儿园园长在整理图书。

扫码看
扶贫故事

山东省成武县汶上集镇
牛张楼村位于鲁西南，由3
个自然村组成，目前有457
户、1500多人，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86户。因为修河
修路等历史原因，该村耕地
仅1400多亩，人均耕地不足
一亩，是全镇人均耕地最少
的村。去年年底，村里的贫
困户已全部脱贫，但按照党
中央“扶上马送一程”的安排
部署，目前该村仍享受省扶
贫工作重点村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