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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到基层采访，曾经听到一个村8个党员
3颗牙的故事，这是农村党员老龄化的形象描
述。但是，安吉县鲁家村却不这样，村党委成
员平均年龄38岁，其中柏文最小，仅29岁。村
党委书记朱仁斌率领“少壮派”，吸引着更多
的年轻人回村创业，把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
山银山。柏文对我们说：“过去啊，那些姑娘
嫁过来，就说眼睛好像被蒙了一层似的，嫁到
了穷山沟，是瞎了眼。现在好了，人们会说，
你们早早嫁过来，真有眼光。”

“二师兄”比大师兄还精

朱仁斌，微信名字叫“二师兄”，八戒之
谓也。看他自信满满地经略鲁家村，这个二师
兄比大师兄悟空还精。

朱仁斌打小就喜欢武术，后来如愿考上了
河南大学少林武术学院。那时，不论酷暑严
寒，清晨5时都要起来跑10公里。毕业后，他当
过体育老师、武术教练，后多年经商，脑子
活、人脉广、敢闯敢拼、能说会干。记者看
到，有个漫画家给朱仁斌画了一幅漫画，上面
写着：“我的优点就是朋友多。”

鲁家村党委委员柏文说：“朱书记大学毕
业后，先是在安吉县体委当了两年教练，后辞
职开了安吉县第一家体育用品专卖店。在干专
卖店的时候，他的大学同学从佛山来看他，问
他专卖店盈利多少，他说盈利不大，同学说不
如卖瓷砖，我先给你拉一车皮的瓷砖过来卖，
卖完了再结账。朱书记就开始卖瓷砖，认识了
很多建筑商。后来，创办了安吉县第一家浮吊
厂，生产建筑用的塔吊什么的。2008年，全县
开始搞美丽乡村建设，那时候用水泥廊柱做景
观，他又看好了这个市场，开始经营水泥廊
柱……”

看着周围一个个乡村都美丽起来了，而自
己的村子却破破烂烂，朱仁斌有点坐不住了。
马丽华干过村里的出纳员，现在是村妇女委
员。她说，朱仁斌多次把自家存款无息借给村
委创建美丽乡村，最大的一笔借款是50万元。
但朱仁斌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

那一阵子，朱仁斌连续几天待在自己的老
宅子里不愿出门。新一届村委正在改选，他是
党员，有领导找他，希望他回村干。老支书吴
金龙把朱仁斌叫到自己家里，倾心而谈。老书
记说：“咱跟余村隔得这么近，却破败不堪，
我感到无地自容啊！”

树高千尺不忘根，人如树，家乡就是自己
的扎根之地。经过一番思索，朱仁斌下了决
心，回村。村民选他当了村委主任，一干就是
五年。这五年，让他真正摸清了老家底，吃透
了乡亲们的所需所盼，也理解了家乡穷的原
因。这五年，他在积蓄能量。

2011年年初，朱仁斌出任村支书。

“干净，是美丽乡村发展的

底色”
朱仁斌走南闯北，视野开阔。他最看不惯

村里的脏乱差。美丽乡村的关键词是“美
丽”，怎么才能让美丽成为习惯呢？恰逢安吉
县大搞“美丽乡村”建设，朱仁斌想，鲁家村
不能再落后了，要借势，彻底改变村容村貌。
他带头，然后是班子成员，各组的组长带头,咬
紧牙关提升鲁家村的“颜值”。朱仁斌说：
“干净，是美丽乡村发展的底色。”

朱仁斌上任村支书的第一招是每户发一只
垃圾桶，所有的生活垃圾从此必须放入垃圾桶
内，违者点名批评、张榜公布。有百姓揶揄
说：一只桶能改变了几辈子的习惯？悬！

悬不悬的，你看我的！朱仁斌叫上村支部
妇女委员和新选出来的各村民小组的保洁员，
挨家挨户，早中晚各检查一次。开始，有一半
村民按规定将垃圾投放在桶里；过了几天，多
数村民按规定将垃圾投放到了桶里；不到一个
月，所有村民全部按规定将垃圾投放到了垃圾
桶内。这个时候，朱仁斌让妇女委员带着各村
民小组的成员走出家门，边走边看各家各户的
门前屋后，村民们服气了，连连称道：干净
了，看着顺眼舒服了，仁斌真能管住。

乱扔污物垃圾的陋习改了，朱仁斌接着动
员大伙儿整治宅前屋后的环境。散堆破垛、陈
谷子烂芝麻，拾掇起来，费劲。有些村民就不
愿意干了，推一推，动一动，不推不动。有些
呢，推他也不动。朱仁斌在支部会上说：百姓
感到难办的事，村里就要想法子解决。最后统
一意见：由村里派专业整治队伍，按“美丽乡
村”的统一卫生与环境标准来整治，用工全部
由村里承担。

力没白出，汗没白流。一个多月过去，所
有村民的宅前屋后都变了样。大家看看自己的
家园，瞧瞧别人的房子，再看看熟悉的村庄，
都满意地笑了。地面一干净，人心也由散到
聚，最主要的是，村民们开始有了作为鲁家村
人的自豪感。

3年后，安吉县公布检查评比村级卫生环境
名次榜，鲁家村从倒数第一，一跃成为正数第
一。

美丽乡村，如果没有美丽经济，也是无根
的美丽，是浮萍。好看，但是不经看。朱仁斌
上任时，村里外债达150万元。无名人故居、无
古村落、无名胜、无像样产业——— 这样一个
“四无”村，如何找到出路？

却道“画饼”觅商机

画饼不能充饥。可是精明的朱仁斌却给鲁
家村画了一张大饼，而这张香喷喷的大饼，不
但充饥，而且引来了巨大商机。

“没有优势，高起点规划，就是优势！规
划的指导思想就是‘两山’论。”朱仁斌说。

2013年，鲁家村耗资300万元，请了广东顶
尖设计团队，忙活了一年半，拿出一份沉甸甸
的鲁家村发展蓝图。用朱仁斌的话是：“请他
们按照4A级景区标准对全村进行规划设计，设
计出一份电脑上的4D鲁家村旅游景区图。”

这个蓝图的特点是规划三合一，即村庄规
划、产业规划、环境提升规划。广东设计团队
统一设计完后，经相关部门和权威专家反复论
证修改，整个规划既具有全局性又有独立性。
无论是村庄建设、产业布局还是环境改善，都
按照这张蓝图执行到底，通过鲁家村这一个平
台建设到底。

规划设计花了300万元，这钱是哪里来的？
朱仁斌说：“有了电脑上那美轮美奂的新鲁家
村蓝图后，我先向二十位在外做生意的鲁家村
人每人发了一份‘顾问’邀请书。我们村子
穷，但是有能耐的人都跑了，所以穷。要建设
新鲁家村了，怎么也离不开本村的能人啊！让
他们当顾问，一来确实需要他们来一起谋划，
二来是希望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顾问
挂个名，主要还是希望他们带着钱来见个面。
结果全部中招。开始，他们各自也就带着一两
万块钱，算是给我个面子。但后来看到我们真
干，一个个开始追加钱。这不，钱就来了！”

经过商的朱仁斌仔仔细细算了笔账，他把
美丽乡村的建设所需的资金化整为零，首先，
通过村里聘请的20名顾问捐款，筹集了300万
元；第二，利用创建美丽乡村精品村的用地指
标筹集了450万元，再加上政府对美丽乡村的奖
励资金357万元和各种项目资金，到2011年年
底，伴随鲁家村美丽乡村精品村通过验收，村
里前期投入的1700万元款项全部结清。

朱仁斌说，投入了1700万元资金，鲁家村
旧貌换新颜。老百姓也享受到了城市人的生
活，该有的都有了。

一张蓝图绘到底。在鲁家村的发展规划
中，引进的18家家庭农场分别以野山茶、蔬菜
果园、绿化苗木、药材等产业为主，没有一家
重复。村委班子引入旅游公司，共同组建经营
公司，公司由村集体占股4 9%，旅游公司占
51%，18家农场各自经营，由旅游公司和村共同

投资建设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实行统一规划、
统一平台、统一品牌，采用公司＋村＋家庭农
场的模式把鲁家村串联成了一个大景区。

如今，鲁家村真正实现了产业融合发展。
“原来，投资200万元就可以到我们这里做个农
场主。现在，门槛提高了，起点是 2 0 0 0万
元。”朱仁斌说。

朱仁斌现在说着很轻松，其实当年招商，
他是受了不少委屈。18个家庭农场一个个谈下
来，并非易事。他先是把在外开酒店的弟弟、
弟妹请回来，“下令”认领农场带头干；后又
动用人脉，让老朋友参与其中。朱仁斌和村干
部一家家去找，有时候与农场主聊到凌晨两三
点。及至招商有了眉目，朱仁斌腰疼的老毛病
又犯了，妻子有些埋怨，他却不在乎。

好汉不提当年难。朱仁斌的名字隐含着他
的处世之道。“文 武”曰斌，一张一弛，文
武之道，以“仁”出之，战无不胜！

珍珠散落，穿起来才成项链

我们刚到鲁家村时，邱玲斐邀请我们先体
验小火车，她是村乡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策划
部的副经理。我们纳闷：“小山村里面还有火
车？”邱玲斐说：“有。我们村是什么都有，
‘无中生有’。”

汽笛一声嘶鸣，观光小火车载着游客从火
车总站出发。跟我们同乘火车的是浙江新四军
研究会的老战士和家属。80多岁的张阿姨是研
究会成员，来自杭州，她曾参加抗美援朝。她
说，到这里来看看，乘坐老式的小火车、欣赏
美丽的自然景致，太舒心了。

我们观察到，观光火车环线是一条科普专
列，最精致的是二十四节气标牌。“立春、雨水、惊
蛰、春分、清明……”车上的小学生们，看到
一个节气牌就大叫，然后朗读，朗读完，又期
待下一个。

一条铁轨线路全长4 . 5公里，串联起包括位
于村中心的核心农场和散落在其周边的18个农
场，而每家农场都是以特色产业为支撑运营，
有竹园农场、高山农场、葡萄农场、红山楂农
场、野山茶农场、中药农场、鲜花农场、香菇
农场、珍稀树种农场、野冬笋农场、铁皮石斛
农场、香草园农场等等。邱玲斐说，种桃子、
梨子的水果农场主赵长根是山东人，来了三年
了 ,他有10多年的种植经验，种的水果又大又
好。

记者感叹，这列小火车太有创意了。18个

农场就像18颗璀璨的珍珠，散落在山间，需要
一根线穿起来。而火车轨道就是那根线，穿起
来的珍珠就是一条珍珠项链。朱仁斌说，对
对，我们就是这样想的，散落的珍珠不显眼，
串成项链，就吸引眼球了。

“小火车项目，投资三千万，三个月时间
完成，我们可以说是打了一个漂亮仗。当时是
这样考虑的：一是如何让游客到了鲁家村后尽
量走遍18家特色农场，观景、品尝特色菜、尽
情游乐；二是18家农场地段不一样，游客进村
后如果自由活动，就可能造成有的地方拥挤不
堪，有的地方却很少人能走到。4 . 5公里长的小
火车行驶路线可以把全村18家不同特色的家庭
农场串联起来，游客也能游遍鲁家村所有景
点。后来我们发现，单单小火车本身，由于它
平缓舒适、又在乡村田野与民宿间穿梭，不管
是城市的游客还是农村的老人、孩子，都很喜
欢。这小火车现在成了我们鲁家村的一个特色
旅游项目。”

鲁家村只有两列小火车，目前供不应求，
特别是节假日，游客都排队体验小火车。新的
火车总站启用后，小火车数量将增加到8列。

在列车上，沿途的石榴花、蜀葵、金银花
绽放着，翠竹迎风，蝴蝶翻飞，远山如黛，微
风拂煦，真是桃花源景色。

下车后，我们碰到了小火车巡道员、62岁
的蔡新龙，他的工资是每月3000元，他的工作
就是巡道，很轻松。过去他在周边打工，活儿
累，还不方便。现在在家门口，就跟玩儿一
样，钱就到手了。他年轻时是后山队九队队
长，他竖起大拇指说：“我们村的这个班子，
年轻有活力，朱仁斌是个火车头，干得好！”

大学生回乡创办灵芝农场

柏文是土生土长的鲁家村人，也是村子里
第一个回来就业的大学生。2011年，柏文通过
专升本考入南京林业大学的园林专业。毕业
后，他留在了丽水市微生物研究所，主要从事
野生菌的驯化、栽培以及选育。

2014年，柏文辞职回到村里做了聘用干
部，党员关系转到村里来。慢慢地，了解到创
业的扶持政策，辞职自己干。一年后，又回到
村里聘干。“回到村委来，我是这样想的，一
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只有整个村子这个大平
台有了影响力，像我这样的人，成功的机遇才
会更多。”结合自身的专业技能，他承建灵芝
农场，研究和培育野生菌菇。“我一开始辞职
回家的时候，父母那个反对呀！但我觉得选择
是对的。”柏文说。

柏文说，他的农场有智能温室大棚和生态
大棚，还有个蒙古包，主要是用来做餐饮的，
等蒙古包所有的配套设施完成好了，这边的大
棚设施里面就开始种植一些蔬菜，像一些菌菇
类的，同时也增加一个销售，让蔬菜直接到餐
桌。

目前，柏文的灵芝农场共计投资150万元。
柏文不仅深谙有机菌菇的培育方法，还为自己
的产品规划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渠道。等
到正式开园后，柏文预计年收入能达到35万
元，五年内就能够收回成本。

走出去的年轻人，在柏文的带动下，慢慢
地又回来了。“我的小伙伴叫庄庆伟，是温州
大学毕业的，以前在外面打工，现在回来，帮
着家里人卖茶叶，做得蛮好的。因为鲁家村名
气大了嘛。”柏文说。

还有外地年轻人也被吸引过来，安吉县城
的徐雅舒大学毕业工作了一年，后招聘到了鲁
家村搞文化服务。她说，我之所以来这里，觉
得前景看好，再说，很方便，从县城过来开车
10分钟。

柏文的口才很好，他就是鲁家村的“新闻
发言人”。他说，习总书记说，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人。要通过富裕农民、
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
业。我们也在努力让鲁家村的农民过上更体面
的生活。美丽乡村的意义就是让村民笑起来，
美起来。

左伟伟的“野猪林”

在野猪林农场，记者很想见见农场主左伟
伟，不巧他去开会了。他的妈妈、69岁的林祥
娥在帮着忙活他的农家乐。农家乐就在野猪林
农场的边上。林祥娥说，五一节来了好多人，
都应付不过来。

左伟伟的农家乐与别家不同，是把肉、
菜、油、水，还有其他的作料都准备好，客人
可以自己炒、炸、烹、煮，体验乡村之乐。

说到做饭做菜，林祥娥感兴趣，说到儿子
的野猪林，猎犬，还有什么“杜高”。她直摇
头。她说，不懂，也不问。

当母亲的说，42岁的儿子左伟伟当过兵，
身体很壮实，复员后，在安吉县城开了一家汽
车修理厂，生意很红火。2015年，村里搞开
发，就回了。

作家何建明在《那山那水》书中有这样的
描述：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回到村里办农场，更
没有想到居然办了一个做梦都不曾想到的野猪
与猎犬农场！”左伟伟坐在他的农场门口，俨
然一个“山寨王”。他手中执着一杆鞭子在空
中悠闲地甩着，口中自嘲道：“我在部队只当

过班副，没想到退伍数年后，竟然成了‘猪军
长’‘犬司令’……”

我们用微信与左伟伟进行了补充采访。内
行人都知道，在中国爱犬界有个“杜高俱乐部
CKUDC”，名气很大，能入此俱乐部的成员，
家里必有一条或数条名曰“杜高”的猎犬。
“杜高”是一种非常名贵又极其凶狠的阿根廷
猎犬，是世界上最凶狠的八大猎犬之一。20世
纪20年代，阿根廷育犬专家安东尼奥·瑞斯·马
丁那兹先生用西班牙獒、拳狮犬等杂交培育出
强壮而凶狠的杜高犬（DOGO）。经过一代又
一代培育训练，杜高犬渐渐成为忠于主人、善
良待客，能独立拼杀又具有团队精神的优良狩
猎犬，因而备受阿根廷人的青睐。随着近年中
国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杜高犬越来越多地
进入了中国家庭。普通人养不起它，一只杜高
售价要十万元，强壮优秀的杜高则值几十万
元。如此“高贵者”的存在，也使得它有了一
个 专 业 俱 乐 部 — —— 中 国 杜 高 俱 乐 部
（CKUDC）。

杜高犬被猎犬界称为“尊贵者”，犹如一
名拳击手一般，如果不在拳击的格斗场上与他
人搏杀，最终将被人唾弃。那么，谁来证明中
国爱犬者手中的杜高犬是最好的、最具战斗力
的呢？

左伟伟的野猪场就是经过专业部门批准的
中国少有的几家杜高犬战斗力测试点之一。目
前，江、浙、沪“中国杜高俱乐部CKUDC”战
力等级测试基地已正式落户野猪林农场。

从小爱犬的左伟伟回乡后，经过认真考
察，决定上这个项目，他向朱仁斌说出了自己
的想法，很快，村里就批准了位于他家宅基地
后面的80亩山林地作为农场承包地。

“养野猪、吃野猪肉、以野猪来测试名犬
的战斗力，定期举办‘名犬运动会’，以此吸
引游客、致富全家、贡献社会，是我看到鲁家
村建设成‘美丽乡村’后产生的一个梦想。想
不到仅仅用了两年时间，我的梦想竟然已经实
现了大半……”

“杜高犬虽然对野猪有很强的攻击性，但
对人类极其温顺。”左伟伟说，由此他萌生了
打造户外狩猎的体验项目，让游客可以带着杜
高去山上狩猎，体验一种全新的乡村游方式。
在左伟伟承包的80多亩山林里，有两个非常适
合打造狩猎场的山头，他计划把其中一个山头
用高墙围起来，中间做一个游步道和瞭望台。

在左伟伟对野猪林农场的规划中，不仅要
打响安吉“户外狩猎”的休闲品牌，还要延伸
野猪养殖产业链，丰富鲁家村乡村旅游的业
态。

左伟伟的妈妈林祥娥说，过去可苦了，整
天劳动，就是没有饭吃。想不到变化这么大，
吃得饱，吃得好。我们这个农家乐要重新装修
一下，因为冬天太冷，夏天蚊子又很多。我们
问他儿子收入如何？林祥娥说，不行，这里赚
了钱都填到野猪那里去了，又要喂狗，光投入
了。

如今，小村庄已成“大景区”。前年接待
游客才6万人次，去年接待游客猛增到50万人
次。

最受益的莫过于鲁家村的村民，除了拿土
地流转资金、解决就业、“变身”股民外，还
有不少村民自主创业，在村里开起了民宿、酒
吧和茶吧。37岁的村民蒋文渊就是其一，从一
个企业小老板成为民宿老板。他说，借助村庄
发展的契机，让自己找到了更多自信。

对于村民办民宿，鲁家村还出台相关扶持
政策，在庭院绿化等方面给予一定补助，同
时，邀请专家为民宿主人培训，提供业务指
导。

5月7日下午，我们在卢金娣家参观了刚刚
盖好的民宿木屋，这是他儿子去年7月花了20万
元盖的，总共两个大房间。一晚住宿费是500
元。

我们在村里转的时候，看到村头上有一家
山东蔬果超市，一问，是临沂市郯城县马头镇
人开的。老板刘宗元今年50岁，之前在老家开
小工厂，嫌污染大，不挣钱，就跑南方去做小
买卖，是亲戚介绍到鲁家村的，在这里两年
了。老刘说，“这个村的干部威望很高，干部
一说，老百姓都听，一呼百应。”老刘的超市
正对着村委办公楼，他说村干部有时忙到很
晚。

在村边的小溪旁，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在
休息。记者跟她攀谈，她说，过去河水发臭，
死狗死猫都往小溪里扔，现在清澈了。过去，周围
的亲戚，有的几年不走动，现在他们常来我们这
里串门，坐坐小火车啊，看看演出啊。他们来
了，我们得招待啊，来勤了，我们也烦了。

这是幸福的烦恼，这是满足的烦恼！
在细雨中，我们跟朱仁斌聊天，他说：

“我们最满意的什么？是老百姓笑起来了，幸
福感强了。我们的工作目标是什么？紧紧围绕
着老百姓的心愿干，比如我们的小火车一开，
原来担心噪音大，担心老百姓烦。但是，现在
老百姓就愿意看到火车开，开了才有游客，他
可以分钱嘛。我们整个景区就是个大‘企业公
司’，村集体占了49%的股份哪，如果赚了一个
亿，我们村集体就分4900万哪！”

朱仁斌的新目标是提升“田园鲁家”美丽
乡村田园综合体，以鲁家村为核心，辐射周边3
个村，带动大家一起富。

记者观察，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鲁
家村，无论是原先的党支部，还是现在新成立
的党委，都是围绕绿色抓发展、抓党建，营造
起绿色政治生态。

■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安吉县鲁家村静卧在群山竹海之间，距“两山”论发源地余村仅27公里。这个无名人故居、无古村落、无名胜、无

产业的“四无”村，在村书记朱仁斌带领下，践行“两山”论，“无中生有”，7年干出奇迹，村集体资产由不足30万元

增至近1 . 4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由1 . 8万元增至33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 . 95万元增至3 . 56万元，“田园鲁家”成为全

国首批15个田园综合体示范点。5月7日，记者慕名来到鲁家村采访。

山村来了群“少壮派”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卢昱

卢昱/摄影
鲁家村的小火车是按二十四节气设站，这是夏至站。

卢昱/摄影
本报记者逄春阶在采访鲁家村党委书记朱仁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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