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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青石板铺就的古街巷，穿行在关
中风情的明清式古建中，摸一摸古老的石
磨碾子，试一试古朴的纺车织机；尝一口甜
糯的甑糕，再咥一老碗筋光香辣的“biang
biang 面”；上茶楼品一壶茯茶，听一段高亢
的秦腔，再看一眼烧茶师傅拉风箱时自在
销魂的“舞蹈”……

置身关中民俗文化旅
游体验地，距西安 78 公里
的礼泉县袁家村，徜徉在
灶台、水井、戏楼、口袋广
场之间，复活记忆中的老
房子、老街巷，品味如同妈
妈做的家常菜一样的舌尖
上的老味道，仿佛回到魂
牵梦绕的儿时。

尽管不是周末，小吃
街里游客仍然络绎不绝，
时髦的姑娘举着年糕边走
边吃，“关中小吃，这里味
道最好”。

“袁汁袁味”，正是“精
神还乡”的魔力，让这个只
有 62 户 286 人、土地面积
660 亩，既无名胜古迹又无
山光水色的关中小村，从
2007 年开始开发乡村旅游，仅仅十年间就
成长为闻名遐迩的民俗文化旅游村，荣获

“中国十大美丽乡村”“关中印象体验地”等
美誉，跻身 4A 级景区。2015 年“十一”黄金
周，袁家村日均接待游客 18 万，居然超过世
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成为陕西最火爆
的景区。

袁家村，无疑是乡村振兴的成功样本。
数据为证：2017 年，袁家村接待游客 500 多
万次，旅游总收入 3.8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
8.3 万元，集体经济积累达 20 多亿元。这里
还汇集了 1000 多个创客投资、开店、做生
意，吸纳了周边村民及外地约 3000 多人就
业，带动周边 2万多农民增收。

这个“无中生有”创造了奇迹的村庄，
引来不少地方学习模仿，试图克隆“民俗
文化促旅游”，但模仿成功的却很少。记
者采访调研后发现，袁家村的模式虽然不
能简单复制，但“袁家村版”乡村振兴之路
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确极富启示。说
到底，袁家村的成功，是在一个有凝聚力战
斗力的党支部带领下，尊重村民意愿，通过

“新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让村民利益
共享、风险共担，“美美与共”让村民有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从而真正激活了乡村振兴
的内生动力。

“村上搭台，农民唱戏”
“乡村振兴，一定是以农民为主体，实现

共同富裕”

茶楼里坐满了喝茶听戏闲聊的游人，西
安的刘先生带着一家老小坐在一处僻静的
平台上，惬意地享受休闲时光。“经常过来
转转，百来不厌。”

茶楼外一片空地上，磨盘、场院、秋千，
吸引着游客们一试身手。石碾旁，76 岁的
杜秀霞老人正在兜售野菜，她是距离袁家村
两三里外的袁坡村村民。一旁卖冷饮的小
摊主跟她打趣，“这老婆婆一天能挣 100
块。”杜秀霞哈哈大笑，“袁家村好么，袁家
村的干部好，这伙年轻娃给我提供个摊摊不
收钱，晌午还给我买肉夹馍吃！”

“袁家村的干部好”——面对外村人的
这一评价，袁家村党支部书记、“袁家村·关
中印象体验地”创始人郭占武一脸严肃，“我
是农民的儿子，我了解农民。农村要发展，
关键在领导。你要有一颗公心，把集体的

‘利’公平地分给大家，农民才能相信你，跟
着你干，更要让年轻人在农村看到希望。”

“我们是村上搭台，农民唱戏。”郭占武
这样概括“袁家村模式”。这位袁家村的

“领头雁”，今年 2 月曾应邀到甘肃省旅游
产业大会去授课。甘肃省政府一位领导

说，袁家村创造了乡村振兴、破解三农问题
的奇迹。

“袁家村是靠我们农民自己发展起来
的，既没有外部资本进入，也没有银行贷款
和社会融资。”郭占武说，袁家村党支部是
这样搭台的：从“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出发，
打造以特色小吃为主的民俗产业旅游，到逐
步发展成为以民宿、咖啡、酒吧等乡村休闲
度假为主，再到乡村全产业发展，始终围绕

“人怎么能来”“人怎么留得住”“产业怎么

提升”的问题，在发展中不断摸索创新。“乡
村振兴，不能以设计师、专家、政府为主体，
一定是以农民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

以农民为主体，农民的智慧也成就了袁
家村。一位熟悉袁家村的干部介绍，发展旅
游业，“一般景点都是预计投资多少钱，预
计要征多少地，预计得把多少农民搬出去，
预计多少年能把钱收回来，一张门票得卖多
少钱。袁家村不是这样算的，村民自己做，
袁家村村民要把自家的生活做成旅游，可以
让游客在这里体验真正的乡村生活。”

郭占武介绍，为维护和提升袁家村品牌
价值，袁家村建立了农民交流学校，用农民
的语言，向农民讲通“旅游产业是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的道理，由村干部负责质量，动
员农民自觉捍卫食品安全，树立袁家村特色
小吃的好口碑。

最关键的，还是袁家村党支部选择了
“新集体经济”模式发展乡村民俗旅游。

作为“中国乡村振兴袁家村课题组”的
主要负责人，陕西省政府参事郑梦熊一直默
默地观察着袁家村。他说，“在没有任何强
迫命令的前提下，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
上，把农民发动、组织和团结起来，以农民
为主体，自主解决三农问题，极具创造性地
设计出一整套符合乡村实际和农民特点的
股份合作制度，实现乡村振兴，这是袁家村
人一个了不起的实践。”

“产业都是大家自己的”
股份制合作社把村民、商户的利益捆绑

在一起，让大家都尝到了甜头

傍晚时分，喧闹了一天的袁家村慢慢安
静下来，王家茶楼里三三两两的游客、村
民、商户嗑着瓜子、呷着煎滚的茯茶聊天。
47 岁的马秋凤穿着时尚的外套，调侃起几
年前自己被迫接受的驴肉店，多少有些春
风拂面。

马秋凤是泾阳县王桥镇的村民，2010年前
后，“挖矿”生意赔了钱，听人说袁家村小吃街
正在招商，结果替别人盘下的“驴肉店”“砸”在
了自己手里。试着经营了一个月，净利 7 万
元。生意好得令人吃惊，“最夸张的时候，拥
挤的游客拿着钱简直就是往你怀里塞。”

马秋凤觉得“反正在袁家村卖啥都赚
钱”。2012 年，她找到郭占武要求开个粉条
作坊，那时市面上还没有人卖粉条。郭占武
同意了，但要求成立股份制合作社，“就是
让大家给你投钱，你赚了钱，给大家分。”马
秋凤非常不解。

那时，村里酸奶、醪糟、豆腐、醋坊、油坊
等手工作坊股份制合作社刚刚开始。马秋
凤的粉条作坊需要启动资金 200 万元，但只

有两户入股，一共 1.5 万元。郭占武对马秋
凤说，“你只要负责把粉条质量弄好，让游
客吃了说好，愿意再来，就行了！”

很快粉条作坊在村里的扶持下建成投
产，按照袁家村“农民捍卫食品安全”承诺
要求，食品制作必须纯天然、无添加。一开
始“发白，易碎”的纯手工粉条销路并不好，
年底一算账，“只赚了一万六”。

“怎么让游客吃了说好，再来？”马秋凤
想尽办法技术改良，并且在作坊前卖起了酸

辣粉，慢慢生意好起来，粉条销路不断
扩大。

马秋凤去找郭占武周转资金，准备
扩大生产，“动员大家再入股”的答复令
她哭笑不得，“当初大家不懂，看明白了
能不入？”郭占武说，“再说，你一个人
吃饱了，大家都还饿着肚子，你一个人
走在街道，你觉得有意思吗？”

入股需要资金 150 万元，结果一下
报了 1000多万元，“最多的 200万元，最
少的 3000 元。”郭占武说，“把 200 万元
的还给人家，有 200 万元，谁还稀罕你
年底的那点分红。3000 元这人知道你
分钱呀，本金可能都是借的，急需要钱，
把股份给这人。”

又到年底分红，马秋凤一进财务
室，所有人都跟她说，“马总，我这一年
没干啥，分了这些钱！”不少人真诚地跟
她说“谢谢”。马秋凤心里突然高兴得

很，“这才明白，郭书记是为我好。”
马秋凤说，如今在袁家村，“这人要是把

钱一个人都挣了，不正常。”
李金涛是袁家村的财务总监，除了把袁

家村的账算好，还将不少的精力用在了平衡
收入上。“在袁家村，一年挣几十万甚至上
百万的商户大有人在，也有个别商户一年只
挣 3万块。”李金涛说，为了维护各个商户的
利益，村里把小吃街整合成合作社入股形
式，收入多的商户入股份额占的少一点，收
入少的商户入股份额多一点，根据不同情况
划定一个额度，甚至对收入少的商户进行补
贴。“例如锅盔、花馍等利润低，作为关中特
色食品又缺一不可。”

王创战说，2009年小吃街开业，生意越来
越好。原著村民就觉得“小吃街”把“农家乐”
的生意抢了，“咱村的人都不挣钱，让人家来挣
钱。”为了解决新的不公，2012年，袁家村发展
股份制合作社，让村民和商户都能入股，“这下
谁挣得再多大家也不眼红了。”

记者在小吃街看到，公示的合作社人员
名单上几个大字非常醒目“打造农民创业平
台”，每一名入股该合作社的人员名字以及
入股份额都清清楚楚地显示在公示栏里。
在公示的酸奶作坊中，份额最多的作坊老板
占股 67.5 万元，最少的 2000 元，这些是分红
的标准。

听说小吃街里“粉汤羊血”一年能赚几百
万，生意比以前略显清淡的张淑玲笑称，“不眼
红，咱入些股，还能分些。”除了家里的收入，加
上各种合作社的分红，张淑玲的年收入并没
有减少，“一年几十万元，不缺吃不缺花。”

目前，袁家村已有 20 多家股份制合作
社，一个项目一个合作社。“产权利益清晰，
再没人捣乱了，因为知道这些产业都是大家
自己的。”股份制合作社把村民、商户的利益
捆绑在一起，缩小了商户之间、商户与村民
之间的收入差距，让大家都尝到了甜头。

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提
下，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村集体与村民股份
合作、联合经营、统一管理，实现人人有股
份、年年有分红。

据介绍，袁家村股权结构由三部分构
成：一是基本股。集体资产，集体保留 38%
股份，其余 62%量化到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持有，每年分红；二是交叉股。旅游公
司、合作社、商铺、农家乐互相持有股份，共
交叉持股 460 家商铺，村民可以自主选择入
股的店铺；三是调节股。坚持全民参与、入
股自愿，照顾小户、限制大户的原则，股份
少的可以得到较高的分红，股份超过限额的
分红就会相应比例的减少，以调节收入分配
和再分配，避免两极分化。

问及食品源头，马秋凤不经意地说，油

坊的菜籽来自湖北，粉条作坊的红薯来自山
西，都是长期合作。

“进城店”成都市商业地产的宠儿
吸引了更多外省、甚至外国游客走进袁

家村，为乡村扶贫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

突然的增温，让古城西安的夏显得愈
发热烈，姑娘们急不可耐地换上了短裙。
在小寨商业区最繁华的赛格商城里，不到
中午，位于七楼的“袁家村”城市体验店售
卡柜台已经排起了长队，每家小吃摊前也
都排满了取餐的顾客。品尝美味的人们不
得已加快吃饭的速度，因为身边尽是端着
碗碟等座的食客，有人索性坐在门口小凳
上就餐……这种景象让一旁其他餐馆招揽
生意的小哥不时侧目。

好不容易找到座位的常阿姨是第三次来
这里，“有时候不敢来，人太多了。”把袁家村
小吃开进城，常阿姨觉得这种经营方式“很好
啊”“方便正宗”，但并不影响自己一年还会再
去几次袁家村，“感受是不一样的。”

凉皮摊前，62岁的杨建荣用大铡刀熟练
地切着面皮。2016 年，咸阳郊区农民杨建
荣，通过袁家村“厨艺大赛”，成为赛格进城
店凉皮摊的老板。

跟自己以前走村串巷卖凉皮，月收入仅
千元相比，如今不知要强多少倍。每月二十
几号是赛格店分红的日子，杨建荣这次分得
3 万多元，除去人员工资、西安的房租，他的
月收入过万元。穿着白色短袖工作服的杨
建荣很兴奋，“这里冬暖夏凉，挣钱多，不要
押金，不操闲心。提个锣锣，把你的手艺带
来，做好你的凉皮就行了。”

食材由村里统一供应，“食材不过夜”更
是袁家村对食品安全要求的硬杠杠。杨建
荣说，“每天按计划制作，一般都会卖完。如
有意外，就会按成本价分给员工，保证人们
来袁家村不会吃到过夜食品。”

在赛格进城店蜂蜜粽子摊位前，穿着
蓝格上衣，头顶帕子的郭娟正忙着招呼购
买粽子的顾客。“要不是这份工作，我真的
就沿街乞讨了。”说话间，郭娟泫然欲泣。

2015 年，对 45 岁的郭娟来说是人生中
最困难的一年，不仅赔光了西
安的生意，家庭也遭遇重创。
走投无路，她想到了回家。作为
袁家村的女儿，郭娟给郭占武
发信息求助，郭占武说，“你回
来，肯定有你的活路。”回村后，
郭娟跟随老师傅认认真真学到
了包粽子的手艺。2016 年，在
进城店“厨艺大赛”中胜出。

凭着“袁家村”的金字招
牌，蜂蜜粽子生意非常好，一
天的营业额能达到三四千
元。郭娟不仅还清了西安的
房贷，同时供养着两个上学
的孩子，“没有压力了。”

赛格店作为 5 家进城店

中最火爆的一家，每天的客流量能达到 1
万人，日营业额 100 万元。2015 年 8 月，袁
家村第一家进城店在西安曲江银泰开业，
由村民入股的 600 万元投资仅九个月就全
部收回。袁家村进城店的火爆现象引起
了不少地产商家的青睐。“因为看好‘袁家
村’这块牌子，甚至在租金上给我们开出
优惠的条件。”王创战说，“进城店让‘袁家
村’实现了真正的走出去。”

当初计划进城店时，村里反对声音非常
多，大家觉得“人家在城里吃完，不来袁家
村了怎么办”。王创战说，“以前我们觉得
袁家村已经很有名气了，后来开了进城店才
发现，这简直就是赚钱的‘活广告’，恰恰吸
引了很多来陕西旅游的外省、甚至外国游客
走进袁家村，同时为乡村扶贫提供了更多就
业岗位。”

乡村振兴的耀眼路标
以党建引领为基础，以股份合作为纽

带，以新农民、新技能为主体，正是袁家村
乡村振兴之路的耀眼路标

袁家村有一个几百人的微信群，是袁家
人和所有商户等“新袁家人”的公共大群，
除了重要的信息、配股、分红消息发布，这
里也是袁家人探讨事业人生，吐露情感心声
的公开场所。

每天都有外省考察团来袁家村学习，有
人感慨，“袁家村不论村民还是商户幸福指
数都很高。”郭占武总会借机把这些声音转
发到群里，每每此时群里都会引发关于“幸
福”的大讨论。

如今袁家村各种荣誉傍身，每年来自全
国的各类学习考察团络绎不绝，有人甚至拿
着尺子来量。“袁家村的内生动力是农民自
己，每个人做的都是自己的事业。”

郭占武坦言，农民最现实，在没有“眼见
为实”的情况下，“想让他们相信你比登天
还难。这就要求把发展起来的利益，公平的
分给大家，大家才相信你。”

“解决农村各类问题，要看每一个人心
里舒不舒服。”郭占武要求村干部要做村民
的“服务员”，为此袁家村不断探索乡村治
理和村民管理的新模式，推进以自治为基
础、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引领的“自治、
法治、德治”建设。

袁家村有自己的农民学校，通过“自省”
和“自醒”、“讲理”和“明理”，提升村民思想
觉悟。每年除夕的分红大会，大家一起吃年
夜饭，初一早晨一起到祠堂祭祖，“就是要让
每一个村民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以党建引领为基础，以股份合作为纽
带，以新农民、新技能为主体，正是袁家村
乡村振兴之路的耀眼路标。

漫天星光下，随着后塬上酒吧街里爵士
音乐的响起，这里新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年
轻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喝酒唱歌，体味着
他们的乡村生活。

在袁家村老街，杜丹的“秋田精品民宿酒
店”开业百天，宾客盈门。刚刚辞掉一份收入
不错的工作，30岁的杜丹说喜欢这里慢而充
实的生活。晚上，她打发了工作人员早早回
家，在前台慢慢熬制着自己的“秋田银耳汤”，
有个河南的“回头客”发来信息，说带几个朋
友过来，已在路上，一会就到了。

□ 新华社记者 强晓玲 刘书云

村民给记者展示手机上分红到账提醒短信村民给记者展示手机上分红到账提醒短信

入股小吃街合作社公示名单入股小吃街合作社公示名单

杨建荣正在用铡刀切凉皮杨建荣正在用铡刀切凉皮

■特别关注

袁家村袁家村袁家村：：：
这个一度比兵马俑景区还火爆的村庄这个一度比兵马俑景区还火爆的村庄这个一度比兵马俑景区还火爆的村庄，，，秘密何在秘密何在秘密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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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来，泰国普吉岛游船倾覆事
故的后续搜救，牵动着无数中国人的
心。截至泰国当地时间 7 月 11 日下
午，事故中47名遇难者遗体已全部找
到，善后处理工作还在继续。

这一事故也警示着人们，无论是
经营者还是游客，旅游安全意识不可
放松。文化和旅游部也印发了紧急
通知，要求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坚决防范各类涉旅突发事件
的发生，并提示公民要增强出国旅
游的风险防范意识。当下正逢暑期
旅游旺季，各省份也纷纷紧绷安全
弦，拉网排查旅游安全隐患，发布旅
游安全警示。

随着海外游越来越火，旅游安全
已是全球性问题。据统计，仅 2017
年，海外各类旅游活动安全事故导致
182名中国公民意外身亡。看起来只

是出境游总人数的极少一部分，但一
失万无，不测落到谁头上，都会给家
庭造成沉重打击。身处异乡，风险总
是积于忽微。客观地说，海外游易出
事故，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人生地
不熟导致的风险叠加，对当地风险点
缺少充分认知，包括旅游目的地对中
国游客定向服务有所局限。

当然，旅游安全风险可不止于境
外游。正如唐人杜荀鹤所言：“泾溪
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
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这几
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成为
很多人的口头禅，但看世界的安全意
识未必水涨船高。7 月 10 日，两名游
客在云南贡山丙中洛镇游玩时，因为
拍照不慎跌落悬崖。若有足够的风
险意识，如此悲剧本是可以避免的。

全域旅游的开展，小众旅游、自

助旅游概念的兴起，让越来越多游客
开始享受“不走寻常路”的乐趣。竹
杖芒鞋探索山川之妙趣，精神可嘉，毕
竟“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
远”。但再好的风景，都应在安全线以
内。现实的教训已十分深刻，驴友为
体验“荒野求生”之乐登山被困的新闻
常见报端，远足遭遇雷暴者并不鲜见，
野湖畅游溺亡事故也时有发生……安
全防范措施必须紧在前头，“安全带”
松了，事故来时就系不上了。

对于相关部门而言，必要的安全
提示与整改措施同样不能少。去年，
欧洲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有中
国驻外领事馆发布欧洲旅游防范恐
怖袭击指南；今年年初，中国外交部
也将旅游产品服务经营者提示旅游
目的地国家存在的安全风险的义务，
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

助工作条例（草案）》。同时，在旅游
业的管理中，更要切实落实地方政府
属地管理责任、旅游企业主体责任、
相关部门监管责任，认真排查和消除
各类隐患，严防重特大旅游安全事故
发生。对不安全的旅游设施，能今天
修固的不要拖到明天，对不合格的旅
游项目，该下架的绝不能手软。

出游本为散心，不应成了糟心甚
至痛心之旅；绷紧安全之弦，才能玩
得尽兴。出门前了解足够的安全知
识，试着买份旅游保险，无论骑马、蹦
极还是玩滑翔伞，只有安全有保障
了，快乐才有保证。毕竟，出门在外
冷暖须自知，再好的风险提示，都不
如自己谨慎来得管用。 □ 何鼎鼎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
球化学研究所朱照宇
团队在中国陕西省西
安市蓝田县玉山镇上
陈村新发现一处旧石
器遗址——上陈遗址。
该遗址拥有连续性较好
的人工制品文化层序
列，时间可追溯到大约
126 万年到 212 万年前。
这一发现表明，古人类
可能很早就出现在非洲
以外的地方——比之前
认为的更早。

据介绍，迄今较为公
认最早的非洲以外的古
人类证据来自格鲁吉亚
的德马尼斯，该区域发现了185
万年前的直立人的化石及其使
用的工具。此外，在中国和印
尼爪哇岛发现的早期古人类化

石可以上溯至150万年至
170万年前。

朱照宇团队详细描
述了上陈遗址发现的早
更新世黄土—古土壤序
列的 S15至L28层位中的
82 个被打击过的石头和
14个未经打击的石块，这
些被打击的石头包括石
核、石片、刮削器、尖状
器、钻孔器和手镐。它们
都是古人类早期使用工
具的证据。这个地层剖
面的中下部（S15至 L28）
有 17 个层位都含有人工
制品，其中，石制品主要
发现于潮湿温暖气候下
形成的 11 个古土壤层
中。此外，他分析，这 17
个文化层的时间跨度长

达约 85万年，显示了古人类可
能在 212 万年到 126 万年前曾
反复地（不一定连续地）生活在
中国黄土高原。 □ 操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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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再好，也应在安全线内

◆周末评论

◆视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