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人才是精准扶贫的第一
资源。近年来，厦门市发挥人才引领
支撑作用，推动各类优秀人才和创新
资源向农村农业领域集聚，以人才先
行带动产业转移、技术下乡，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
支撑。

“下派制”+“平台制”
选优科技人才带动脱贫

厦门坚持把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
科技扶贫、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创新
实行“下派制”和“平台制”，通过“线下
选派”和“线上对接”两种方式，遴选优
秀科技人才服务“三农”工作。

需求导向创新“下派制”。以岛外
四区23个镇街的需求为导向，选派市、
区两级科技人才全脱产进驻，定点建
立工作站和联系点，开展科技服务，
2018 年至今，已累计下派三批次 207
名科技特派员。下派人才“专业强、素
质高”，本科以上学历超九成，半数以
上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其中不乏专
业博士、教授级专家和市级拔尖人才
等高端人才。

线上对接推进“平台制”。在 PC
端和微信小程序上，开通“厦门市科技
特派员与技术服务对接平台”，发动各
类专业人才注册会员，现已注册个人
科技特派员 905 名、法人科技特派员
43家，镇街和科技特派员通过“线上对
接”，可以灵活开展短期专项技术服务
和产学研合作，解决农民实际难题。

“土专家”+“洋博士”
嫁接智力资源引领脱贫

聚焦农村产业发展、精准扶贫工
作，推动优秀党政年轻干部汇聚基层
一线，2019年以来，厦门市委组织部从
国内顶尖高校战略性选拔引进11名优
秀博士、硕士毕业生，安排 136名选调
生到经济欠发达的镇、村挂职锻炼，分

别担任科技副镇长、村党组织副书记、
村委会主任助理等职务，协同现有农
村科技人才，合力推动脱贫攻坚工作。

开展产业扶贫。将接地气的产业
专家和高学历的年轻干部结合起来，组
建产业扶贫工作小组，开展产业发展调
研，对接高校资源、平台资源，推动科技
成果落地转化和产业发展。2020年，厦
门市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开展产
学研横向课题 1690项、合同金额 4.32
亿元，建立和孵化136个科研基地及企
业、转化成果60项。厦门大学、海洋三
所等科技人才，牵头联合省内 10多家
企业，建立福建省对虾种质资源与遗传
育种中心等一批创新平台，获得了国家
审定的5个水产新品种，其中，“厦门虾
苗”销量占据了全国半壁江山。

开展技术扶贫。科技人才深入村
居农舍，将政策宣传、技能培训、项目
试验转移到田间地头，提供产前示范
指导、产中跟踪服务、产后回访反馈

“链条式”服务，帮助解决农村产业发
展和农民增收难题。福建省亚植所选
派科技特派员到翔安区新店镇，与农
民开展合作，示范带动建设800亩名优
火龙果新品种选育基地，年产量达
1500吨，成为厦门最大的火龙果生产
基地，翔安新店镇被授予“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镇”。2018年至今，下派制科技
特派员累计开展新型农民培训、渔民
电商、种植技术培训 116次，参加培训
农民、渔民6220人。

开展文化扶贫。扶贫重在扶智。
厦门科技人才既送科技服务，也送文化
服务，大力实施“文化下乡”工程，因地
制宜策划“我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

“紫云黄厝泥土芬芳”乡土文化节等系
列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
规民约、引导和培育文明新风，为脱贫
致富集聚精神力量。去年以来举办各
类科普、健康、乡村振兴文艺演出、科普
进校园等活动36场，参与群众近万人。

“引进来”+“走出去”
激励优秀人才服务脱贫

厦门紧扣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对
人才和技术的迫切需求，鼓励和引导
各类人才向艰苦偏远地区和基层一线
流动，为该市乡村振兴和东西部扶贫
战略提供人才保障。

加快引育农村实用人才。围绕
“六稳”“六保”，实施多项举措鼓励高
校毕业生投身基层一线，为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储备充足的人才资源。近三
年来，累计引进4万多名毕业生到岛外
工作。今年以来，对农村基层单位见
习生补贴政策进行升级，牵线搭桥144
名待就业毕业生到农村地区开展见习
上岗。实行农村实用人才项目单列评
审制度，帮助160多名农村人才入选区
级人才计划。此外，鼓励农村人才创
新创业，完善支持农村人才信贷服务，
农村人才优先优惠享受，今年来共发
放农村创业人才贷款5000余万元。

主动服务国家扶贫战略。厦门以
科技帮扶助力西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组建“厦门赴临夏州科技扶贫工作
队”，先后选派 60多名科研业务骨干，
围绕当地特色产业科技攻关，培育“短
平快”“附加值高”的脱贫致富产业，推
进临夏种植业的产业升级和农产品系
列开发、增值和利用，探索一条东西部
科技扶贫协作发展的新路子。2017
年来实施扶贫计划项目 47项共计 470
万元，培育与带动临夏 5家企业新增
产值 2320万元、就业人数 1210人。先
后新开发紫斑牡丹系列产品 8个、啤
特果功能饮料产品 3个、百合保鲜产
品 1个，实现产品项目推广并新增产
值近亿元。同时，推动建成科技示范
村（基地）21个，科技示范户 1225户，
举办培训班 15期 1600人，用心用情书
写脱贫攻坚路上的“人才力量”。

（通讯员 杨鸿杏）

书写脱贫攻坚路上的“人才力量”
厦门推动优秀人才和创新资源向农村农业领域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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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的秀峤，阳光和煦，满目青翠。3
月13日上午，记者一行人来到尤溪县溪尾
乡秀峤村，在村文化活动中心楼下，见到
了黄东民、村两委成员和驻村第一书记张
艳琼。

2013年底，黄东民从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岗位上退休。他本可与常人一样，尽可
享受安逸闲适的退休生活，然而，他却背
起行囊，选择“再下乡”，来到 40多年前曾
经插队过的革命老区村——尤溪县溪尾
乡秀峤村，成为秀峤村的“新乡贤”。

黄东民脚蹬旅游鞋，迈着矫健的步
伐，带记者一行人漫步村中，边走边介绍
村情村貌。只见村两边是绵延不断的群
山，山顶云雾缭绕。华兰溪穿村而过，溪
畔石栏扶岸。村中的迎宾园、福寿园、精
神园、同心园、形象园、农家乐广场、感恩
园、观光园，幸福桥、健身步道的串珠公
园，形成了弘扬朱熹“家文化”和中国传统

“福文化”的“爱国爱乡、乐业乐善”的精神
家园。这仿佛就是当代“富春山居图”。

“我家在景区，秀峤福气多。”这是中共尤
溪县委书记杨永生对秀峤村的赞美，也是
现今秀峤村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秀峤村紧跟新时代，紧紧围
绕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要求，
积极对接政策，落实资金；抓规划发展、美
村居环境；强党支部素质、树文明新风，使
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省级
精神文明村候选名单，2021年在福建省文
明风网公示，秀峤村在入选名单中。”黄东
民对记者说。

说起乡村巨变，村民们不由得竖起大
拇指：“这些要感谢老知青黄东民。”

“秀峤村基层组织建设、基础设施建
设、环境整治等美丽乡村建设，黄东民真
正起到了指导和帮助的作用。”三明市卫
健委选派的驻秀峤村第一书记张艳琼说。

对此，黄东民说：“当年秀峤培养我成
长，今天我要帮秀峤发展。”

1973年，黄东民响应党的号召，上山
下乡来到秀峤村插队，从此，他就与秀峤
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秀峤村党支部培
养下，1976年，黄东民加入了党组织，考上
厦门集美财经学校。说起当年的知青生
活，黄东民仍记忆犹新。当年分配工分
粮，一餐不足半斤米，不够吃。虽然村民
口粮也不足，但村民们仍经常送些菜给
他。有一次，他上山砍毛竹，因为不知道
毛竹上面有马蜂窝，被马蜂蜇了。“生产队
长来照顾我，用黄土拌蜂蜜给我涂伤口，

公社党委书记获悉后骑单车来看我。这
个村先后有40多名知青，只有我一个人入
了党。”黄东民至今仍珍藏着下乡插队时
的《入党申请书》，点点滴滴在心里时时都
是温暖的收获，都是抹不去的美好而难忘
的记忆。当年黄东民与村民们结下了深
厚的情谊，许下了“建设秀峤，服务秀峤”
的铮铮誓言。他当年那份《入党申请书》
的初稿就写着：“我深深地爱上了农村的
一草一木，农村需要我，我也需要农村，我
要扎根农村……”

离开秀峤村后，黄东民一直与村民们
保持着联系，随时关注着村里的建设与发
展。2015年初，秀峤村被省宜居办、省财
政厅、省旅游局等部门列为福建省美丽乡
村“千村整治、百村示范”项目。退休不久
的黄东民获悉这个消息后，便选择重返秀
峤村“再下乡”，兑现40多年前的承诺。

2015年，秀峤村整治村居环境。村口
老蒋家搭盖的旱厕位于主街的人行道规
划线路上，几次做工作都不愿拆除。无奈
之下，村两委找来了黄东民。凭着与老蒋
家有着几十年的交往，黄东民把老蒋请到
自己的宿舍拉家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并一次次地登门，终于说服老蒋。此次环
境整治中，全村共拆除旱厕 20个、猪栏 6
个、空心房 2座，清理疏通村内沟渠水道
500米，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振兴乡村需要依托传统文化的支撑，
黄东民特地从福州请来设计师，专门为秀
峤的美丽乡村建设问诊“把脉”。就这样，
由黄东民发起，秀峤村两委、爱心人士一
起参与，把朱子的“家文化”、中国的“福文
化”融入到美丽乡村建设的热潮中。经过
几年的努力，秀峤村 3公里长的“以文为
魂、以字感人”的书法艺术长廊，形成了独
具乡村特色的“秀峤名片”。

唱完“文化歌”，再让石头唱支“精神
曲”。“松涛竹海歌秀水，石奇村美颂峤
山。”这是乡贤对秀峤村景的赞美语。秀
峤村奇石众多，造型奇特，在尤溪县域内
独具特色，吸引了不少人观光游览。在秀
峤村迎宾园内的“世界这么大，我要去秀

峤，秀峤欢迎您”，福寿园内的“福”“寿”等

大字嵌刻在石上。“这些石头原来就在这
路边，我们找人给它设计题字，福寿园的

‘福’和‘寿’二字，寓意祥和幸福；而出村

时，游客则可以看到‘平安’二字，寓意一
生平安。通过文字让石头呈现生命力，增
加乡村文化底蕴。”黄东民介绍道。

秀峤村华兰溪下游有一条怪石沟，
如今怪石沟已打造成“秀石走廊”。沿着
走廊，溯流而上，只见奇石星罗棋布，高
低错落，造型奇特，或绵延一片，或陡直
如削……在巧夺天工的自然美景中戏水
赏石、风趣悟石，别具一番景色。

2015年，村里秀石被其他乡拿去，黄
东民建议将其补偿款 1.5 万元作为启动
资金，建立了秀峤村峤爱心互助金，用于
村里的敬老助学、扶贫济困等专款。每
年“七一”建党节，黄东民都会去村里参
加建党纪念活动并带头动员村里党员踊
跃捐款表爱心，传递着向上向善的正能
量。

“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黄东
民说，“建设新农村，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班
子。”在溪尾乡党委领导下，黄东民和驻村
第一书记一起，动员能人回到村里，出任
村主干。黄东民积极支持村两委班子建
设，参加村委会，抓学习，树信心，立民意，
议村建；抓党建，强素质，与尤溪县公安局
第一支部建立共建支部；抓精神文明，建
立以党员为主体的志愿者服务队。

有了坚强的村两委，便有了坚强的凝
聚力。“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村两委
理清思路，在完善基础设施，夯实发展基
础上做起了大文章。这些年来，秀峤村积
极争取政策，落实项目和资金，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村主要干道、通户道路和

路灯，完成村内水泥路入农户；进行农村
饮用水质安全工程建设，保证全村人真正
喝上安全、放心饮用水；整治人居环境，建
成乡贤村、村文化活动中心和农家乐广
场；完成华兰溪秀峤段生态水系建设。

在壮大村集体经济方面，村两委立足
外找财源、内挖潜力，使村财有所增收，有
效地助推脱贫攻坚。秀峤村先后获得全
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国家“创建无邪
教示范村”，省乡村治理试点示范村、省森
林村庄、省级传统古村落，三明市精神文
明乡村、三明市“六无平安”村、三明市民
主法制示范村，尤溪县委的“五星级党支
部”等荣誉称号。秀峤村民人均纯收入从
2013年的 7830元增长为 2019年的 16120
元，增长了 105%。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分
别于 2017年、2018年脱贫，2018年，秀峤
村摘掉了“建档立卡贫困村”的帽子。

黄东民帮助秀峤村的发展，不仅是争
取政策、落实资金的投入，更多的是指导
村两委走上乡村振兴的道路，把党和政府
对村民的关爱送到千家万户。他热爱秀
峤是真心与诚意的付出，为秀峤村所做的
点点滴滴，深得村民们点赞。对村民的赞
誉，黄东民说，“我主要就是配合村两委和
村民们做点工作”，乡村振兴是我们的共
同行动。现在我们要在尤溪县委县政府、
溪尾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努力推进秀峤
村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继续做好石、山、水文章，推
进文旅融合、康养结合的发展。

（文/图 记者 张华元）

不忘当初那句誓言不忘当初那句誓言
——记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的退休干部黄东民记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的退休干部黄东民

据闽东日报报道 人才兴则农村兴，乡村
振兴离不开人才聚力。近年来，周宁县紫竹
村把乡村“人才振兴”放在重要位置，吸引乡
贤回乡发展，共谋共建共治共享美丽乡村。

在距离紫竹村不远处有一处生猪养殖
场，既没有熏天臭味，也没有污水排放。紫竹
村党支部书记陈祖贵介绍，该养殖场负责人
正是紫竹村的乡贤陈木成。

近年来，紫竹村多方引导乡贤能人回乡
发展。2017年，恒力（厦门）石墨烯科技产业
集团董事长陈木成告别优越的城市生活，带
着资金、技术回到家乡。

陈木成收购了当地一家濒临倒闭的猪
场，探索微生物科技养殖生猪。在“黑技术”
的加持下，陈木成的养殖场不仅实现无污染，
且经济效益好、产品销路旺。

“科技养殖生猪为村民增收致富开辟一
条新路径。”陈祖贵说，在陈木成带领下，紫竹
村许多群众加入微生物科技养殖生猪队伍，
目前，全村共建设微生物科技养殖生猪基地
4个，存栏生猪 5000多只，年产值达 5000多万
元。

此外，村两委还引导村民和乡贤合作发
展生产，采取“企业投资、村委出地、群众入
股”的产业发展模式种植中草药，截至目前，
已种植草珊瑚 400亩、黄精 100亩、铁皮石斛
9000丛，预计年产值达300万元。

除了产业振兴，悄然蝶变的还有紫竹村
的村容村貌。村中景观沟渠为界，一侧是红

顶白墙的造福新村，一侧是古朴清幽的传统
村落，一新一旧，一静一闹，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村地处深山，过去基础设施薄弱，
群众住在危房里，大家渴望改善居住环境。”
陈祖贵说。

村两委一方面争取上级政策和资金支
持，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广大乡贤出资出力资
助家乡建设。多年来，紫竹村累计获得乡贤
捐资 2000多万元、上级部门补助资金 1000多
万元。

凝聚多方力量，小乡村迎来大变化。有
了资金支持，紫竹村顺利建成下后地至紫竹
公路、拓宽紫竹至方广寺道路，完成造福工程
点“三通一平”设施配套、房屋屋顶平改坡、地
灾点治理、古村落修复、夜景工程建设等30多
个项目。宽敞的柏油路修到村民家门口，乡
村面貌日新月异，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日
益增强。

62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陈仙赐说：“这几
年最大的感受是村庄环境变美了，我们住进
了新房，还能在家门口打工赚钱，生活越过越
舒坦了。”

“乡贤能人不仅带动村民脱贫致富，还带
动‘群雁’归来。”陈祖贵说，不少年轻人回乡
创业，他们有活力、有想法，将激发农村更大
发展。

陈祖贵说，目前，紫竹村加紧推进民宿、
农家乐、射击场等旅游开发项目建设，打造产
业发展新增长点。

周宁县紫竹村吸引乡贤回乡发展

本报讯 近年来，寿宁县注重建强乡村振
兴一线工作力量，鼓励引导优秀人才汇集乡
村，全力推动当地发展。

选优配强乡村振兴“主力军”。利用农村
创业创新园区等载体培育致富带富能人，动
员外出务工人员、经商创业者返乡担任村级

“六大员”，使他们更好地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精心打造三农工作“冲锋队”。整合省市

县科技特派员、乡村振兴指导员等服务三农工
作力量，培育帮带一批电商骨干、农业技术能
手、乡村工匠，通过建立“公司+合作社+农户”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带动发展壮大县域公共品
牌“下乡的味道”和茶叶、硒锌等产业，推动20

个产业薄弱村谋划晚熟葡萄、高山蔬菜、冷水
养殖等农业产业项目 43 个、预计总投资约
4923.5万元。

倾力打好宁智回引“乡情牌”。完善众
创空间、电商创意园等设施建设，支持高校
大学生返乡创业，对符合县级项目标准的给
予 1 万~8 万元不等补助，建立 8 家综合服务
型人才驿站，开展技术培训、资源推介等服
务工作，2021年计划推动回引人才反哺实施
项目 40 个，总投资 30 亿元。持续推行县处
级领导与返乡创业人才建立结对帮扶制度，
帮助解决信贷资金、土地流转、生产销售等
实际问题。 （通讯员 刘梅芳）

寿宁鼓励引导优秀人才汇集乡村

当代当代““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秀水峤山秀水峤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