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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框眼镜、黑色西装、浅蓝打底衬
衫⋯⋯虽然离开IT行业好几年，韦贵康
的装扮仍然像都市白领。

韦贵康是从广西合山市岭南镇石村
走出去的大学生，学的是计算机专业。
大学毕业后，他在杭州入职华为旗下的
一家企业。在环境优美的都市拥有一份
令人羡慕的职业，韦贵康的人生道路顺
风顺水，成为家人的骄傲。

然而 2012 年，韦贵康在工作 4 年后
辞职回家养殖肉兔，从一名IT男变成了
养兔郎。5 年过去了，附近倒闭了两家
肉兔养殖场，而他的养殖场发展到存栏

2 万余只、年出栏 6 万
余只、年产值300多万
元，成了广西最大的肉
兔养殖基地。

说到回来养兔的初
衷，韦贵康说纯属机缘
巧合。

2012 年，韦贵康
回家里过春节，发现国
家对农业发展的政策支
持力度很大，而家里又
有人会养兔，便萌生了
结合自己在外面积累的
管理经验及市场资源把

养兔业做大的想法。
这一想法立即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尤其是我妈，说当初全家人辛苦供我上
完大学，好不容易在杭州这么好的城
市有这么好的工作。现在走回头路，又
回到村子里，简直让人笑话。”韦贵
康说。

后来，韦贵康一个劲儿地向家人灌
输回家创业的有利条件，加上软磨硬
泡，终于得到家人的同意，从小规模养
殖开始试验。“我们一家分工很明确，爸
妈如今是重要的饲养员，负责护理母
兔，弟弟负责防疫及幼兔养殖，我负责

市场和销售。”韦贵康笑着说。
回家创业的路并非坦途。第一年小

规模养殖的 5000 只肉兔很成功，赚到
了钱。一家人信心很大，第二年立即扩
大养殖规模。然而，由于缺乏大规模养
殖的经验，管理跟不上，结果发生了疫
病，兔子大批死亡。

这一次挫折虽然让一家人很难过，
但韦贵康却决心继续闯下去。他把户口
从杭州迁了回来，抱着必须成功的决
心，不给自己留退路。

“很庆幸在这么大的损失面前，我们
仍没死心，在总结经验教训和改进养殖
技术后选择了坚持，如今越养越好。”韦
贵康说，“由于品质好，我的兔子都是要
提前半个月交钱预订的”。

韦贵康认为，品质和品牌打造是自
家兔子赢得市场的重要原因。所以，他
的兔子只喂干草和玉米粉，纯生态养
殖，这深受市场的欢迎。在兔舍的墙
边，记者看到一套水冷设备。韦贵康
说，别小看这套设备，没有它，夏天是
赚不到钱的，因为太热兔子就不会发
情，从而影响繁殖。

“搞农业风险大，投资大，周期长。
返乡创业一是要坚持；二是要确保资金
链不断，滚动发展；三是要掌握技术，

科学养殖；四是要瞄准市场，注重营
销。”谈到这几年的经历，韦贵康深有
感触。

在创业的过程中，韦贵康得到了当
地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如养殖场地
的落实、贴息贷款的支持等等。他认为
自己能取得成功，归根于国家支农扶农
的好政策，归根于故土的滋养。

韦贵康和家人取得成功后从没有忘
记乡亲们。他以自身的致富经验，带领
群众脱贫致富。在当地党组织和扶贫部
门的帮助下，他成立了养兔专业合作
社，利用“合作社+农户+基地”的发展
模式，共带动 175 户贫困户发展肉兔养
殖，合作社免费向农户提供种兔和技
术，并承诺以保底价回收出栏肉兔，合
作社和农户协定分红比例，解决了农户
养殖技术及销路两大难题，拓宽了群众
致富门路。

“下一步我计划搞肉兔深加工，形成
产业化，同时规划建设休闲农庄，开发
各种肉兔菜肴。自己做好了，才能更好
地带动大家。”韦贵康说。

现在韦贵康觉得最开心的事，就是
看着养殖场一天天壮大。“返乡创业很有
前途，很有成就感，我觉得我选对路
了。”韦贵康说。

IT 男 变 养 兔 郎
本报记者 童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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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摊上事”到“最美人物”

客运员张蕾半年客运员张蕾半年““逆袭逆袭””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李 静

“感谢热心肠的小兄弟，自己家种的红薯寄给你尝
尝！”2 月 16 日，郑州站客运车间二班客运员张蕾收到一
包红薯和一封感谢信。事情还要从元宵节那天说起。旅
客王向娜提着大包行李，怀里抱着不到1岁的儿子，回许
昌娘家过元宵节，由于路上堵车，没赶上火车的她来到服
务岗前请求帮助。

“姐姐别着急，我带你到总服务台办理改签。”当班的
张蕾迅速接过王向娜手中的行李。不到 2 分钟，售票人
员便麻利地帮王向娜改签好了1张到许昌的车票。

看到王向娜带着小孩不方便，张蕾又护送他们到重点
旅客休息区休息候车。“车快要放行了，我送你们先去站
台。”离列车进站还有半个小时，张蕾提着行李，又护送王向
娜来到站台。直到把母子二人送上车，张蕾才放心地离开。

帮“袋鼠妈妈”回娘家，送残疾旅客坐汽车，自己垫钱
为旅客买票⋯⋯春运期间，张蕾帮助了许多旅客，也因为
收到的感谢信最多，被评为客运车间的“春运最美人物”。

很难想象，之前的张蕾可并不算是一名“合格”的客
运员。半年前，他因为一时冲动，态度粗暴被旅客投诉。
车站因此对他处以重罚，除停职待岗之外，还在全站6个
车间、26 个班组巡回作检查 26 次。他都不敢把停职待
岗的事情告诉母亲，怕她难过。

“当别人把你否定时，自己不能把自己否定，只当成
人生的一个磨炼，你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从哪里跌倒就从
哪里站起来。”正当“摊上大事”的张蕾心情低落时，车间
大班书记董赞和大班主任赵力约他聊天。

两位大哥掏心窝子的话一说出来，张蕾忍不住痛哭
起来⋯⋯正是车间集体的关心与鼓励，帮助他顺利从逆
境中走出来，重新认识岗位带给他的意义。这不，还一鼓
作气逆袭成了“春运最美人物”！

“我刚发表了一篇讨论乡村问题有
解无解的文章，正准备写一篇关于乡朴
美学的文章。”对张诚的第一印象，既
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的是他作为企业掌舵人所具有的严谨细
致、雷厉风行风格；意料之外的则是他
坚守尊重自然、热爱大地的情怀，以及
时不时把想法见诸笔端的文气。

从商业地产到田园综合体

在实践田园综合体事业之前，张诚
曾在万达集团任副总裁，从事了十多年
伴随中国城市高速发展时期热门的商业
地产领域——城市综合体。在传言中，
他曾是王健林最可能的接班人。正值事
业激情无限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
用一种云淡风轻的方式，引用 《再别康
桥》 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的离任消息。
用张诚的话来说，他想按自己的想法，
在快速城市化时代之后，在社会更需
要、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上，探索
并开创一个新的模式。

张诚把目光投向了乡村。中国的乡
村长期处于商业热点之外，想在这里有
所作为，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建筑师
出身的张诚认为，未来的规划研究热点
在城市更新和乡村发展这两头，而他一
直在潜心研究乡村发展，继而提出了田
园综合体和“新田园主义”十大主张，
成了“新田园主义”的代表人物。

“近年来，乡村这个话题非常热
门，各行各业都在关注。对于乡村的憧
憬一直围绕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们一直
期望看到一幅富饶、恬静和美丽的乡村
画卷。但这样的画卷绝大部分出现在一
些发达国家。我希望这样的风景也可以
是我们中国触手可及的生活家园。”张
诚如此解释自己投身乡村建设的最初
想法。

2012 年，张诚写出 《田园综合体
模式研究》。他如此设想：农业生产是
基础，通过引入现代科技农业生产技
术，提升农业附加值；而休闲旅游产业
依附于农业，需要与农业相结合才能呈

现田园特色；田园社区则依赖于农业和
休闲旅游产业，形成以田园风貌为基底
并融合了现代都市元素的人居环境，围
绕住民和游客，建设有基础产业、有新
型产业和城乡一体、村落肌理的田园
社区。

《田园综合体模式研究》 不仅是篇
论文，更是探索中的一本乡村和特色小
镇建设操作手册。“‘田园综合体’这
个概念借鉴了城市综合体的一些管理思
想，包括多功能、多业态组合逻辑，移
植到乡村的建设中。”

在他看来，无论城市综合体还是田
园综合体，跨业态的经营逻辑是共通
的。“田园综合体是多产业的综合规
划。例如，原来是片农田，现在要有观
光功能；原来是栋民居，现在可以同时
开个客栈。可见，综合体是突破原有惯
常用途思维的。”

每个人心里都有桃花源

过去 4 年，在盛产水蜜桃的江苏无
锡阳山镇，张诚的田园综合体实验得以
呈现。“没有人能够阻挡我对于田园的
追寻。我就是这样，喜欢御风，以梦为
马！”2014 年 3 月，张诚在他的微博中
写下这样一段话。

对于田园综合体这个新事物，张诚
和他的同事并没有可以参考的模板。最
重要的就在于要得到当地的理解和支
持。“当时考察过好多地方，但是一到
阳山镇，内心就激动了，这里有万亩桃
林，太棒了。”他说，这里还有着深厚
的文脉底蕴，也是典型的美丽乡村：阳
山镇早在 2012 年即入选国家发展改革
试点城镇；2013 年，当地规划提出打
造“中国最美生态小城镇”。

让他庆幸的是，遇到了跟他有同样
理念的地方领导。几年前，阳山镇就着
手把镇里分布在桃园中的工厂“请”出
去，在散落的农田集中栽种水蜜桃。这
并不容易，要知道在当时，乡镇工业占
阳山镇经济的主要比重。张诚认为，从
阳山镇可以看到，苏南乡镇在社会经济

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和百姓不断探寻
可持续发展之道。

时至今日，张诚的很多同事还提起
他在拾房村“刀下留房”的故事。在建
设前，张诚先期对原来的村庄历史做了
调研，在已拆迁过半的危旧村舍中，选
中了 10 座看似“无价值”的老房子进
行修缮保护。那是 10 栋原本很普通的
村民住宅，修缮成本很高，同事们主张
拆除，但张诚坚决反对，与之一同保留
的还有池塘和 141 棵树。如今，拾房村
已成为田园综合体里的乡村文创园。后
来，他专门编了一本书稿，就叫“拾房
故事”。

如今，小镇的乡村周围环绕的不仅
有桃花、流水和农田，还有温泉、客栈
和田野乐园、学校，小镇居民似乎都能
亲密接触几亩垄耕。咖啡馆、面包店的
院子边上是一垄垄紫苏、西芹和薄荷；
而现代餐厅的不远处是正在吃草的牛，
更远处则是新社区⋯⋯这既符合人们对

“桃花源”的想象，也让这片土地成了
交织着生产、人居的新田园，吸引了众
多市民前来休闲观光。

乡村发展值得更多期待

投身实践的同时，张诚对新农村建
设和新型城镇化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
2013年6月，他的微博发了这么一条观
点：“城镇化首先应以保护乡村人文和
环境为基础，不能让乡村变得既不像城
市也不像乡村。农村发展的根本是如何
盘活农业农村经济，而不是动辄玩花
样。”他建议做田园综合体的企业不能
停留在地产盈利的思维中，多做农业和
旅游，保留当地的文化，这样才有价
值，“那些只会抱着地产思维的人请到
城市里去吧！他们在乡村是不可能成功
的”。

今年2月，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发
布，“田园综合体”被写入其中。在培
育宜居宜业特色村镇条目下，文件提
出，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田园综合

体。在之后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央农
办主任唐仁健解读说，这是当前乡村发
展新型产业的亮点举措。

在张诚看来，田园综合体是集现代
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于一体的特
色小镇和乡村综合发展模式。这是在城
乡一体格局下，顺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农村新型产业发展，结合农村产
权制度改革，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新
型城镇化发展的一种模式。

采访中，张诚坦言，田园综合体的
探索也离不开专家的点拨。3 年前，他
认识了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我早知
道并钦佩其学问，看过他的著作 《城乡
中国》，而且知道他主张现实调查和产
权制度等经济学观点。我跟他说，我们
设想了一套理论，并正在实践一种乡村
发展模式。如果做出了一点名堂，就请
他去看看。”

去年底，张诚再次见到了周其仁。
这时，他的思考也越发深入：以乡镇工
业发展乡村经济，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乡
村的发展。但这一模式后来遇到了瓶
颈，乡镇工业不再具有产业的比较优
势，还会造成环境污染，这使得乡镇工
业无以为继。他进而提出，以文旅产业
和现代农业带动城乡一体发展。农村问
题的解决也要去城市寻答案，“后来，
我发现，这与周教授的文章 《农村发展
离不开城市元素的应用》不谋而合”。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田园综合体正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张诚看来，这
样的创新实践有效地把政府、农民、市
场、金融机构各方的力量糅合到了一
起，为新型城镇化的探索打开了更大的
空间。对于田园综合体，人们有理由给
予更多期待。

采访的最后，张诚说：“如今再到
阳山镇，乡间景色恬静宜人。回忆初到
时的场景，那份淳厚质朴的情感还在。
这是一片共享之地。无论乡民还是都市
人，都参与到了这里的田园生活，一起
分享自然的馈赠，共同打造这个城乡共
生的新环境。”

张 诚：

复 兴 田 园 归 初 心
本报记者 乔金亮

人物小传

张诚，东南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2001 年，他加入万达集团，曾任万达集团副总裁。2011 年，加入东方园

林，任东方园林产业集团总裁，此后转向文旅产业。2012年起，陆续提出“田园综合体”的概念、模型，主张以休

闲旅游引导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并在乡建领域发起新田园主义理论，实践首个田园综合体。

其 实 ，我 们 全 家 都 是 裁 缝
在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有一家远近闻名的阿龙制

衣店。阿龙的真名叫何龙，父母都是旗袍手艺人。但他
当年并不想学这门手艺，后来在父母影响下，从 16 岁开
始他喜欢上了做旗袍。这一干，就是近40年。何龙对自
己的手艺没有保留，凡是诚心来学习的，他都收为徒弟悉
心指导。他带出的徒弟，以及徒弟的徒弟，有上百人。

几乎与自己小时候一样，他的儿子何振宁长大后，起
初也不想从事这门手艺活。后来，在他的开导下，何振宁
逐渐有了接班的想法，何龙非常高兴。

年轻人聪明，一学就会，就是动作有点慢腾腾。何龙
也不着急。他知道，慢工出细活，裁缝师傅心里首先要有
作品，而要做出精品，必须学好三分裁、七分做。何龙相
信，打好基础，孩子会更快地成长。 耿玉和摄影报道

父亲何龙正在手工裁剪布料，儿子何振宁认真学习。

父亲何龙（右）给儿子何振宁讲解旗袍制作要领。

父亲何龙打算明年让儿子出师，单独去开店闯江湖。

位于江苏无锡阳
山镇的田园综合体景
色优美，为当地百姓
提供了超过 70 个文
旅和管理就业岗位、
160 多个农业生产岗
位，吸引了一批返乡
创 业 年 轻 人 开 设 书
院、咖啡馆等。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