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浙江安吉县递铺街道鲁家村，
一座座农家庭院干净整洁，绿树环绕，
青山相伴，蜿蜒曲折的水泥路通到家家
户户门前，白墙黛瓦的楼房、土黄色的
围墙相映成景。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鲁家村环境靓了，
农业强了，农民富了，到处充满生机和
活力。

鲁家村党支部书记朱仁斌认为，鲁
家村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主要是因为近
年来我国深化农村改革释放了农村发展
活力，农村土地“三权分立”制度改革
激活了土地资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盘活了沉睡的集体资产。鲁家村在现
有体制机制下不断创新，构建了“公
司+村+家庭农场”共建共赢的经营模
式，真正实现了“田园变景区，资源变
资产，农民变股民”。

田园变景区——

建家庭农场聚集区

距鲁家村游客集散中心不远处，一
辆辆满载游客的观光小火车从一座崭新
的火车站开出，驶向一个个村庄和家庭
农场，途经蒙古风情园、民宿区，穿过
淡竹园，到达大草坪区。游客在时光小
站下车，可以到大草坪区晒晒太阳，或
者在绿皮火车车厢建成的咖啡吧坐下来
喝一杯浓香的咖啡，或者干脆到村庄里
逛一逛；可以到农场体验采摘、垂钓的
乐趣，在土灶尝试做农家菜，或者到蝴
蝶农场看彩蝶纷飞；可以在村里找家民
宿客栈住下来，白天看天上云卷云舒，
夜晚望星空数满天繁星。

在鲁家村乡间小道上，偶尔可见农
民荷着锄头从田间归来。鲁家村夏家郎
自然村村民柏家中惬意地坐在自家院子
里的小凳上，感慨着村里这些年翻天覆
地的变化。以前村里脏乱差，蚊蝇满天
飞，垃圾到处堆，现在每个村民小组建
设一个污水集中处理站，保洁人员定期
上门收垃圾；村里的烂泥路变成了柏油
路，道路两边种上了树，装了路灯和监
控摄像头；以前村里电线私搭乱建，现
在电线全部埋到了地下。

“美丽乡村建设，就是要让村民过
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朱仁斌说。
2011年他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后，首先从
环境整治入手，抓住安吉县在美丽乡村
基础上创建精品示范村的时机，用 4 年
时间完成了精品示范村创建。从 2015
年起，鲁家村在全域建设“安吉鲁家”
生态农业观光区，全面提升村里的生态
环境、人居环境和发展环境，把鲁家村
打造成山水美、生态美与人文美、精神
美相得益彰的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
要有产业支撑。鲁家村实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40年来，农业生产经历了从一
家一户分散经营到家庭农场规模化经营
的巨变。朱仁斌决定把村里土地集中流
转出来，利用现有的农业资源和荒山荒
坡发展家庭农场，高标准规划建设18个
差异化家庭农场，打造全国首个家庭农
场聚集区。通过土地整理等方法，平整
土地、安装滴灌设施，修建田间道路，
并把田间道路改造成绿道，在机耕道上
铺设了火车轨道。通过引进社会资本投
资农场，投资规模从 500 万元到 5 亿元
不等，打造了海龟农场、“八月炸”农
场、牡丹农场、蝴蝶农场等独具特色的
农 场 ， 真 正 实 现 了 “ 田 园 变 景 区 ”。

2017 年 7 月份，鲁家村被评选为全国首
批15个田园综合体之一。

中午时分，走进“八月炸”农场，
农场女主人正为客人们准备农家饭。农
场主姚明月是土生土长的鲁家村人，年
轻时外出打工创业，2014年回乡投资农
场，陆陆续续投资了 600 多万元，把一
片40多亩的荒山荒地建成了一个绿水青
山环绕的农场，有可垂钓的鱼塘、可休
憩的绿地、可采摘的果园，还有散养的
鸡鸭在草地上啄食。“现在我们每天的
订单多得接不过来。未来打算提升农场
品位和服务质量，增加家庭式采摘、娱
乐等项目，春节期间计划组织家庭农场
过大年活动。”姚明月说。

鲁家村地处长三角消费圈，通过发
展乡村旅游，将好生态、好空气、好产
品加工成了一道“乡村大餐”。“与其他
景区不同的是，鲁家村回归了乡村的本
真，对全村的自然资源作了整理规划，
深度挖掘开发乡土文化和民俗。游客可
以在这里看到最原始的乡村风貌，也能
体验到最真实的乡村生活。”朱仁斌说。

资源变资产——

集体经济从弱变强

鲁家村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开
始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形式，不断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

资金短缺是鲁家村建设美丽乡村面
临的首要难题。朱仁斌盘活了村里办公
用房、厂房、仓库、场地等各类沉睡的
集体资源、资产。统筹利用各级财政支
农资金，清理垃圾，建设污水集中处理
站、公共厕所和小型停车场，修建村里
绿道、火车轨道，整修了河道沟渠，绿
化了生态环境，彻底改变了村容村貌。

鲁家村还探索“公司+村+家庭农
场”共建共赢经营模式。2014年，鲁家
村成立村集体股份合作社，推动村里资
产股份化，资源变为资产，让沉睡的资

源活起来。村集体股份合作社与安吉一
家旅游公司合资成立鲁家村乡土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占股
49%，旅游公司占股51%。

家庭农场是鲁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
支柱产业，也是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
由本村村民和外来资本投资。朱仁斌
说，他们对家庭农场的经营管理，实行

“三统三共”经营原则，就是统一设
计、统一平台和统一品牌，公司、村和
农场三方协商制定农产品和餐饮住宿价
格。现在，鲁家村的 6 个家庭农场已经
试营业。

短短几年时间，鲁家村集体经济不
断发展壮大，农民收入不断增多。2011
年，村集体资产不足30万元，现在村集
体资产达到2亿元。2011 年，集体经济
收入 1.8 万元，2017 年变为 335 万元，
2018 年 预 计 达 到 500 多 万 元 。 2011
年，村民人均收入 14700 元，2017 年
35600 元，今年预计可达 38000 元至
40000元。

农民变股民——

告别都市回归田园

记者在鲁家村闲逛，看见一些村民
正在修建新房。鲁家村干山坞自然村组
长庄传安年轻时外出打工，开过出租
车，在亲戚的工地上担任过管理人员，
在镇上定居，2014年从镇上返回家乡养
老。他现在不仅有股金、租金和养老
金，还和妻子经营着 20 多亩茶山和竹
园，每年有10来万元收入。他平常除了
做一些村民小组的工作，就是和妻子过
着含饴弄孙的日子，非常悠闲自得。

上世纪80年代初，鲁家村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鲁家村村民解决了

“吃饱饭”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富起
来”的问题。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
外出打工创业谋生，农村人才流失、劳
动力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农业副业化

等问题突出，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村庄
日渐衰败。鲁家村美丽乡村建设，不仅
改善了生态环境，更为农民打开了广阔
的致富空间，形成了“股金+租金+薪
金+养老金”的多元化收入格局，农民
流动轨迹又经历了从“外出打工创业
潮 ” 到 “ 返 乡 就 业 创 业 潮 ” 的 巨 大
转变。

记者了解到，现在鲁家村越来越多
外出打工创业的村民返乡创业就业养
老，他们经历过市场经济的磨炼，携带
着资金、技术、经验甚至营销渠道，回
到家乡就业创业，为鲁家村的可持续发
展注入了持久动力。而且，大量青壮年
劳动力返乡就业创业，有效改善了农村
空心化等社会问题，提升了村民幸福指
数，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

家庭农场是鲁家村村民返乡创业的
投资平台。庄庆伟 2014 年大学毕业后
回到村里和父母经营一个近百亩的茶
园，实行种茶、制茶、销售一体化经
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销茶
叶，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短短几年
时间，家里就盖起了一栋三层楼房。庄
庆伟说，鲁家村现在乡村旅游发展势头
好，他计划发展高端私人定制的采茶、
制茶等农事体验活动，一楼做制茶车
间、三楼做民宿，让城里人在采茶、制
茶过程中重拾对农村生活的记忆。

打工创业的村民告别都市，回归田
园，深耕桑梓，带动了鲁家村农民就业
创业，为农民拓宽了更多增收渠道，推
进了乡风文明。

为了扩大农民的增收渠道，村里鼓
励村民们在现有条件下开展适合自己的
投资。为了提高村民致富能力，村里
经常对村民开展民宿、酒店管理等
方面的培训，或者开展农业种植技
术方面的培训，让村民多掌握一
些创收致富的技能，多增加一
些创业就业的机会。

“农村环境改善了，农民收
入增加了，村民之间关系和谐了，
村民脸上的笑容多了,就是对我们工
作的最大褒奖。”朱仁斌说。

浙江安吉县鲁家村在美丽

乡村建设过程中，采用“公司＋

村＋家庭农场”模式，统筹实施

村庄规划、产业规划、旅游规

划，放大绿水青山优势。农业、

农村、农民紧密地融为一体，实

现了山乡巨变，村集体经济收

入从2011年的1.8万元增长到

2017年的330余万元。

浙江安吉县鲁家村：

“三变”释放美丽乡村活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日暮时分，在浙江安吉县递铺街道鲁家村火车站
前的一个停车场，已经65岁的后山村自然村村民楼
伯义穿着一身橙色工作服，同记者聊起了村里这些年
的变化，以及他本人从外出打工创业到回乡参与鲁家
村建设的经历，感叹鲁家村变化之大，幸福来之
不易。

以前鲁家村很穷，楼伯义20多岁时一个人外出
打工创业，后来在上海宝山区经营一家店铺，备尝艰
辛和无奈。在外打工，处处是黄金，处处是险情。出
得门多，吃得苦多，心伤得也多。大城市再好，也驱
不散他对故乡恋恋不舍的一份情怀。

楼伯义曾经担任了 6 年后山村村民小组组长，
2013年鲁家村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拆除违章建筑
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村民不理解甚至谩骂上
门做工作的村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朱仁斌就邀请他
回村里帮着做村民工作。为了做好引导示范，村里
拆除的第一个违章建筑就是他哥哥家的。他的体会
是，做村民思想工作很难，需要足够的耐心，不能
着急。他用了半年时间做村民工作，拆除违章建
筑，清理垃圾，打好了路基之后，才回到上海照顾
自家的店铺。

春暖雁归巢。随着鲁家村美丽乡村建设日新月
异，楼伯义返乡的念头越来越强烈。2014年鲁家村
成立了村集体股份合作社，他们一家5口人成了合作
社社员，分到了股份。这样，他们个人的利益与村集
体的利益紧密捆绑在了一起，村庄发展得好，个人就
好。就在这一年，楼伯义把店铺交给女儿经营，回到
家乡成为鲁家村乡土旅游公司的第一名员工，全身心
投入到鲁家村发展中。村里的火车铁轨是他带领一部
分村民铺设的，小火车开通后，他就负责铁路的维护
和道路安全。听着火车发出的第一声鸣笛声，他有一
种美梦成真的感觉。

“村民没有收益，美丽乡村就是做梦。现在村民
收入普遍比以前增长了30%。”楼伯义说。他现在每
月工资 3000 多元，作为村里的失地农民，每月有
1700元养老金；他的老伴不属于失地农民，每月养
老金200多元。家里的三四亩地流转给了家庭农场，
每亩地每年租金700元。现在，他成了一名真正拥有

“股金+薪金+租金+养老金”的“四金”农民，家里
还经营着七八亩茶山，每年也有几万元的收入。

“现在鲁家村发展得越来越好，相信鲁家村未来
会更好。”楼伯义说。

浙江安吉县递铺街道鲁家村曾经是
一个落后的山区贫困村，在美丽乡村建
设中能够脱颖而出，后来居上，成为全
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靠的就是创新发
展思路和经营模式，探索出了一条别的
村庄没有走过的新路。

在鲁家村，创新无处不在。当美丽
乡村建设遭遇资金短缺难题时，鲁家村
通过发动乡贤捐款、盘活集体资产和整

合各类支农资金解决了“钱从哪里来”
的问题；当乡村旅游发展遭遇“用地
难”问题时，鲁家村为了不占用和破坏
耕地，在机耕道上铺设铁轨，用废弃的
绿皮火车车厢建咖啡吧、店铺和公用厕
所；当一些村庄因为社会资本投资使村
集体和农民被边缘化时，鲁家村却通过
构建“公司+村+家庭农场”的经营模
式，让企业、村集体和农民三方共同分

享村庄发展成果。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创新就是

要突破现有体制机制的一些束缚，需要
地方政府为村干部创新提供足够的支持
和鼓励。对于在探索中前行的村干部们
来说，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创新一定
要做到合理合法又合规，要让自己的新
思路和新模式能够真正落地，这样才能
起到改变一个村庄的作用。

创新成就“鲁家村奇迹”
博 雅

“四金”农民的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刘 慧

③③

①鲁家村用废旧的绿皮火车车

厢建成咖啡吧。

本报记者 刘 慧摄

②鲁家村游客集散中心

（资料图片）

③鲁家村海龟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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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现在的
鲁家村水泥路通到
家家户户门前。
本报记者 刘慧摄

左图 鲁家村
旧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