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何芳芳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乡贤是乡村自治的主导者，是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如今，在城镇化、市场化、工业化等大

潮的冲击下，农村出现“空心化”，乡村文明出现断裂，农村社会治理面临困境。从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中寻找经验，呼唤“乡

贤回归”成为一股风靡全国的浪潮。

今年2月，新登镇在湘溪村试点杭州地区首个村级乡贤协会。而早在2014年，常安镇就提出了“乡贤聚力”发展战略，

大源镇则广泛发动乡贤良才回村任职。

从村、镇到区，富阳已在探索并实践“乡贤回归促进乡村振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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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安提出“乡贤聚力”战略，大源发动乡贤良才回村任职
新登更进一步，试点村级乡贤协会，探索“乡贤+”治理模式

“乡贤回归”助推乡村振兴

记者走访中，发现了一个很典
型的样本。

方凯，1988 年生，一个高大帅气
的小伙子。他 6 岁随父母从常安镇
沧洲村来到富阳城区生活，沧洲之
于他是逢年过节才回去的一个小山
村。

没想到 20 多年后，他有一半时
间留在村里，全面参与主持沧洲乃
至常安镇的文化事业。

他的朋友很不理解，“一个得过
全国十佳模特的人，怎么会甘愿去
农村”。方凯却回答：“传统文化是
一块宝藏，大有可为。”

他向记者展示了三四年来在村
里、镇里所做的一项项文化活动和
成果，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脸上是
控制不住的自豪与亢奋。毫无疑
问，沧洲村已成为他事业的一部分。

方凯是 2013 年回到富阳的，因
为外形、声音条件出众，一直活跃在
富阳主持界。2014 年前后，他父母
兴起了回村的念头，母亲当起了村
文化员，方凯开始接触到村里的一
些事。2016 年母亲摔伤，没法再回
村工作，就动员有文艺特长的方凯
接替文化员一职。

一年 6000 元的工资，一场活动
赚的都不止这个数，方凯犹豫过，不
知道自己到村里后能干点什么。只
是出于孝顺，他答应了。

没 多 久 ，沧 洲 村 要 筹 建 乡 愁

馆，任务交到方凯手中。他全身心
地投入到沧洲记忆的收集、整理工
作中，打开了一扇陌生而新奇的大
门。

“农村原来有那么多口口相传
的传奇故事，如果不是这次去跑去
问去记录，这些故事可能就随着一
代人的离去而消失了。”从 3 月份筹
建到 5 月份开馆，从策划到资料编
写，方凯全程主导，他第一次觉得家
乡离自己这么近。

有感于此，他把自己真正放进
了沧洲，把全部所学反哺于村庄文
化建设。

他没花村里一分钱，就把一间
农村旧宅改造成农家书屋，取名“我
们看书吧”，集书吧、茶歇、书画创作
展示于一体，2018 年 1 月被评为全
国示范农家书屋。这样的书屋，在
杭州仅有两家。

他把自己的文化创意公司注册
在沧洲村，设计商标“醉清枫”，为村
里的老手艺、小吃创意包装，定制礼
品，向外销售。

他组建古仓读书会（沧洲古名
古仓），几位阿姨在方凯的“调教”
下，范儿十足，时常被其他村、镇请
去演出。

他还在端午、中秋、春节等重要
节庆时组织各种活动。这些既保留
传统元素又融入时尚审美的活动，
让沧洲村名声大振。2017 年 10 月

底，由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酵素
分会主办的环保酵素应用研究研讨
会暨 2017 酵素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杭
州分论坛在沧洲村乡愁馆举办，方
凯负责会场布置、主持等工作。他
在会议桌上摆设了村民自己绘制的
团扇，典雅、古朴，得到了与会者极
大的赞赏。

在方凯把村文化事业搞得风生
水起时，村里领略到这个小伙子的
才干，与他的公司签了个协议，由其
全面负责沧洲村文化场所及设施的
安全管理和资产管理，建立专业团
队提供文化走亲服务，完成服务 2
万人次/年，年活动场次不少于30场
次，农家书屋全年借阅量达到 2000
人次，就业增收人次不少于 100 人
次，就业增收收入达到 20000 元。一
年运作经费标的5万元。

方凯借势借力，凭主持人的人
脉资源，将村越剧、武术、广场舞、读
书会等团队带到更广阔的天地，所
得的酬劳均归村民所有。他还带着
这些队伍去参加比赛，一来开眼界，
二来增名气。

方凯说，接下来要打造老作坊，
发展传统文化观光体验，让年轻人
走进沧洲村，领略农村不一样的气
象。他还说，老年人一个一个地离
去，深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传承的
紧迫性，他想发挥所长，为村里多做
一些。

新乡贤方凯，让沧洲村文化事业风生水起
有人问，方凯算乡贤吗？太年轻，财

力也不够雄厚。
这就涉及如何定义乡贤的问题。乡

贤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有的现象，是几千
年封建社会中乡村秩序的维护者，然而如
何对乡贤进行准确的界定，目前并无定
论。富阳大多数已在开展乡贤回归工作
的乡镇，也未对此明确定义，而是模糊地
认为“有一定级别的，各行各业的佼佼
者”，新登镇是第一个以文本形式给出标
准的。

新登镇机关事业退休人员党支部书
记项金南主笔的《关于构建“新乡贤”文化
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指出，相较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乡贤或乡绅，新乡贤摆脱了封建
等级制度束缚，没有了等级制度伴生的官
本位、权力依附、人身依附与家庭依附等
糟粕，而是呈现出新的特点和优势。“第
一，不问家世出身，籍贯住所”“第二，无论
财产多少，是否企业商会、大家聚族”“第
三，不问身份、官职、教育背景、年资阅历”

“第四，无论时空如何变换，时代如何进
步，古今乡贤的核心都是一个字‘贤’，以
德为先，以德为上”。

由此，新登镇给新乡贤界定了五类群
体。

第一类，籍贯或成长在当地（指本村、
本社区），姻亲关系在当地，工作在当地
（县、市）或外地的贤能人士，在人文、社
会、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取得显著业绩
且有一定影响，为农村、社区建设尽力的
精英、名流。

第二类，倡导“崇文尚贤、孝悌慈爱”
的乡贤文化，具有“爱国爱乡、乐于奉献”
的乡贤精神，热心于乡村事业，权力欲不
强，比较开明，在村民中有威望的干部。

第三类，有文化、讲道德、为人正直公
道；有爱心、肯奉献，被社会尊重；在乡村

主持地方风习、救助孤寡贫弱、为乡村出
创意点子；吸引资源来造福乡村，积极兴
力推动地方公益事业，赢得乡村声望的村
民，以及具备资格条件的社会志愿者。

第四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正能量方面引导示范一方，能带领
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回乡创业青年、
回乡艺术家、虔诚宗教徒，离退休的回乡
或在外地居住的干部、教师、企业家、农民
工、服务人员等。

第五类，践行以德为先、以德为上，敢
于担当、勇于奉献，个人德行威望与能力
成正比，具有热爱乡梓、护佑乡亲情怀，根
在村里、人在外地工作创业的各类社会人
士。

在四川省级政治理论刊物《党政研
究》2018 年 1 期的《政府动员、乡贤返场与
嵌入性治理：乡贤回归的行动逻辑》一文
中，提出“乡贤所共有的特质是有‘奉献于
乡里’的情怀，能够主动参与乡村治理，并
能够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

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兆成
在《论传统乡贤与现代新乡贤的内涵界定
与社会功能》一文中给出的乡贤定义是：

“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德高望重、能力突出
并致力于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益
事业，对地方有贡献的贤达人士。”湖南省
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黄海这样定义新乡贤：“既包括道德模范、
社会贤达等，也包括以自己的专长、学识
和财富建设乡村、改善民生的优秀人物。”

不论是从基层的实践还是学者的研
究来看，新乡贤的定义都不再拘泥于财
力、家世，而更侧重于德行与才干。

由此定论，创业青年方凯就是具备奉
献情怀、能影响乡村社会的新乡贤。我们
不再把乡贤等同于“乡绅”，而是能作用于
乡村振兴的新乡贤。

新乡贤定义：不再拘泥于财力、家世，更侧重于德行与才干

花如此大篇幅来说明乡贤的定义，是
为了更好地看清乡贤回归的路径，哪些人
能回来做哪些事？乡村振兴与乡贤回归
之间到底如何建立关系？

从新乡贤的定义看，这是一个跳脱于
传统意义的更为广泛的群体。实践中，许
多乡镇早已按照这一规律在汇聚乡贤的
力量。

常安镇是富阳最早用好乡贤力量的
乡镇。据统计，常安镇现有乡贤 500 余
人，在外创业乡贤 200 余人，从政乡贤 123
人，其中年营业额达 10 亿元以上的创业
能人有 3 人。如何发挥乡贤人脉资源、资
本积累优势助推常安建设，成为镇党委书
记林高贤极为重视的课题。

2014 年常安镇提出“乡贤聚力、生态
立镇、品牌兴镇”三大战略，林高贤说，定
位背后离不开乡贤的高见。当年 3 月，他
召集乡贤召开座谈会，富商张国标提出要
做好壶源溪文章，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
红旗出版社社长李仁国提出规划要放眼
长三角，广开思路。林高贤说，这场座谈
会是对全镇干部思想理念的洗礼，也更坚
定了“乡贤聚力”的信心。随后，常安镇成
立乡贤聚力工作组，建立乡贤档案数据
库，组建乡贤联络微信群，与乡贤建立起
密切联系。

如 何 让 乡 贤 参 与 到 村 镇 建 设 中 来
呢？常安镇想到了三条途径：建言参谋、
回乡创业、文化引领。

2015 年 4 月，常安成立乡贤顾问委员
会，聘请 31 名常安籍成功企业家、创业能
人、政界精英、高校教授、知识分子等有思
想、有公心、有人脉、有资本的乡贤担任

“醉美常安”发展顾问，每年清明节假期召
开“乡贤会”，探讨常安发展大计。

在回乡创业上，全力做好乡贤投资项
目服务工作，举全镇之力帮助乡贤推进项
目建设。比如 2014 年 7—8 月，短短两个
月完成锦绣花海600余亩土地流转协议签
订，为锦绣富春运动休闲综合体项目推进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充分发挥乡贤的正能量，以其嘉言懿
行引领乡风文明，是常安“乡贤聚力”的一

大特色。从“乡贤资源库”中物色 19 名能
说会写又实干的乡贤组成草根讲师团，到
村、企业、学校开展宣讲，讲述自己的励志
故事，起到良好的宣教效果。引导乡贤投
身公益事业，乡贤爱心人士支持参与的常
安“爱心超市”已持续开展 15 期，免费向
低保、困难、残保等弱势家庭发放衣服
3000余件。张国标捐助100万元用于老家
东风村的自来水工程，使村民摆脱了“一
年有8个月缺水”的历史。

乡贤的成功经历及其注重家风家教
的良好传统是“家文化”的最佳诠释。常
安将“乡贤聚力”作为重要抓手，通过“乡
贤带头立家规”“最美家训”等活动来大力
弘扬“家文化”。眼下，张国标、孙雁军等
常安籍富商共同捐资420万元筹建的常安
家文化传播中心即将动工。

常安镇的乡贤工作属于全面开花型，
给全区乡镇（街道）树立了榜样，然而他们
也有未解的困惑。

林高贤说，乡贤常年在外，与镇党委
政府主动接触较少，没有常态的、长效的
工作机制，导致运作模式不够完善，乡贤
与政府间的信任度不够深。也就是说，与
政府的主动积极相比，乡贤比较被动。

这就进入到更深层面，当政府动员形
成大气候之后，乡贤能否成为一股自发的
力量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成为乡村振兴的
新动力源？

方凯的回归是林高贤希望看到的一
股新生力量，而他很清楚，这是个例，在外
成功人士不可能个个回村，也没必要个个
回村。

大源镇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近两年
来，大源镇动员在外能人回村竞选村干
部，或推选为“两代表一委员”，东前村党
委书记程关刚就是其中代表，他任职后
展示了独到的视野与才干，迅速改变了
村风村貌。然而，大源镇困惑于如何更
持久地触动乡贤回归，而不是仅仅依赖
于情感的连接，是否能在政策层面有所
突破？

此时，新登的做法给了富阳乡贤回归
工作新的启示。

乡贤作用巨大，如何用好仍存在机制上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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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凯和他的“乡愁工作室”
方凯为常安农产品、手工艺品包

装设计的文创产品

方凯策划主持沧洲村中秋大赏暨第二期朗读会 村里孩子在“我们看书吧”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