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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周末，永泰县梧桐镇坵演村
总有一番热闹景象。从乡村会客厅
里的欢声笑语，到田间地头的忙忙碌
碌，原本安静的小村落里，正涌动着
无限的活力与希望。

作为市国资委所属首家 3A级大
型国有企业，福州城投集团坚持高起
点站位，主动前瞻布局，组建成立权
属企业福州城投乡村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乡发公司”），通过发挥国
有资本的带动和示范作用，与专业化
团队合作，“唤醒”了坵演村原本沉寂
的房屋、土地等资源，推动了资金、人
才、产业等要素下乡，不断激发乡村
振兴新动能。

农房变客房 村民变“股民”
作为革命老区基点村，坵演村的

蝶变之路，就从村里一间间闲置的农
房展开。

“我们和成都途远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途远集团”）合作，将
农民的闲置农房，打造成集乡村会
客、民宿、茶艺为一体的福州城投坵
演乡村会客厅。”市城投集团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让会客厅能持续运转，
依托途远集团自身完整的产业链条，
引入其旗下品牌“趣悠悠”负责会客
厅的线下运营和线上导流。

同时，会客厅还雇佣和培训当地
村民，负责“客房”的接待、保洁等工
作，帮助他们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
加村民收入，实现村企的互利共赢与
共同发展。

“村民变‘股民’，是我们帮助农
户持续增收的好办法。”该负责人说，
通过发挥国企市场化纽带作用，“村
民提供闲置农房（入股分成 20%）+乡
发公司投入完善农房设施设备（入股
分成 20%）+途远集团负责项目运营
（入股分成 60%）”的运营模式在乡村
会客厅落地。

自今年 6月 30日试运营以来，每
逢周末、节假日，乡村会客厅的客房

都供不应求，有效推动了乡村资源实
现价值转化，让农民入股有分红、收
益有保障。

村庄变“场景”农品变礼品
护好绿水青山，培育生态优势，

是坵演村一直以来的坚持。如今，城
投（永泰）·好农场”的落地，在守好村
庄绿色生态“宝库”的同时，吹响了乡
村振兴的嘹亮号角。

依靠自身资金优势，市城投集团
引入好农场—诚食（北京）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农场集团”）
建设“城投（永泰）·好农场”，通过租
赁原农村零散土地，在不到 1个月的
时间内，就快速实现了第一期45亩土
地的流转。

依托好农场集团的先进管理经
验，生态种养殖产业连片打造，今年
6月 30日，农场正式开园，成为市城

投集团助力打造大樟溪沿岸乡村振
兴示范带绿色生态新农业的标杆场
景。

据了解，城投（永泰）·好农场”利
用当地农业资源，培育绿色、生态有
机农业，开发新蔬菜产品。同时，还
注册了城投自持商标“好飨礼”，进一
步通过文旅赋能，拣选乡村农特产品
进行统一品牌化包装，拓宽农特产品
的销售渠道和市场，将其打造为更受
市场欢迎的“礼品”。

“农场里的部分蔬菜已开始定点
采摘，在城投乡发和好农场平台线上
预约销售，让更多‘好货’走出大山，
也增加了农民收入。”该负责人说，在
运营好农场的同时，市城投集团还积
极引入文旅、民宿、康养等现代产业，
助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让坵演村旅
游消费市场越来越旺。

党建强引领 源头活水来
一路青山夹绿水，潺潺流动的大

樟溪将诗画美景串联，在坵演村这幅
美丽的“风景画”里，处处有市城投集
团坚持党建引领，以组织振兴推动产
业、人才、文化振兴的“红色力量”。

一支由乡发公司党支部、福州城
乡规划设计院党支部、永泰县域乡村
振兴相关乡镇村、项目运营方集结组
建的联合党支部，是提升基层组织凝
聚力的核心。作为连接村民与项目
的纽带，联合党支部成员多次与村民
沟通，详细了解村民关切，解答村民
疑问，让村民亲自参与乡村振兴项目

建设，不断提升他们的满意度和幸福
感，激发主人翁意识。同时，乡村振
兴项目的加速推进也有了扎实的群
众基础。

一间人才工作站，是筑巢引凤助
力乡村发展的“引擎”。目前，福州城
投（永泰）乡村振兴人才工作站已有
18名成员，涵盖现代农业、金融投资、
运营管理等领域，在充分发挥引领带
动作用之余，工作站还将积极调动当
地乡村振兴人才的积极性，打造扎根
本土的“乡创客”孵化平台，吸引各方
人才与乡贤投身乡村发展。

一个坵演农文旅品牌，是市城投
集团在村里的“新活计”。眼下，除深
度开发“城投·好农场”项目和利用好
乡村会客厅外，小坪寨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实践中心、红色初心馆等项目
建设也在积极推进。

记者了解到，市城投集团还将配
合永泰县和梧桐镇政府做好“领头
雁”，继续向坵演村导入资金、人才和
产业等资源，将生态农业、文化旅游
串成一条现代绿色的旅游产业体系，
助力坵演农文旅品牌唱出新曲。

“集团参与坵演村乡村振兴项目
的投资建设，是实现以城市带乡村、
县区和市属国企互动，启发合作共赢
的新思维，也是带动乡村产业兴旺的
具体实践。”该负责人表示，未来，市
城投集团还将不断努力，助力坵演村
加快打造革命老区脱贫典型样板，探
索一条具有福州特色的国企助力乡
村振兴之路。

近日，市总工会组织我市45位各
级劳模参观“我们走在大路上”福州市
职工政治生活馆。活动邀请到了两位
九旬劳模王齐昂、陈贞澜，他们分别在
上世纪50年代获评首届福州市劳模和
全国劳模，党龄都长达60多年。此次
为支持市职工政治生活馆建设，两位老
人捐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6枚劳模奖
章。看到这些奖章被精心摆进陈列柜，
老人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奖章背后有
什么动人的故事？记者走近他们，聆听
70年前劳模火热的奋斗故事。

王齐昂：
改装车床凸轮产量提高10多倍

今年 93岁的王齐昂在 1951年获
评首届福州市劳动模范，当年共有
108人获评，此次他捐赠的正是这枚
首届市劳模奖章。

老人告诉记者，他 13岁当学徒，
抗战结束后进入工厂做海船，获评市
劳模时他是省轮船公司的一名钳工
和车工。“当时我负责给木壳船安装
机器，获评首届市劳模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刚解放时，我参加了支前工
作，带着工友们抢修、改装机帆船，为
解放军解放周边的一些岛屿提供后
勤援助。还有一个是搞技术创新，把

凸轮产量提高了10多倍。”
王齐昂说，凸轮是轮船机械设备

里的一个重要零件，也是易耗品。“最
开始这个零件只能手工做，高级钳工
一天也只能做一个。我就想如果能
用机器做，产量不是可以翻番？于是
我带着班组人员反复实验，一个月吃
不好睡不稳，终于成功改造机床，用
铣床一天能车出16个优质凸轮，带来
了极大的效益。”

谈到自己何时入党，老人说他于
获评市劳模次年便光荣入党。“车间
的党支部书记是位车工，他是解放前
地下航线的老党员。在业务上他是
我的师傅，在政治上他是我的引路
人。”获评劳模后，王齐昂被组织选送
去学文化，补到高中文化的他在日后
的工作中更加如鱼得水。

谈到父亲捐赠的这枚奖章，他的
女儿说：“一听说市职工政治生活馆
需要这枚奖章，父亲便毫不犹豫同意
捐出。他常跟我说，感谢党，让他一
个穷孩子有了文化有了工作，有了幸
福的人生。”

陈贞澜：
总结安全生产方法在全国推广

今年 98岁的陈贞澜 1956年获评

全国劳模，当时他是市造纸实验厂
生产组长。“当年全省轻工系统获评
全国劳模的只有 6 人。”老人骄傲地
说。

问到当年为何会获评全国劳模，
老人的孙子陈光明打开了话匣子。

“我从小就听爷爷讲这些故事，他获
得的各种奖章有30多枚，我特地做了
一个展示盒，把它们全部装起来，要

作为传家宝传下去。”
陈光明说，那年评的全国劳模都

叫“全国先进生产者”，爷爷会获评因
为他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总结出
一套安全生产方法，经省总工会向全
国推广；一件是有一次涨洪水时，为
了疏通被堵塞的抽水泵进水口，爷爷
毅然跳入10多米深的浑水中，由于水
压太大，上来时他鼻血直流。“造纸厂

万一被淹，纸张就全部作废了，那损
失太大了，所以我没想那么多就跳下
去了。”陈贞澜说。

至于向全国推广的安全生产方
法是什么，老人说是“六查四办法”。

“六查”是开机查、关机查、停机查等，
“四办法”是耳听、眼看、鼻闻、手摸。
“这套安全生产方法保证了班组生产
连续三年无安全事故，不仅适用于造
纸行业，也适用于其他有机械设备的
行业，就算现在看来也不过时。”市劳
模办主任余荣发说。记者还了解到，
陈贞澜于1955年获评市劳模，次年获
评全国先进生产者，之后因技术创新
和合理化建议，多次获评市劳模、省
劳模等。

陈光明说，在爷爷的言传身教
下，他和父亲也扎根造纸行业接续奋
斗。父亲曾担任过上山下乡所在县的
造纸厂厂长，年年获评先进。“这次爷
爷捐出的奖章共有 6枚，包括上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的各级劳模奖章。
我鼓励他捐出来，把奖章背后的故事
向晚辈们说，把劳模精神传下去。”

老劳模精神
激励一代代年轻劳模

参观活动现场，市总工会为两

位党员劳模送上鲜花。当劳模们当
年的光辉事迹和如今捐赠奖章的举
动被大家知晓时，现场响起热烈掌
声，劳模们向老前辈投去了敬意的
目光。

全国劳模陈雪金告诉记者：“从
老前辈身上，我学到了很多。这么多
年来，技术创新和勇于奉献一直是劳
模不改的本色。虽然我退休了，但我
有技术，要发挥专长，继续为果农服
务，让市民们吃上更多更甜更健康的
水果。”

全国劳模邱奕多说：“和两位老
前辈一样，我也是一线工人。参观职
工政治生活馆让我很有收获，也更加
坚定了我投身技术创新的决心。”

得知当天正是王齐昂老人 93岁
生日，市总工会在市职工政治生活
馆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会，
各级劳模们为老人唱起生日歌。吹
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时，老人激动
地说：“谢谢工会‘娘家人’，这是我
这辈子过得最有意义的一次生日！”

“祝您健康长寿，劳模精神是永不过
时的宝贵精神财富。祝福两位老前
辈，期待我们能在这里给两位庆祝
百岁生日！”市总工会负责人说。

“四变”加“一引”“盆景”变“风景”
福州城投集团推动资金人才产业等要素下乡，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本报记者 孙漫 通讯员 薛林 万甲星 许逸仙

九旬劳模捐奖章 奋斗故事代代传
上世纪50年代珍贵劳模奖章永久收藏于市职工政治生活馆

本报记者 李白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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