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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军/文
从国家的战略规划文件中，我

们可以看到：从现在开始的 5 年乃
至更远，“富民”已成为国家战略经
济长期发展的根本，其真正目标将
是如何让民众充分、合理、及时地分
享经济发展成果，即强调如何切切
实实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

而如何完成幸福中国的建设之
路，无数的人都在开拓幸福中国版
图的征程上努力着。记者最终将关
注视角投向了位于台州市路桥城区
南大门的方林村以及浙江方林集
团，落脚在这个已实现家家住别墅、
户户生态园梦想的新农村。

将发展定位为“兴办市场”，并
于 1984年 10 月开张了浙江省第一
家旧机械设备市场，10 年后开办中
国商城方林机动车交易中心。

方林村位于台州市路桥城区南
大门路桥十里长街末端，面积仅有
0.4 平方公里，农户 270 户，人口
1058人，在浙江台州版图上实在不
起眼。可就是这么一个小村落，村民
户均住房面积达 290平方米，拥有
轿车 1.2 辆，全村花木覆盖率达
60%，建设有一套“吃粮有保证、上学
奖学金、看病能报销、养老有保障”
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并成为全
国第一批生态示范村。

但熟悉方林的人一定知道，如
今的方林村虽然是人人都过上了安
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但在 30年前，
方林村还是全公社有名的以传统农
业为主的借款村，村和民都十分贫
穷，只能说是勉强填饱肚子。村穷民
贫的处境使得当时刚上任的村支书
方中华的肩上扛上了沉重的担子，
尽快让方林村脱贫致富成为了他当
时最大的心愿。

正当方中华和其他村干部为村
子如何脱贫致富伤尽脑筋之时，中
央下发了 [1984]1号和 4号文件，提
出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
活”的口号。这项政策带来了方林村
致富的曙光。“方林村紧靠路桥这一
全国闻名的商品集散地，104国道穿
村而过，地理优势十分明显，村民又
有较强的经商意识和商品意识。我
们当时在想，既然传统农业解决不
了致富问题，照搬‘苏南模式’走工
业兴村的路子也已落在后边，何不
利用村子本身的优势，尝试经商这
条新出路呢？”方中华书记告诉记
者。

当机立断，方中华和村子的领

导干部们迅速做出了“依托大市场，
兴办小市场”的决策。于是，1984年
10月浙江省第一家旧机械设备市场
在方林挂牌开张了，不过规模只有
0.6亩的面积。
“当然，那个时候做事情也顶着

很大压力，但我们认为自己的路是
对了就要放手去做，就是磨石头改
良田我们也做。搞规划必然要涉及
到个别人利益。当时有一户人家对
土地建房标准很不服气，在小组成
立会议上拿出绞刀威胁。很多人围
观看热闹，看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
题，化解这个局面。我们就做他的工
作，让他知道土地是集体的、是国家
的，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身为村
书记，我们是党员、是干部，要把老
百姓的工作做好，僵持之下最后还
是解除了危机。这样也就开启了我
们的创业之路。”说起那段“尝鲜”和
“奋斗”的日子，现今的方中华还是
颇有感触。

辛勤的汗水最终得到了丰厚的
回报———旧机械设备市场当年成交
额 45 万元，上交村里 5 万元，方林
迈出了市场兴村坚实的第一步，也
为接下来的创业淘到了第一桶金。

1994年，台州撤地建市和路桥
建区。方中华敏锐地察觉到方林二
次腾飞的机会来临了。于是，他力排
众议，打破常规，以优惠条件让区公
管所和交警大队落户方林，并向区
有关部门争取到把客运南站从田洋
王村搬入方林，继而又以惊人的气
魄投资 1900 万元创建了第二个市
场———中国商城方林机动车交易中
心。

靠集体经济的滚动发展，方林
村注册的浙江方林集团已是拥有 13
个子公司、5 亿元资产、7000多万元
积累的大型经济体。

步入上世纪 90年代中后期，方
林又敢于第一个在汽车行业吃螃
蟹，他们抓住国家鼓励汽车进入家
庭的有利时机，在 1996年当机立断
建起了台州第一家汽车交易市场。

历史跨进了 21世纪，方林人并
没有停下改革的脚步，走出了一条
颇具特色的方林之路———以市场为
龙头，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以农民商人为主力，离土
不离乡，第三产业带动一、二产业发
展的农村迅速城市化之路。目前，已
形成了汽车、摩托车、制冷配件、花
卉、房产、机电、灯具、市场等产业格
局，有浙江方林汽车城、浙江方林二
手车等五大市场，年成交额近 75.9

亿元，商贸市场繁荣发展。
市场的繁荣也带动了方林村第

三产业的蓬勃发展。方林村今年连
续兴办了路桥客运南站、货运南站、
特种车停车场、搬运装卸服务队等
三产企业。汽车维修服务业、饮食旅
馆业、文化娱乐业纷纷涌入，第三产
业进入了“黄金时期”。2007年度统
计，按 GDP 比重一、二、三产业结构
比为 1.33：40.6：58.07，按劳动力从
事三产比重为 0.3：39.3：60.4，已形
成了“倒金字塔”的合理结构，即以
发达的第三产业带动第二产业，同
时支持第一产业的发展。这不能不
说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

实践足以证明，中国农民完全
有能力在开放政策引导下，依靠自
己的聪明才智在推动新农村建设和
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扮演主角。目前
的方林村注册的浙江方林集团已是
拥有 13个子公司、5亿元资产、7000
多万元积累的大型经济体。方林人
上不靠拨款，下不靠集资，靠集体经
济的滚动发展，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闯出了一条市场兴村的新路。

上海同济大学为方林村做了
《村庄发展规划》，中国水电顾问集
团华东勘测设计院的专家编制了
《方林生态村建设规划》。

到过方林村的人无不感慨村庄
优美。村民们犹如生活在城市的风
景里，但又比城市少了很多车来人
往的喧嚣和繁杂，村子幽静、安宁、
祥和，小区实现无烟尘、无噪音、无
废水污染，花木覆盖率达 60豫以上。
方林村如今犹如仙境的幸福生活不
是无故形成的，这与方林人具有前
瞻性的战略思维和独到的发展眼光
密切相关。

20世纪末的方林村刚脱贫致富
不久，然而在这时候方中华却提出
要“打破小农意思”。他力排众议，针
对当时农村“只见新房子，不见新村
庄”的现象，提出了“全面规划，重塑
一个新方林”的大胆设想。要知道，
当时的大环境是农民做好生意，过
上好日子，“一个农村要做规划”这
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天方夜
谭。

也许是农民的超前思想感动了
同济大学的老师，抑或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小乡村渴求发展的原动力让
老师们折服，最终，上海同济大学以
7元晒图纸的成本费为方林村做了
《方林村村庄发展规划》。按照 1995
年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设计院的专家
对全村村庄做的高起点规划，分为

商业区、工业区、农业区、住宅区四
个区块，对各个区块进行了科学的
定位，并确定近期、中期和远期发展
规划。

2004年方林村又请来中国水电
顾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院的专家编
制了《台州市路桥区方林生态村建
设规划》。在规划的指导下，方林村
大力开展了生态村建设，首先关、
停、迁污染重、高能耗的 4家企业；
其次是投入 1500 万元完成了公共
绿化、游泳池、网球场、篮球场、幼儿
园、医疗服务中心等建设，村内绿化
率达到 60豫；三是投入 800万元完
成老年公寓、门球场馆的建设，公寓
里配有食堂、医疗室、健身房、图书
馆、休闲室等；四是全村村民总投入
9000万元完成一、二期 192套低层
联立式村民住宅别墅，三期 60套别

墅即将完工，家家户户都住进别墅
式住房。

现在站在幸福中国的角度来细
细品味当初的规划，才恍然间顿悟
方林的幸福之路是在规划中找到了
发展方向。

完善了社保的方林村，“小有
教”、“老有靠”、“房有包”、“病有
报”、“购有商”、“玩有场”、“餐有
供”、“行有车”……

在方林村的某处，会不时看到
这样一幕：葡萄架搭起的绿色长廊
和水上凉亭之间，有老人在悠然自
得地漫步，这就是富起来后的方林
村投资 550万元建成的台州市第一
家村老年公寓。

据了解，方林村的女性到了 55
岁，男性到了 60 岁，都可申请入住
老年公寓，享受悠闲的晚年生活。一
位老人带有几分自豪地向我们描述
着他们的“幸福养老”：花着村集体
发的养老金，住着免费又舒服的房
子，享受着村里为每人办的医疗保
险；早上到外面跳跳舞，白天在凉亭
里聊聊天，在棋牌室下下棋，去健身
房做做运动，晚上儿孙过来陪着看
电视，说会儿家常话。“我们现在提
前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这是住在
这里的老人们最爱说的一句话。

当然，不止老人，方林村每一个
村民都能共享发展成果。据了解，伴
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方林村实现
了一套“吃粮有保证、上学奖学金、
看病能报销、养老有保障”等多达 16
项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村里给

村民上了农医保、养老保险、房产保
险，对全村村民实行免费到市级医
院体检制度。对“五保户”和孤寡残
弱人员实行衣、食、住、医到家；同
时，村里也注意量力而行，坚持“保
而不包”，避免形成无所不包的“养
懒虫”机制，倡导自立创新，勤劳致
富。

此外，方林村还十分重视文化
建设，方林村投入大量资金改造了
影剧院、村民培训中心、老年活动
室、图书馆、阅览室、灯光网球场、篮
球场、健身房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
使之成为融党建教育、学习先进文
化和娱乐活动为一体的活动场所。
村里组织了舞蹈队、篮球队、网球
队、老年门球队等，每逢节日开展各
项文艺活动，同时开展“家家都有百
本书，人人会唱十首歌”活动，丰富
群众业余生活，不断陶冶村民的思
想情操，让村民在参与中感受到团
结诚信友爱。

如今，家庭和睦、邻里融洽、社

会安宁已成为方林的新特征，讲道
德、讲法治、讲文明已蔚然成风。
1999年被评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
先进单位”，2005年被评为“全国文
明村”，2007年被评为“全国民主法
治示范村”。

方林人是幸福的，或许用他们
自己的话说，一切都其乐融融，“小
有教”、“老有靠”、“房有包”、“病有
报”、“购有商”、“玩有场”、“餐有
供”、“行有车”，“吃粮不用挑”、“用
水不用吊”、“煮饭不用草”、“便桶不
用倒”、“洗澡不用烧”、“通信不用
跑”……而这不正是社会主义建设
成果共享的有力体现，不正是幸福
中国的发展成果么？

九章八十二条的《方林村村民
自治章程》使民主管理制度化、规范
化有章可循，“阳光村务”有效推行。

如果说，村民是方林发展的主
体的话，那么，强有力的村委会就是
方林发展的前提，章程化的制度就
是方林发展的保证。俗话说：“无规
矩不成方圆。”方林在实行民主管理
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中，一切都是
有章可循。这个“章”便是共有九章
八十二条的《方林村村民自治章
程》。

该章程汇编了该村党组织建
设、办事公开、决策、财务管理、集体
经济收入分配、人口计生、医疗保险
等 14项制度。“这就有力地保障了
‘阳光村务’的有效推行！”方中华自
豪地介绍，“村级政务、财务及村属
企业收支等情况，通过村里的网站
及公告栏定期进行公布，并设立了
网上讨论区，村民可在此对全村经
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以匿名的方式
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方林设立党委下辖 5
个支部，共有党员 78名。长期以来，
村党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党员联系户
制度、党员生病党委委员看望制度、
村民生病村委委员看望制度及健全
“三个一”和党员奉献制度，秉承“当
村干部就是要改变村里的面貌”的
创业精神，坚持“书记做给支委看，
支委做给党员看，党员做给群众看”
的奉献精神，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党
员和全体村民建设方林、服务方林
的积极性。

为了实现全村共同富裕的目
标，村委会还采取多种形式引导和
帮助村民创业致富，达到先富帮后
富，共同走向富裕的效果。一是鼓励
村民在村办的市场里经营。二是对
有创业能力的村民，给予一定的倾
斜政策支持，扶持他们兴办个体民
营企业或股份合作企业。三是对有
管理能力的村民安排进入集团各公
司管理，给予较高且稳定的工资加
奖金收入。四是对缺乏进企业和经
商能力的村民，则引导他们从事搬
运、餐饮、保洁、保安、保绿等服务
业。经过长期不懈地努力，村里不仅
成功地解决了本村离土农民的出路
问题，而且吸引了外来务工人员
3000多人，出现了“临时超常住”现
象。

先富帮后富，先进村带动薄弱
村，共同走向富裕。近几年来，村里
随着产业的发展，已经跨出了村界，
开始和邻村合股兴建市场等企业，
如汽车城、二手车市场等等。但方林
致富不忘扶贫，村里还资助安徽宿
州甬桥区、黄岩区上郑乡下余村等
脱贫致富。四川汶川地震后，村里积
极组织村民、企业捐款捐物，组织党
员交“特殊党费”，共累计捐款 120
余万元、捐衣物 3万余件。

在改革中初现幸
福

方林经济：在“市场”中寻找幸福

何为幸福？作为伦理学的古老命题，哲学家一直在探讨幸福到底是什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幸福之路》中提到，幸福部分依靠
外界环境，部分依靠个人自身。要从更加贴近现代人实际生活的角度来解析的话，就是“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

1939 年，费
孝通的《江村经

济》成为中国当

时乡村经济的典

型研究案例。或

许我们也可以从

这个角度出发，

从《方林经济》中

读取中国新农村

的特征与趋势。

在繁荣中发展幸
福

在规划中建设幸
福

在成就中共享幸
福

在“章法”内保障幸
福

幸福的方林老人

团结的、朝气蓬勃的方林团队

村民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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