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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西宁：成长的陌生

从东大街到西大街，从湟光、大什字、西门口到古城台、虎
台路口，由东向西横穿西宁市中心，出租车司机不在意，只是埋
怨道路拥堵，而记者，这个土生土长的西宁人却感到一片茫然、
陌生，这是西宁吗？

出租车司机马师傅听记者说一口普通话，就问记者是来旅
游的还是跑项目的。 记者回答说：“我是青海人，回家过年”。 他
诧异地仔细打量了记者一眼说：“没想到你是青海人！ ”

“你离开西宁时间太久了”

问起记者所熟悉的老头儿公园、大什字新华书店、西门体
育场、西大街百货大楼和纺织品大楼，马师傅说：“你离开西宁
时间太久了，这些地方虽然还在，但规模都扩大了，现在人们谈
论的地方都是王府井、商业巷、海湖市场、新宁广场了，火车站
都变了，你需要慢慢熟悉。 ”

由于从西宁的曹家堡机场乘车到位于海湖桥的父亲家需
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记者就问题一个接一个，马师傅也十分
热情地介绍了西宁的城市建设和旅游情况。

马师傅说，西宁由于地理位置及海拔的因素，形成冬无严
寒，夏无酷暑的独特气候。 夏天是西宁最美的季节，当其他地方
酷热难耐之时，西宁的最高气温却只有 26度左右，晚上睡觉还
需盖棉被，更妙的是，西宁少有虫，根本不需要蚊帐等物。

谈到西宁人的过节风俗，马师傅说，其实西宁人过年从腊八
就开始了，过年的第一件事是扫房子。以前的人扫房子还要选日
子，拿起历书来翻看一番，挑一个宜扫除宜沐浴的日子，把家里
的大小家具都搬出来，堆到院子里，男人们拿着长把扫帚打扫房
间，妇女们把炕上铺的毛毡取下来，搭到铁丝上，用小木棍细细
地抽打，尘土便随着柳条的颤动一股一股地飞扬起来。老人和孩
子们则把烧过的煤灰用水和起来，涂在各种铜家什上。

问起马师傅是怎么开上出租车的，收入怎样？马师傅几乎不
假思索地回答：“家里拆迁后，搬了新房，又花费补偿款中的几十
万元购买了出租车手续和出租车，白天我开车，晚上 19岁的儿
子开，一家人靠这辆出租车生活，收入还可以，能够维持生计。 ”

一路上，从车窗望去，西宁本地的特色小吃：烤羊肉、面片、
拉面、干拌、酿皮、甜醅、手抓等等招牌随处可见，而西宁那些熟
悉与陌生的饭店、酒家也悬挂着川菜、本邦菜、湘菜、粤菜、清
真、京味涮锅等的招牌，这座城市，已经不是那个人口少、经济
落后的边疆古城了。

达旺的新家园

“春节，我们在西宁过年，我们是南山路建新巷称多小区
的住户,听说西宁要修五环路,我们盼望着能把建新巷凤凰园
和称多村小区的断头路修通, 盼望着公交车也能通到小区门
口,我们的孩子上学也方便点儿。”这是从玉树灾区老家到西宁
新家过年的达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提到的新年期盼。

达旺一家是玉树地震幸存者，灾后不久，达旺在省城西宁
的称多村小区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商品房，家
中老人一直居住至今，13 岁的女儿也在附近上小学。

达旺对记者描述道，现在的玉树，四横十六纵的公路网已经
建好，娃娃们在一座座设备先进、功能齐全的校舍中读书；他们
家的新房就在结古镇，色彩艳丽、美观而坚固。但是，由于西宁海
拔低，小区里面安放了转经筒，大门前的藏医院和周边的商场都
很好，自己的母亲很喜欢称多村小区，已经在这里住习惯了。 因
为女儿在西宁上学，也结交了很多小朋友，学校老师和同学都很
关心她，所以，女儿已经爱上了西宁，想一直在西宁上学，而在玉
树老家，目前只有他跟妻子工作和居住，夫妻俩儿也希望将来能
到西宁工作和生活，与家人团聚，但困难一定很多。

达旺还告诉记者， 虽然与称多村小区紧挨着的凤凰园小
区房屋质量和小区环境相差无几，但是，称多村小区的房价却
每平方米高出 500 元，主要原因就是玉树人扎堆居住，生活习
惯相同，语言交流方便。

晚饭后，记者走进称多村小区看到，小区居民自发地围圈
跳起传统的锅庄舞，有藏人也有汉人，大家手拉手纵情歌舞，
欢声笑语不断。

达旺的女儿也在跳舞的人群中， 小姑娘长着一双大大的
眼睛，满脸洋溢着灿烂的微笑，其间休息时，小姑娘告诉记者，
刚来西宁时，由于语言不通，老师和同学们给了她许多帮助，
使她特别喜欢现在的学校， 但小姑娘一直的愿望就是小区门
前的断头路能修通， 公交车能到小区门前， 她就能方便上学
了。 问起她新年还有什么愿望时，小姑娘认真地说：“奶奶岁数
大了，真希望爸爸妈妈能来西宁上班，大家一起照顾奶奶。 ”

虽然天已经很黑了，但在称多小区的转经甬道中，人们依
然踏着初春的白雪，手握佛珠，转动经筒，念着六字真言，作着
一生不变的祈祷。

南京白马：
农业大镇建起国家级科技园

“去年 10 月份这里还是成片的
茶叶田， 怎么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被
推平， 还竖起了一个个开工建设的
广告牌，这里又要建什么厂？ ”

“白马不是已经有机械加工和食
品加工两个大工业园了， 这里难道
还要再建一个新的工业园， 看这架
势要比那两个工业园的面积还大。 ”

“我家原来一个亲戚前几年因为
老鸦坝水库建设就拆迁到茶场后
面， 现在又被拆到镇上统一建设的
拆迁安置小区，房子越住越大，日子
也越过越好”。

2 月 6 日，回父母老家过春节的
《中国企业报》记者，坐在从溧水开
往白马的公交车上， 不时听到车上
回乡过节的乘客， 指着车子途经的
那一大片白马茶场空地议论着。 一
位家住白马朱家边村的老乡告诉记
者，“原来白马穷， 我们都是跑到周
边的常州、无锡打工。 现在，当地的
企业多起来了， 很多人当老板给自
己打工， 一般家庭不出白马镇一年
总收入突破 5 万都很正常”。

发展有机农业
大项目多起来
位于南京、常州、镇江三市交界

处的南京市溧水县白马镇， 曾是当
地有名的农业大镇， 全镇 4 万多人
口中，农业人口一度高达 90%。 与邻
近的镇江市天王镇、 常州市上兴镇
相比，在农民家庭收入、工业经济发
展、城镇化建设、教育医疗等方面均
存在明显差距。

“一点都不夸张，这几年白马的
经济发展通过一些大项目的推动，
实现后来者居上， 超过邻近的镇江
天王镇。 就拿我家来说，医疗和养老
保险都有了， 土地流转后每年都有
固定收入，年年都在增加”，曾在白
马镇朱家边村委担任过出纳的周忠
海， 如今已经成为当地闻名的有机
蔬菜基地的经纪人， 从事有机农产
品的市场推广。

备受当地人关注的那片茶叶田
被推平后的大项目建设， 正是 2011
年便得到国家科技部命名的国家级
农业科技园———江苏白马农业科技
产业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 2005 年月， 江苏省农科院
落户白马镇， 建设植物科学研究基
地， 激发了当地政府探索农业产业
化的热情。 2009 年，时任江苏省委书

记的梁保华前往白马镇考察时提出
建设国家级的白马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园的想法。

如今，白马镇的国家农业科技园
已经吸引了包括中科院江苏植物所、
江苏省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南京
林业大学等科研院所以及东方集团、
水绿坊生物科技公司等 20 多家农业
龙头企业、400 多位科技人员落户，
在 2011 年时便实现产值 12 亿元。

“白马在农业项目和农业科技园
的建设上并非‘无中生有’，正是基
于我们的农业大镇定位以及中国黑
莓之乡、 江苏省最大有机农业基地
等项目的成功建设。 ”一位白马镇的
政府工作人员如是说。

早在 1999 年，来自日本的《日经
产业消息新闻》以《中国兴起绿色革
命》为题，连续三天对白马镇境内的
共和有机农业基地进行了报道。 最
终，《参考消息》原文转载这一报道，
让当时还在探索农业产业化的白马
镇， 成为备受关注的中国有机农业
发展第一镇。

同样，通过“黑莓”这一特色经
济作物的种植推广， 也让最早实现
家家户户种“黑莓”的白马镇石头寨
村的农民，最早迈入“大康社会”轨
道，很多家庭年均总收入突破 20 万
元， 真正让农民通过农业项目实现
发家致富。

正是通过这些引进的大项目，当

地政府“钱袋子”鼓了起来，带来的
是当地交通、医疗、卫生等公共基础
设施的建设全面加速： 从村村通公
路到村村通水泥路， 从富裕起来的
农民生活垃圾随处扔到村村建立垃
圾房、配置清洁员定期回收清理，从
一个镇才拥有的卫生院到行政村村
村设立卫生医疗室， 从有线电视到
数字电视……

“当年，民间有句谚语，叫‘汽车
蹦蹦跳共和就要到’，那个时候从溧
水到白马共和的公路因为缺钱年久
失修， 无论多好的汽车到共和都会
颠簸。 如今，南京最大的私人佛教主
题公园周园落户这里， 亚洲最大的
羽毛球生产基地亚狮龙已经先后进
行了三期工程建设，路越修越宽，政
府也有钱投向公共交通、 医疗等服
务领域”，一位曾长期在白马政府工
作的退休人员如是说。

休闲旅游
成为增收新途径
改革开放之初，“万元户” 曾经

是不少白马农民奋斗的目标。 如今，
万元户到处都是， 十万元户也很普
遍，一些通过黑莓、有机蔬菜率先富
裕起来的农民，甚至已经跨入“百万
元户”行列。

2 月 7 日，一场中雪装扮着正在
迎接 2013 年春节的白马大地。《中国

企业报》记者在耸立着一座“脱缰白
马” 雕像的白马镇中心广场看到，两
条汇集了苏果超市、 中国农业银行、
镇卫生院、美玉商场、服装大卖场等
商场、银行、超市的主干道上，被采购
年货的人们堵得“水泄不通”。

一位正在忙着采购烟酒等春节
礼品的老乡透露，“以前每到过年就
愁，没钱打年货。 现在都盼着过年，
平时没时间团聚的亲戚朋友， 可以
在这个时间聚一聚。 以前，过年的开
销顶多千把块钱， 现在最少也得上
万元。 给小辈的红包都从当年的 10
元、20 元，涨到 100 元、200 元”。

在春节开销增长的背后，是白马
农民的收入近年来获得了稳步增
长。 早在 2011 年，白马镇农民的人
均收入已经达到 1.2 万元。

在白马镇公布的“2012 年十大
重点工程”中，2012 年全年工业销售
收入目标增长 25.9%、达 21 亿元，完
成国地税总额突破 7000 万。 新增销
售收入 2000 万元以上规模企业 7
家， 新增销售收入亿元以上企业 2
家。

2012 年初才全面开放的“周园”
旅游景点， 一年已接待全国游客 30
多万人次， 创造的直接经济收入突
破一亿元。 与此同时，带动了白马当
地的餐饮业和农产品销售， 许多农
家乐、休闲山庄相继开业，成为带动
当地农民增收的新途径。

城镇化，不仅要让农民进城上楼，还要让农民有钱消费
本报记者 许意强

本报记者 鲁扬

厉以宁：城镇化的细节难点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的“符

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已耳熟能
详，城镇化的逐步推进，既需要鸿篇
巨制的构想， 亦需要解决细节和难
点，这关乎城镇化的品质和老百姓的
生存幸福感。《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了高龄却依旧目光矍铄的厉老，感觉
到他是一个“心里有百姓”，能够换位
思考、切身站在“城镇化受众群体”的
角度和立场上来踏踏实实解决问题
的学者。他的访谈生动、诙谐，仿佛自
己也是刚刚从农民蜕变为市民“城镇
化大军”中的一员，他关心的除了“道
路”这样的大命题还具体操心到“天
天想吃鸡蛋怎么办”这样琐碎又温情
的小细节。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符合中国
国情的城镇化道路该如何走？

厉以宁：我有我的观点，就是“老
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现在， 中国
城镇化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

中国学习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使其
大量人口都集中到城区中来，生活质
量肯定下降，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就业
岗位。 城市里要找那么多就业岗位，
短期内不能实现。

如果像西欧国家那样，85%以上
的城镇人口，或者像美国那样 90%多
的（城镇人口），中国简直受不了。 中
国没那么大空间。所以必须根据中国
的国情，即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第一， 老城区是历史上形成的。
让改造的工业企业向外搬，以免造成
进一步的污染，使环境清洁；对棚户
区进行改造，变成商业区、服务区。这
样， 老城区变为适合居民居住的城
区，同时老城区仍在这里。

第二，为使工业得到发展，在老
城区的周围，或者在某些镇的周围形
成新城区，使新的工业企业进入新城
区。 另发展一定的文化设施、教育设
施、服务设施，这样新城区便有了价
值，人们不一定住到老城区里，新城
区便建起来了。

第三，新社区。 新社区现在还都
叫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
既吸引农民的钱，更重要的是它要向
着城镇化的路走。建设新社区有四个
要求：第一个，不仅是单纯盖楼的问
题，要园林化，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
要公共服务到位，还要社会保障一体
化。 这样的话，就渐渐成立了社区组
织了，村的机构就不要了，成为社区
组织叫新社区。新社区一开头可能叫
农民新社区， 最后农民俩字要取消
的。 因为城乡社会保障都一体化了，
户口制度将来由二元变为一元，那叫
新社区就行了。 就业问题就能解决，
可以有务农的， 也可以有养殖的，都
行。所以呢，不要只用职业来划分，只
要把身份取消，大家都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就行了。

《中国企业报》：农业人口转为市
民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厉以宁： 在一些地方调查后，我
们发现存在三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
就业难以解决。 如果种地的话， 地很

远，一般采取土地流转的方法，在城市
里创办小微企业， 或者全村的人搞一
个行业， 例如全镇的搞物流， 这都可
以。围绕这个安排就业岗位。第二个需
要安排的就是一定要公共服务到位。
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到
更高一点的学校要设立，医院、卫生所
还加上其他的设施要设立， 所以公共
服务到位要解决好， 光住楼有什么意
思啊？第三个难点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我到有些地方去考察， 住的好是好啊
但没有电梯，天天要爬楼，四层楼，我
年纪大了腿走不动了怎么办？ 还不能
养鸡，家里小孩天天要吃鸡蛋怎么办？
也不能养猪，只能养宠物，我要宠物干
吗？！狗是看门用的嘛！所以说，生活不
习惯。 过去在农村呢，邻居相互串门，
现在周围搬来的人都不认得， 这些都
是问题。年轻一代还适应，老年一代就
不适应。 只要你生活质量改了生活方
便了，煤气、自来水、电灯、电话等什么
都有，出门小汽车亲戚朋友家都有，所
以这是个习惯问题。

本报记者 蒋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