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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乡 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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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虚假诉讼，关键是要
行治本之策。一方面，对症下
药，提升法律从业者职业操守，
遏制其唯利是图、钻法律空子
的苗头。对此，《关于进一步加
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
见》明确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利
用职权参与虚假诉讼将依照有
关规定从严处理。另一方面，市
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
经济，通过建设完善的社会诚信
体系，让虚假诉讼成为“过街老
鼠”人人喊打，并将相关人员列
入黑名单，而且要有经济上的惩
罚措施，才能压缩虚假诉讼的生
存空间，实现司法可信赖、正义
可期待、权利可保障。（B3版）

以“零容忍”态度治理虚假诉讼

一年春好日，读书正当时。4
月23日是第26个世界读书日，以

“喜庆百年华诞 悦读书香天府”
为主题的四川省2021年“书香天
府·全民阅读”活动正式启动。活
动以文轩BOOKS招商店为主会
场，成都购书中心等实体书店、
四川省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和
全省各市（州）为分会场，通过线
上、线下联动的方式，打造一个
全民共同参与的阅读嘉年华，助
力书香天府建设。 （B4版）

阅读启梦想书香伴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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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27日电（记者 张
逸飞）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体育总局4
月 27 日联合印发
《“十四五”时期全民
健身设施补短板工
程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

该方案旨在推
进实施健康中国和
全民健身战略，构建
更高水平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加
快体育强国建设。根
据《方案》，到 2025
年我国将形成供给
丰富、布局合理、功
能完善的健身设施
网络。

《方案》指出，全
民健身是全体人民
增强体魄、健康生活
的基础和保障。“十
三五”以来，全民健
身国家战略深入实
施，城乡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以下简称

“健身设施”）明显改
善。与此同时，人民
日益增长的体育健
身需要和健身设施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矛盾还没有得到
有效解决。

《方案》强调，我国将本着科学
布局、突出重点，因地制宜、经济实
用，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创新机
制、加强监管等4项原则，达成如
下目标：到2025年全国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达到2.6平方米以上，每
万人拥有足球场地数量达到 0.9
块，全国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专
项行动重点推进城市等有条件的
地区每万人达到1块以上。

在资金来源上，将由全民健身
设施补短板工程相关项目的实施
责任主体负责落实建设资金。此
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根据国家财
力状况统筹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逐年安排，滚动实施。地方政府和
项目单位等也要发挥主体责任，多
渠道筹措资金，加大投入，加强规
划组织实施。

4月份，正是四川晚熟柑橘品
种成熟的季节，四川省蒲江县福
田村的空气里裹着柑橘的清香，
蒲江蓝天柑橘采摘园里，枝头沉
甸甸的果子正等待着前来采摘的
客人。

“在外面跑了好些年，到头来
发现，老家的一亩三分地就是宝
贝。”采摘园负责人肖桦感慨道。
肖桦于2013年返乡创业，在此之
前，他曾辗转于上海、成都等地打
工。返乡后，他从电商做起，主要
销售柑橘、猕猴桃等蒲江特色水
果，并逐步形成“电商＋采摘园”
线上线下共同发展的模式，成为
村里小有名气的致富“领头羊”。

近年来，随着农村创业环境
的不断优化，各项技术、资金方面
的政策扶持，越来越多的“肖桦”
重新发现农村的价值和魅力，选
择告别都市，回到田园，在希望的
田野上逐梦。

“现在的农村不同以往，一派
田园诗意。”湖北省巴东县童家
坪村返乡青年余令如是说。群山
环绕，绿意盎然，云雾在山峦间蔓
延，飞鸟在林中穿梭——这是余
令镜头里的家乡，也是他每天推
门就能看到的风景。2019年底，
余令选择离开打拼多年的城市，
回到家乡创业。在他制订的返乡
创业规划中，开一家风格独特的
民宿是其中一项。余令和父亲两
个人，一砖一瓦，一石一木，自己
动手改造老屋。余令将改造老屋
的过程、自己返乡创业的心路历
程，以及关于乡村振兴的想法发
布到网络平台后，收获了一批粉
丝。“希望能通过我来更好地宣传
家乡。”余令说。

在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李山
村，刘沈厅自主研发的简易滴灌
系统正在家庭农场内施肥。2016
年，在取得985高校硕士学位一
年后，刘沈厅辞去高校辅导员的
工作，告别大都市，回到家乡眉山
成为一名新型职业农民。简易滴
灌系统是刘沈厅投身农业后研究
成功的技术之一。投身农业以来，
他研究出了包括简易滴灌和简易
大棚应用等在内的一整套柑橘管
护技术，并先后获得了多项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地
逐渐掀起了一股“返乡创业潮”。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返乡创业者
中既有曾在大中城市务工经商，
带着技术、项目、资金和营销渠
道，怀着反哺情感返乡创业的农
民工；也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把现
代技术、先进经营理念和发展模
式带到乡村的企业家、科技人员、
高校毕业生等。

为鼓励有知识、有资本、有能
力的人员返乡创业，国家陆续出
台了《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
乡创业的意见》《关于支持返乡下
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关于促进
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等一
系列政策文件，各地也纷纷根据
当地情况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
返乡创业者。

如今，返乡创业群体人数之
多、发展之快、潜力之大，带动就
业之好，前所未有。

2007年，为了摆脱贫困，肖桦
决定去自己向往已久的上海打
工。2013年，福田村开始鼓励村
里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发展，“当时

村里的干部跟我分析了相关政策
和福田村的发展前景，我决定返
乡创业。”肖桦说。

现任福田村党支部书记叶伟
和肖桦是同一年返乡的，对于越
来越多人选择返乡创业的现象，
他分析道：“以前，咱们农村穷，大
多数人为了赚钱不得不外出务
工。而现在，政策好了，乡村的发
展大家有目共睹，既然在家门口
就能赚钱、能实现梦想，选择返乡
创业的人自然就多了。”

余令对于自己返乡创业原因
的分析则代表了一部分年轻人的
心理。“我返乡，一部分原因是遵
从内心对田园诗意生活的那份向
往，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城市生
活节奏太快，让人充满疲惫感，我
想让生活节奏慢下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回报家
乡和亲情牵绊也是大部分返乡创
业者选择返乡的重要原因。作为
拥有硕士学位的高学历人才，刘
沈厅放弃留校任教和出国深造的
机会返乡创业的做法一度让很多
人不理解。“读大学期间，有一位
学长对我影响很深，他是一个非
常有奉献精神的人，总是助人为
乐。我希望能和他一样在有限的
人生中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所以
我选择回到家乡，用我的学识带
领父老乡亲致富。”刘沈厅说。

刘沈厅毫无保留地向大家分
享自己的经验技术，并指导大家
科学种植。目前，四川省已有
5000余亩柑橘基地免费用上了
刘沈厅的技术。2019年，刘沈厅
联合11家行业带头人，发起成立
了彭山区果业商会和微梦志愿服
务队，探索出信息互联互通、产业
共荣共生的新模式，服务650余
名农场主。此外，刘沈厅还发起了
人才培育“双百计划”，培养100
个行业带头人，影响100个大学

生服务三农。
以刘沈厅为代表的返乡创业

者们，扩大了农业内涵，推动了镇
村产业多元发展。他们积极改造
传统农业，发展多种经营、三产融
合的农游一体化服务产业，成为
新市场、新产品、新业态的开拓
者。返乡人才带动乡村发展，乡村
快速发展又吸引更多人返乡，这
样的良性循环让乡村充满生机。

“目前来看，我发现返乡创业
群体中像我一样的年轻人还不是
很多，特别是具有大学本科及以
上学历的比例较低。”余令说。结
合自己的经历和朋友交流后，他
认为，束缚大学毕业生等青年返
乡创业就业的因素主要有：为这
类群体搭建的能充分实现其价值
的平台太少、受城市优于农村的
观念束缚较深、被根深蒂固的农
村价值理念接受较难等。“我回来
时，或多或少地被打上了‘在城里
混得不好’的标签。当我说回来准
备开民宿时，听到最多的话是一
句疑问——‘谁会来？’有些思想
的转变，还需要很长一段路。”余
令无奈地说。

而叶伟则希望大家选择返乡
创业时不要盲目冲动。“就农村目
前的普遍条件和环境而言，返乡
创业会比在城市创业付出更高成
本、面临更大风险。”叶伟表示，原
因主要在于农村生产经营和配套
设施的不完善；自然灾害、疫病流
行等对农业产业的影响；启动资
金筹集、服务获得、人才支撑、产
业用地、风险应对等困难。

针对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反映
的融资、服务、人才、风险应对等
难题，人社部、财政部、农业农村

部于2020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的意见》，
从加大政策支持、提升创业培训、
优化创业服务、加强人才支撑、加
强组织实施等方面优化返乡入乡
创业环境，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工
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今年3月，农
业农村部提出2021年要培育农
村创业创新带头人20万以上，并
且下一步将通过强产业、育主体、
固脱贫、搭平台、优服务、落政策
等措施，积极扩大创业就业规模，
不断提高创业就业质量，努力实
现“十四五”返乡入乡创业就业开
好局、起好步。

叶伟打算结合肖桦的成功经
验，在福田村推广线上线下发展
模式，吸引更多的人返乡发展。

“我相信未来可期，特别在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入乡创
业就业有着无限机遇。”叶伟笃定
地说。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刘沈
厅准备联合高校和科研机构，运
用大数据、AI等现代信息技术，
建设一个占地面积百余亩的智慧
果园项目，让农业更加智能化。

“科技创新是农村新业态的基础。
既然成为了一个‘新农人’，接下
来我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与政府
部门、高等院校的交流合作，让职
业农民能够进高校，高校人才能
够来农村的双向流动体系，为乡
村人才振兴作贡献，当好‘兴农
人’。”刘沈厅笑着说。

这些返乡创业者们正奋力逐
梦，奔跑在希望的田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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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在希望的田野上
本报记者 袁矛

现象 返乡创业
成为热潮

原因 乡村发展
隐藏着巨大潜力

深思 仍面临问题
但未来可期

“昨日：本学期第 23 次助学

金发放1200元，至此本学期共支

出助学款 440650 元，受助学生

320 人，目前，还有 200+个孩子

的助学款未入账。”4 月 21 日晚

上 10 点 27 分，莫色小兰在微信

朋友圈记录下以上日常。每一

周，莫色小兰的朋友圈内容中总

会有几条关于助学的信息，或是

助学款的发放情况，或是下乡走

访贫困学生家庭的日常。

今年 36 岁的莫色小兰是四

川省凉山州越西县西城中学的

一名普通教师，也是越西县大花

乡瓦尔村驻村工作队的一名队

员。2009 年以来，莫色小兰一直

坚持爱心助学，累计争取到社会

各界爱心资金300多万元，“一对

一”固定资助贫困孩子620余名，

捐款捐物惠及6500余人次，为大

凉山教育扶贫事业作出了积极

贡献。继 2019 年荣获“四川省脱

贫攻坚奖先进个人”、2020 年荣

获第 23 届“四川青年五四奖章”

称号后，2021 年 3 月，莫色小兰

荣获 2021 年第一季度助人为乐

类“四川好人”称号。

1985年，莫色小兰出生在越
西县河东乡新普村的一个贫困
家庭。1999 年 5月，她的父亲生
病去世。“如果当时家人没有把
卖猪得来的钱让我上学用，而是
给父亲看病，父亲可能就不会那
么早离开我们了。”莫色小兰哽
咽着告诉记者，对于父亲的离
世，她一直心怀愧疚。她至今仍
清楚地记得父亲临走时说的话：

“孩子，你是我们家的希望，你要
好好读书，用知识摆脱贫穷。”多
年来，父亲的话犹如黑暗中的一
盏明灯，一直激励着她在艰难困
苦中笃定前行。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日子更

加艰难了，因没有鞋穿，莫色小兰
常常光着脚上学。为了供她读书，
母亲起早贪黑地干农活，虽然想
尽了办法，但莫色小兰仍因贫困
濒临辍学。那个时候，是学校和社
会爱心人士向莫色小兰伸出了援
助之手，用爱托起了她的求学梦，
也在她的内心深处种下了一颗爱
的种子。她暗暗下定决心，等自己
有能力时，一定要去帮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
震发生后，即将从绵阳师范学院
毕业的莫色小兰积极响应党和政
府的号召，报名参加大学生志愿
服务西部计划，赴绵阳三台县参

与灾后重建工作。一年服务期满
后，她又毅然选择回到家乡成为
了一名人民教师。“家乡养育了
我，我想为家乡的发展尽一份
力。”莫色小兰说。（下转A2版）

莫色小兰与学生在一起莫色小兰与学生在一起

莫色小兰走村入户采集学生信息莫色小兰走村入户采集学生信息

莫色小兰为贫困学生发放助学款莫色小兰为贫困学生发放助学款

莫色小兰到乡村走访莫色小兰到乡村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