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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石石头头村村来来了了李李嘉嘉诚诚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一个月的迎接准备

11月19日上午，李嘉诚在陕西
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办大石
头村仅仅呆了40分钟。地方政府与
李嘉诚基金会为此却已筹划准备
近1个月。

12月2日，大石头村党支部副
书记雷公社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李
嘉诚基金会项目工作人员在陕西
省和咸阳市官员的陪同下，先期对
大石头村进行了考察，之后李嘉诚
才首肯在这儿进行针对村女“两
委”培训的“展璞计划”启动仪式。

大石头村距离西安咸阳国
际机场仅20分钟车程，村里房屋
白墙灰砖，错落有致，一排排仿
古楼极具关中特色，这也是“展
璞计划”启动仪式选择在此举行
的一个原因。

这个特色村庄，此前就已经吸
引了不少陕西省和咸阳市的官员
专程来考察，很多项目也随之在这
儿落地。

就在李嘉诚到访的同一天，全
国第一个节能建筑示范村项目选
择了大石头村。农业部、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的工作人员还向大石头
村赠送了一批农业科技图书。

11月11日，在李嘉诚到来前
八天，咸阳市民政局对入选“展
璞计划”的女村干部和基层民政
人员进行培训。咸阳市周陵街道
办38个行政村，梁青梅是唯一的
女村支书，她也参加了培训，“就
是准备李嘉诚到来时的发言稿，
然后不断修改，还要注意言行举
止表达等方面。”

李嘉诚到访前三天，陕西省
政府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大石
头村，敲定一些细节，特意考察
了雷公社家的农家院，初定为李
嘉诚的就餐点儿。

知道李嘉诚真的要来了，大石
头村村民非常欣喜，提前对村子进
行了彻底的卫生大清扫。

“咸阳市、周陵街道办以及村
里都提前做好了安保工作，并安排
了方案。”大石头村的大学生村官
贾力维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11月19日一早，雷公社特意
穿上了一直压箱底的西装。梁青
梅也做了些打扮，虽然衣着朴
素，但穿戴整洁。大石头村村委
已将村图书室等地方的房间逐
一打开，并做好布置。

周陵街道办提供的接待方
案显示，9点20分，民政部副部长
窦玉沛一行到咸阳机场接机。9
点50分，李嘉诚一行乘私人飞机

抵达机场。随后，李嘉诚就出现
在了大石头村。

村里81岁的老太太杨芹贤当
时正坐在自家门前“晒暖暖”，李嘉
诚走上去问，“你家有几口人呀？”
然后就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和她
拉家常。

“李嘉诚来了，大家都挤破头
去围观。”很多村民想近身一睹华
人首富的风采，但被周陵街道办工
作人员围成的人墙挡在外围。于
是，村里的玉米垛上、房顶上，都爬
满了人。

“毕竟人家年迈。”雷公社告诉
记者，他也未能挤进人群与李嘉诚
亲密接触，许多想合影的村民和女
村官都未能如愿。

由于时间仓促，梁青梅没有被
安排在李嘉诚面前发言，原定的农
家院就餐也被取消，雷公社感到非
常遗憾。

在大石头村停留了40分钟，
李嘉诚就离开了。村民刘刚平
说，虽然李嘉诚85岁了，但精神
矍铄，全程面带微笑，临走还向
村民挥手致意。

刘刚平有意拍下了李嘉诚全
程考察的照片，上传网上后被大量
转载，“大石头村也算被宣传出去
了，有利于大石头发展旅游。”

千名女村干部

将走进大学

在大石头村，民政部副部长
窦玉沛、陕西省副省长祝列克与
李嘉诚一起为“展璞计划”项目
启动揭牌。

离开咸阳后，李嘉诚一行前往
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陕西省省委
书记赵正永和省长娄勤俭在西安
会见了李嘉诚，对其关心陕西省的
公益事业表示感谢。

当晚，李嘉诚乘私人飞机离开
了陕西。

李嘉诚为何突然造访大石头

村，咸阳市周陵街道办民政工作站
站长赵普庆至今仍不清楚。但他告
诉齐鲁晚报记者，李嘉诚前来揭牌
的“展璞计划”，是由李嘉诚基金会
和全国妇联在皖、桂、粤等地实施
的村“两委”女干部培训试点项目

“启璞计划”发展而来。这项计划由
李嘉诚基金会捐资人民币2000万
元，民政部按比例配套，实施期限
为2013年至2016年。

据介绍，“展璞计划”将累计惠
及项目省区的3800名村“两委”女
干部和500名县乡级民政干部，提
高女村官在村庄管理、农村经济发
展方面的领导力，鼓励地方社区关
切民生、教育、环境和扶贫。其中在
陕西省培训1000名。

从2000年以来，李嘉诚基金会
在陕西省已经有十个捐赠项目，总
捐款7616万元，内容包括免费为唇
腭裂儿、疝气儿患者进行手术，为
断肢者装设义肢提供科技训练、协
助残疾人士就业等。

与此同时，李嘉诚的商业项目
也早早就进驻了陕西。2004年，李
嘉诚麾下的和记黄埔以10.05亿元
人民币，拍得西安高新区727亩国
有土地的使用权。当年媒体就预
测，和记黄埔在西安的总投资将超
过10亿美元。

11月19日的会面中，陕西省委
书记赵正永向李嘉诚表示，“希望
李先生一如既往地关注陕西，进一
步加大在陕投资力度，我们将竭诚
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但无论如何，基层干部即将
从“展璞计划”中得到锻炼。目
前，周陵街道办有梁青梅、赵普
庆和另一名基层民政工作人员
杜满娟入选。整个咸阳市共计有
30名女村官和基层民政工作人
员入选。

赵普庆说，他们将在明年初参
加西北大学的培训，为此每位学员
都给配发了平板电脑。

“主要学习农村经济知识、农
村管理和农业技术方面的知识。”

据赵普庆等人介绍，30%的学员将
会得到5000元种子基金，用于农村
建设和发展经济。

“即使没有获得5000元，但通
过到大学学习和网络课程学习，可
以获得各方面的知识，再者还可以
一起交流。”赵普庆介绍。

就在11月19日的“展璞计划”
启动仪式上，来自全国各地六七十
名此前参加过“启璞计划”的女村
官就来到大石头村介绍了经验。

广西桂林大寨村民选女村官
潘德英，在李嘉诚基金会资助下，
到广西大学接受了培训。回到村
里，她给农村妇女们普及了妇科保
健知识。

受到鼓励的潘德英还从基金
会争取了2万元种子基金，用于修
建村里的演艺楼。此方案得到当地
政府的支持，从而额外获得32万元
的资助。如今，演艺楼成为村里的
一个经济增长点，村民年收入也由
每人2000元升至4000元。

“除了潘德英，来自广东的张
舜莹也作了经验介绍。”赵普庆告
诉记者，“展璞计划”目前在全国已
经获得了汕头大学、湖南师范大
学、西北大学、新疆大学及广西大
学的支持，这些高校愿意提供课
程，对女村官进行培训。

“妇女是农村社经发展的

强心针”

周陵街道办共有38个行政村，
村支书有37个都是男性，这与城市
中“妇女能顶半边天”相差甚远。

作为周陵街道办唯一的女
村支书，梁青梅的行事带有明显
的个人风格。1975年入党的梁青
梅是黄家寨村14位村干部中唯
一的女性，在村里长期负责计划
生育、妇联工作，2011年当选村
支书后，她更是积极地为村里的
建设多方争取支持。

黄家寨村位于城乡接合部，距
离市区不足5公里。四五年前，不少
市区的渣土车将建筑垃圾偷偷倒
在村头，堆成一座座垃圾山。梁青
梅就带领村民将全部建筑垃圾清
理掉，并在进村的各个路口设置水
泥墩子，阻止渣土车进入，同时靠
自己的嘴皮子，对前来倒垃圾的渣
土车司机一一劝说。

在村民眼里，梁青梅雷厉风
行，善于同水务局等各个政府部门
打交道，为村里争取到整修浇地水
渠的资金，并修建了生活垃圾放置
点，翻新了道路，把村子打理得井
井有条。

“村里还保留着1500多亩
地，截至目前，黄家寨村只卖了
50亩地。目前村里正在筹备建设

占地150亩的大型农贸市场，规
划已做好，土地手续正在办。”梁
青梅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农贸市
场建成后，村民就可以拿着自家
农产品到市场上卖，也可以自己
经营摊点。

参加完“展璞计划”全国女村
官交流会后，她的思路又打开了，
计划建设采摘园，增加农民收入。

学习管理、技术和农村经济知
识，带动村民致富，这是很多像梁
青梅这样的女村官的愿望。

李嘉诚考察大石头村时，贾力
维担任解说，2011年从西安外国语
学院毕业后，她就同其他两位女大
学生一起，成为大石头村仅有的三
位女村干部，并一直担任村委主任
助理。

刚到大石头村时，遇到村里搬
迁。贾力维和其他村干部不得不挨
户做工作。不久，贾力维发现了村
民不愿搬迁的症结所在。她向村支
书和村委主任提意见说，大石头村
所剩耕地不多，村委应想方设法为
村民增加收入，以保证村民没有后
顾之忧，比如借助靠近咸阳国际机
场和身处咸阳西安两市交界的区
位优势，大力发展农家乐和农家旅
游项目。

建议获得了村两委的认可，但
村民担心搞农家乐投入不小，增收
有限，不肯发展。

“村两委考察后，要求干部、
党员起带头作用。2012年，19户
村民办起农家乐或农家酒店，并
在村中竖立起‘关中民俗度假
村’的牌坊。当时收入不太稳定，
我们就挨户劝说，希望村民能坚
持住。”贾力维介绍，今年上半年
经营农家乐的村民收入已经非
常可观，带动了村里接近70户村
民跟着干。

贾力维告诉记者，村两委正计
划将村民的土地集中管理，用于采
摘园等观光农业项目建设。

梁青梅和贾力维在村庄治
理中显现了自己的独特优势，但
并不是所有农村妇女或者女村
官都能像她俩一样，在村庄管
理、建设中有效地服务农村。目
前，我国农村妇女达3 . 3亿人，受
传统文化观念及不同地域经济
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女性参与
村庄管理的比例在中国仍然偏
低，只有两成多，她们服务农村
的热情还待进一步解放。

李嘉诚深信：“中国妇女，特
别是农村妇女，是未来重要的角
色，她们的潜能和精神力量是不
容忽视的；支持她们的知识和管
理能力，不仅是农村社经发展的
一支强心针，更是未来的一支强
力爱心针。”

11月19日，李嘉诚的私
人飞机降落在西安咸阳国
际机场，许久未现身内地的
华人首富，专程前往关中平
原的小村庄——— 大石头村。

在村里呆了40分钟，李
嘉诚就匆匆离开，直至当晚
乘机返港，此次内地之行仅
仅花了12个小时。

这让大石头村一时引
人关注，不过李首富并非来
此洽谈大项目，而是为了村
里的女干部们。

大石头村是个普通的
村子，却又极具代表性。村
里，村支书、村委主任等要
职均由男性担任，十七八个
村干部也仅有三位女性。女
性参与基层政治的比例偏
低，恰恰是整个中国农村基
层政治的写照。

李嘉诚的基金会一直
想改变这种状况，85岁的他
亦不惜为此奔波，来到大石
头村，启动旨在培训村女

“两委”的“展璞计划”。

李嘉诚的到来引起大石头村村民围观。（刘刚平供图）

11月19日，李嘉诚在大石头村。（大石头村村民刘刚平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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