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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7年，这是一个在中

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份，
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一
年，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
年。就在这一年的金秋时
节，当全国人民都沉浸在一
片丰收的喜悦之际，一个恢
弘的声音从人民大会堂发出
号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这声音振聋发聩、响彻云霄，
无不让大江南北群情振奋、
欢声雷动！

这是一个火热的秋天，
一个让人热血沸腾和群情振
奋的秋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一个
伟大的新时代，一个需要人
才和造就人才的新时代。
2017，在惯常的时序更迭之
外，被赋予了更多、更丰富的
内涵。时序概念上的2017
年，他们阔步跃上的是新时
代的大舞台。

农业，天下之大业也。
乡村，人类最初的聚居地。
人类从乡村走来，世世代代
在乡村生活中积累和发展起
来的几千年深厚的农耕文
明，滋养着华夏肥沃的土地，
繁衍着世世代代华夏儿女。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
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
富，农民必须富。

要把乡村振兴战略全面
落实在大地上，必须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
化振兴和组织振兴。需要许
许多多有知识、有文化、有担
当的青年践行者、实干家、领
头雁、带头人。

在重庆广袤的农村，就
有这样的一群年轻人——本
土乡贤工匠、复员退伍军人、
打工回乡人士、大学生村干
部、第一书记、大学生回乡创
业者……他们植根在这片山
水相依的大地上，拜农民为
师、与农民为友、同农民共甘
苦；他们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用知识发展新农业、用
智慧建设新农村、用真情服
务新农民；他们在希望的田
野上，用青春年华书写华彩
人生，把梦想铸就在希望的
田野上！

六
这是一座站立着的城

市。这里，比山城的火锅
还火，比三峡的红叶还
红。乡村振兴，需要人才
振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把事业扎根在农村，农村
的发展才会更加生机勃
勃。

毛泽东主席曾给青年
人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
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
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
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
们身上。”习近平总书记也
寄语青年人：“青年兴则国
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
力奋斗中变为现实。”青年
时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黄
金时期，是人生中的春天，
必须在这个花红柳绿的季
节里播下自己心田里最崇
高的理想的种子。而今的
巴渝大地，雁群集聚、雁阵
成型，吹响了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集结号，一幅美
丽乡村的画卷正在他们手
中开始描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这注定是一个
浓墨重彩的新时代：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
展，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初
步形成。2035年，乡村振
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
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
面实现。这是一些可向往
可期待的宏伟目标。

走进新时代，伴生而
至的必然是新征程、新气
象、新作为、新成就、新辉
煌。这个新时代，给我们
的绝不是仅仅有的希望、
憧憬与期许，更多的是责
任、担当、奉献甚至是牺
牲。无数青年人在实现中
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
春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
书写人生华章！

民之所盼，政之所
为。乡村振兴的时代号角
已经吹响，“三农”发展的
新蓝图已经绘就。梦想已
再次启航，让我们拥抱新
时代、践行新思想、实现新
作为，我们一路前行，一起
践行，一起担当，一起分
享！大美乡村终会成为宜
居宜业宜游的美好家园，
城市与乡村终会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

2018年8月10日夜
于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
家

五
一度时间，青壮年农民出去了，村干部都难选出来。谁来带领乡亲们发

展农业改善农村？就在这个时候，两个新鲜的官名诞生了——大学生村干
部、第一书记。

张雪，就是2009年的大学生村干部，别看她个子不高，可精灵了，是那种脑袋瓜儿
很灵光很活泛的那种小佳伊人。她是个理想主义者，上大学时就喜欢当志愿者，还去福
利院当了一年半的义工，她就是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让自己的人生更丰满。大学
毕业后，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了去银行工作的机会，报考了荣昌区的大学生村干部，
来到了仁义镇鹿子村。

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她，刚到农村时，十万个不适应。吃不惯农家菜，走田坎常摔跤，
分不清哪是韭菜哪是麦苗。村干部觉得她是“娇气”的城里姑娘，下村都不带她，让她成
天在办公室扫地抹桌。残酷的现实，将她想在乡村大干一番事业的美好梦想击得粉碎。

她必须得做点什么才能改变大家对她的看法。她发现鹿子村有大面积的闲置山
林，很适合发展林下循环经济，比如在林子里养鸡！说干就干。她从父母那里抠来了他
们给她攒的嫁妆钱，算是启动资金。她自己建鸡棚、给鸡打疫苗、学着打扫鸡舍，不仅建
成了村里第一个规模养殖场，还带动十几户村民建起了养殖大棚。林下养殖的成功让
她信心大增，她联合全区多名志同道合的大学生村干部，成立了全重庆市首个大学生村
干部专业合作社，先后打造了吴家镇大棚蔬菜、双河葡萄等一批特色农产品基地，吸引
700多户农户参与，年销售额突破了700万元。就一年时间，她的努力赢得了村民的认
可，村支两委换届选举的时候，她高票当选鹿子村村委会主任，成为全荣昌区最年轻的
村委会主任。

2013年，张雪调任通安村党总支书记。通安村的经济发展比较好。但“农村空心
化、农户空巢化、农民老龄化”问题严重，农村人居环境相当差。为了改变落后的生产生
活环境，她积极争取改水改厕、环境整治等各种项目对村里的硬件环境进行改善。但环
境好了，习惯不好也不行。于是她又组织开展了“通安好人”“最美家庭”“星级文明户”
等各种评选，流动红旗、流动黑旗同时用，把评选结果通过公示栏和村级微信公众号进
行公示，渐渐地，大家开始互相赶超起来，村民们的生活习惯也悄悄发生了转变。

只是生活方式像城里人了，还远远不够，她希望能让村民也能享受到城里人一样便
捷的生活，让村里的优质农产品能卖到好价钱，2014年底，她用创新的视野改变乡村面
貌，她建起了“在村头”电商平台，每个周末带上农家产品和宣传资料，到重庆主城的各
大小区去做地推，搭建起“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快车道，搭建起村民在家就能创
业的致富平台。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村头”的会员现在已有6万多人，在全国建起的村
级站点也有600多个。

如果说，当初她选择当村干部只是凭着一腔热血和冲动，想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些色
彩和意义的话，而如今，这份热血和冲动早已变为了动力和对事业的坚守，她开始真正
地融入农村，而融入是为了更好地改变农村。张雪从一个不懂农村的城里娃，到今天的
懂农村、爱农村，她喜欢自己的改变，更喜欢她带给更多村民的改变。因为，奋斗的青春
最美丽！

开启绿色银行的金钥匙，就掌握在有知识、有本领、有担当、有创意的年轻人手里，
只要你愿意，希望的田野上一定会成就你华丽的梦想！严克美，巫山县当阳乡玉灵村第
一书记，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全国道德模范。一看就是一个很纯朴很和蔼和很贤
惠的女子。作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她2008年毕业时，第一个选择就是想回到家乡当
一名老师，因为那里有她的亲情、乡情和爱情，但没能入愿。她怀着无比失落的心情，去
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她听说老家红槽村原党支部书记要辞职的消息，她又看到了
希望，心想，当不成老师当个村支书也不错嘛。于是她马上辞去工作回到村里，鼓起勇
气向乡党政领导表达了想当村支书的愿望。但是乡领导对她很是怀疑，红槽村是出了
名的民风彪悍，一个黄毛丫头，能行吗？乡党委决定给她两个月的试用期。

面对质疑，她借钱买了一辆150男士摩托，一个月跑遍了村里所有的农户，收集意
见建议，拟定出了红槽村发展规划，得到了村支两委的一致认可和乡党委的肯定。她从
解决基础设施尤其是饮水入手，老人说哪儿可能有水，她就带着村社干部攀悬崖钻树林
子去哪儿找，硬是找到了6处水源。最高的一处水源远在五里以外的蒿子坪林场，海拔
2000多米。听说她在那儿找到了水源，很多人都吓了一跳，那个连路都没有的地方她
是怎么爬上去找到的。水源有了，他们经过近5个月的奋战，硬是把6个取水点的山泉
水全部引进了村民的家中。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精准脱贫进入攻坚期后，她到玉灵村任了第一书记。
一到任，她就组织发动乡亲们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发展。到目前，他们已形成了900亩脆
李、1404亩板栗、150亩核桃的产业规模，建成了远近有名的乡村旅游示范点。现在的
玉灵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8600元，贫困人口的纯收入达到5000元，贫困户只剩下5户
12人，贫困发生率在1%以下。她还把一个5岁的孤儿接到家中，像养自己的孩子一
样，让孤儿不孤，和她家的孩子一样，享受着父爱、母爱和姊妹情深。

如今的玉灵村，山更青、水更绿、花更香、果更甜。在严克美的影响下，在他们当阳乡
就有20多位外出务工人员和大学生回到了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大显身手，一展才华。

提高新时代党领导农村工作能力和水平，需要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
工作队伍，乡村治理和发展更需要一批领头雁，无数本土乡贤、复退军人扎根乡村，无数
大学生和大学生村干部，从城市回到乡村，把乡村作为施展才华的大舞台、历练人生的

大课堂、培育事业的好土壤。张优华、周猛、易春梅、阳菊花、杨大可、彭阳、
晏洲、简义相、张雪、严克美……分别作为本土、复员退伍、大学生、村干部的
代表，他们把心安在农村，把根扎在农村，用智慧和力量、用责任与担当托举
起乡村振兴的梦想，也托举起更加厚重的青春、更有意义的人生和更加璀璨
的未来。在他们的带领下，势必会有更多的力量凝聚起来、迸发出来，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各类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
中，铸就人生梦想，书写华丽篇章！

四
杨大可，长得很秀气，为人谦和又乐于助人，被女同学、女同事誉为

“暖男”。1999年大学毕业后带着女朋友，回到老家海拔1300多米的云
阳县无量山种果树。没人相信，两个已经在成都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会
回家务农，所有人都认为他们迟早要走。可是18年过去了，他们不但
没走，还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新农民，他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
他创建的专业合作社共有476户农民，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年收入
10万元以上的达70余户，成为了感动重庆十大人物之一。

18年前，杨大可在无量山上承包了288亩荒地，撬开满山的石头，
打下几千个两尺见方的窝子，开荒种树。2002年，他们种的水晶梨丰
收了，挣到了第一桶金，拥有了用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可水晶梨”品牌。
现在，他们已在无量山周边的乱石山上，开垦出3万多亩果园，种植了
46种水果。4到11月，车厘子、无花果、八月瓜、水晶梨、蒙娜丽莎李进
入丰产期，通过物流发往全国，为他们赚回真金白银。去年，他们在果
园找到1000多成对的“蒙娜丽莎李”，取名“情侣果”，仅限在7月7日七
夕发售，每对售价13.14元，象征一生一世。这个创意，让“蒙娜丽莎李”
的价格一下提高到上百元一斤，还供不应求！知识和创意创造的奇迹，
让他看到了广阔乡村更多的发展契机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杨大可的带领下，现在的无量山，家家户户喝上了自来水、住进
了新农房，公路通到果园门口，人均年收入增长近10倍。他带领农户
不仅创造了财富，更创造了幸福！

大学生回乡创业不仅仅是大学生自己的一种时髦与时尚，更是乡
村老百姓的急迫呼唤与期盼，作为乡村人才振兴的生力军，广袤的田野
需要知识的雨露浇灌，需要一代时代的弄潮儿去谱写青春之歌。

在一次乡村振兴报告会上，我听到了另外一个大学生回乡创业的
精彩故事。她叫彭阳，剑桥大学博士毕业，只有28岁，高挑的个儿，圆
脸，笑起来略显一对酒窝，比蜜还甜。2014年，作为剑桥大学学联主席
和优秀留学生代表，她很荣幸在英国受到了李克强总理亲切的接见。
当国歌在伦敦上空响起的那一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在海外求学多年
的女孩子，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潮澎湃！也就在那一刻，彭阳的心里种下
了一颗回家的种子！

她说她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把知识和技能转化成实战经验
和有益价值的机会。而这一切，就应该、也只能在祖国的土地上去实
现！于是，她毕业后放弃了在国外金融单位就职的机会回到家乡，为了
成功启动创业项目，她凭借在剑桥读书时的资源，邀请全球顶尖的德勤
战略咨询专家和她一起完成了奉节脐橙六次产业的商业计划书。从种
子的选育到果树的管理，从对生鲜市场的分析研判到深加工的战略规
划，再到对国内外柑橘市场的精准判断，让她对创业充满了信心。经过
半年的努力，她得到了第一个股东——新加坡物流上市公司1000万的
投资，在签下投资合同的那一刻，她深深知道，打动投资商的不仅仅是
她的战略规划书，更是中国农业充满希望的现在和无限广阔的未来！

2016年7月，她的“山橙时代”正式成立了，她开始了农业现代化的
破题之路。她从柑橘如何选种、如何种植、如何管理、如何营销到如何
可持续发展，她都亲力亲为，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现在，彭阳建
立了2000亩自有柑橘基地和6000亩“公司+农户合作基地”基地，公司
年产达到4000吨，收入近4000万元，带动600多户果农增收致富，30
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山橙时代”也获得了“中国农业品牌金穗奖”“智
慧农业好项目”等诸多奖项。

与彭阳一样，简义相大学毕业后在一家通讯公司拿着20万年薪不
满足，毅然决然回到黔江区邻鄂镇松林村种银耳和菊花，成为一名地地
道道的“职业农民”。再苦再累，在他的脸上都很难看到一丝愁苦，总是
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他的所学在广袤的乡村得以施展，从白手起家发
展种植产业，从单打独斗到以自己的名字组建了义相食用菌种植股份
合作社，建立了菊康丽农业综合开发公司。2017年种植菊花银耳300
多亩，产值达300万元，带领全村父老乡亲脱贫致富。在农村广阔的天
地里，他不仅赢得了老百姓的认可，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大学生回乡创业已经成为了一种平台，一种时尚，一种追求，一大
看点。他们在乡村振兴中，用青春和智慧浇灌广袤的田野，用感情和责
任托起对农民的大爱，行走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未来已阔步向我们走
来。晏洲大学毕业后放弃在城里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彭水县润溪乡樱
桃村养鸡，一时间把他父母气得直跺脚。2009年，晏洲回到家乡从借
钱养鸡开始，在苦干实干中追逐自己青春的理想，他经受过创业初期的
沉重打击，他也品尝过收获带来的快乐。他爱农村，他把单纯的农业生
产，发展为特色的乡村旅游产业，让一片250亩的荒地变成了美丽的生
态农场；他爱乡亲，带领着他们一起共同致富。只有30岁的晏洲，现在
已经是彭水县花千谷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华敏山禽养殖场非公党组织书记，发展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他正在
用奋斗将幸福的蓝图变为现实。

三
你信吗？一颗小小的桂花树，它的叶子一年四季可

以变换五种颜色。我信，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个打工妹
创造的辉煌。

第一次去垫江县城不远的新民镇双河口村，我看到
了一大片鲜红的彩色桂花苗圃，也就认识了这位苗圃的
女老板易春梅。她口若悬河地向我介绍了她的桂花树如
何如何的好看，如何如何的赚钱，这些事情都是随行就
市，我相信。但说到她的桂花树叶一年能变换五次颜色，
我怀疑了。于是，那一年春夏秋冬我去了四次，得到了印
证，她说的是真的。

易春梅出生在垫江县的一个小山村，因为家境贫寒，
1993年，易春梅前往广东成为打工族一员。打工期间她
利用空闲时间学习，完成了大学学业，萌生了回乡创业的
念头。回到家乡，她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以及对市场的
观察了解，发现园林绿化这一块大有可为，于是创办了重
庆海博园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赚到了创业的第一桶
金。2008年，易春梅又以极具前瞻性的眼光看到了国内
彩化行业的巨大发展空间，在垫江开辟起苗圃基地，开始
专注彩色植物的研究，成功培育出五色彩桂这一新兴彩
色植物，并获得三项国家专利发明认证。随着苗圃规模
渐大，人手开始不足，易春梅想到很多在家务农的农村妇
女，便聘请她们到苗圃培育苗木，帮助她们提高家庭收
入，易春梅也因此受到周边村民的一致赞赏。2015年，
易春梅受邀参加在人民大礼堂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科
学家论坛”，受到了相关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如今，易春梅在振兴乡村中又打造了农文旅融合发
展的五彩田园亲子乐园，按照国家AAA级景区标准建
有彩色植物、荷田悦色、生态温室、亲子互动、传统农庄和
农耕文化等六大主题景点，打造出集田园观光、休闲养
生、采摘体验、儿童科普、文化传承为一体的城市近郊生
态农业休闲度假胜地。

打工族回乡创业在重庆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近年来
有50余万人回到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他们用智慧和
辛劳浇灌出一朵朵乡村振兴的鲜花。那天我去云阳县，
他们也给我介绍了一位打工妹回乡创业的故事，让我听
了很振奋。

她叫阳菊花，是“三峡阳菊”的创始人。她姓杨，其实
真名字叫杨雪梅，因为她把一朵菊花做成了一大产业，当
地人亲切地称她阳菊花，是太阳的阳。这是一个有情义、
有内涵的名字，这不仅是对一个农业企业家的认可，更是
对一个产业发展的信心。她也很喜欢。

当年她怀揣不到3万块钱的打工积蓄回到了她的家
乡云阳县，这是一个青山绿水、民风淳朴的地方。峡江两
岸，就像一幅原生态的山水画，特别适合发展现代特色效
益农业。于是，她选择了菊花。她说菊花纯洁，不仅可以
观赏养眼，还是上佳的饮料，联合国粮农组织称重庆的云
阳就是最适宜种植菊花的地方。

2010年，她成立了芸山农业发展公司，一家集阳菊
育种、种植、加工及销售一体化的综合性农业企业。经过
几年的不懈努力，现在，她的菊花种植基地遍布全县近
20个乡镇，种植面积已近50000亩。有菊农15019余
户，其中带动贫困户502余户，近5000人。2017年1月，
她也有幸作为全国非茶类植物饮品的代表陪同中国农业
部领导出访了欧洲。

她毫不掩饰地说：“我要把菊花做成健康全人类的产
品，把三峡阳菊做成全球第一朵”。我相信她的执着，一

定能把一朵菊花变成一种追求、一种当
代时尚、一种高端健康饮品、一个精准扶
贫产业、一个移民增收来源，最终定格为
一种三峡库区的文化现象，开创标准化
非茶植物健康饮品的生活方式和新时
代，让“阳菊花”改变中国菊花的品质，改

变人们饮茶的方法，把菊花带到
品牌时代，塑造
一张三峡库区的
亮丽名片。

二
张优华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人才精英了，高个儿，

因为常年和庄稼地打交道，肤色略略的显黑，但透着亮。说
话很率直，他自嘲地说：“我是地地道道的农二代！”他说他父
亲和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曾被评为全国劳模，“我算是子
承父业吧”！

他当年也想上大学、想当兵，可都没能如愿。他沮丧过，
徘徊过，也被人瞧不起过。其实人生的道路有千条万条，在
这个世界上，没能如愿的事情也并不一定是坏事。当年贺优
华回到了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因为，他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一样可以大有可为。他中学毕业后回到乡村，先是种
蔬菜，后又零售蔬菜种子、农资产品，后来他成立了重庆民友
蔬菜种植股份合作社和莲藕协会，带动当地及周边农户共同
发展，整合永川地区莲藕资源，统筹莲藕生产、统一产品经
营、统一莲藕品牌。2011年，他为了更好的延伸产业链，改变
传统农业发展方式，又投资建设了永川十里荷香现代农业
园，核心区达到3200多亩，以绿色荷莲种植及加工、乡村旅
游开发为主导产业，被评为重庆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一扎根就是30年，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可想而
知。3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也许很漫长，可他却觉得很快很
短暂。作为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重庆市人大代表，他
所投资建设的八角寺村被农业部评为“全国美丽休闲乡村”、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是金子，不论放
在哪里都会金光闪闪的。”张优华，本身就是根植在乡村田野
里的金子，纯金！

十年前，当大多创业者都把“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当作
遍地黄金的矿藏，人人都以为自己能从中掘到真金的时候，
周猛告别了戎马生涯，毅然决然回到了他的家乡——开州
区，开始训繁大鲵（俗称“娃娃鱼”）。

大鲵是中国特有的珍稀野生动物，它是地球上最古老的
两栖动物之一，早在3亿5千万年前就已经存在。在晚泥盆
纪时期，由于地球突然发生裂变，所有的生物遭到破坏，大型
动物因找不到食物全部灭绝。但是，大鲵却奇迹般地存活了
下来，原来它喜欢生活在布满石缝和岩洞的山区，潜居于有
清凉溪流的洞穴内，由此得以历经几亿年地球磨难而没有灭
绝，故又被誉为“水中大熊猫”、“水中活化石”。尽管大鲵被
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是根据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大
鲵人工训繁的子二代，是可以上市经营销售的，周猛敏锐地
捕捉到了商机。

周猛四十出头，留一平头，衣着得体，显得很精神很阳
光，十分干练，至今仍保留着军人的气质。他深知，重庆是大
鲵的主产地之一，以三峡库区为重点的几万平方公里的山区
都是大鲵的原产地。尤其是他的家乡开州，到处都有古老的
溶洞和清静的溪河、废弃的煤洞，这里近乎原生态的亚热带
生态环境正是大鲵的世外桃源。

既然要做就要做成产业。没有技术就从书本上学，没有
经验就去拜访行业专家、大鲵养殖专业户。周猛活学活用，
成为大鲵养殖之集大成者，分别在开州、万州建立了三大基
地，注册了属于自己的商标——“三峡大鲵”。现如今，他流
转林地荒坡、滩涂、耕地近万亩，大鲵选育场、繁育场、育苗车
间、养殖车间和源自天然溶洞的蓄水大坝构成，大鲵保有量
近40万尾、年产亲本二代幼苗20万尾。在基地里，翠竹郁郁
葱葱和着大小不一的鱼池、绿色的厂区、以大鲵为主，辅以香
猪、豪猪、竹鼠、三文鱼等多种生物养殖场，以三峡大鲵为原
材料开发的“大鲵胶原蛋白饮品”、“大鲵秘制罐头”、“大鲵胶
原蛋白纯粉”等副产品也同步上市，集驯养、休闲、观光、餐
饮、娱乐于一体，构建成一幅原生态画卷，带动了周边六个村
近万农民脱贫致富。

周猛拼搏了十年，拥有10多项专利，形成了自己的品
牌，把昔日“堂前燕”的美食送到了寻常百姓的餐桌。

军人的作为岂止在战场！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
复员退伍军人，他们在部队奉献青春的同时，不断参
加军地两用人才培训，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
神，有“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过硬本领，有“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血肉般的深厚感情，这是一群无坚不摧的青
年群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啃下农村这个“硬骨头”，正是
需要有这样一群人的冲锋陷阵，不愁农业不强、农村不美、
农民不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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