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学村———小农社会企业
的灵活样本

300 位农民组成的村子，几百年
来一直默默无闻地安居在海南省的
一处火山遗迹之上。 如今，这个名叫
“博学”的村庄，命运正在发生折转。

2008 年， 由村里走出的一名 80
后大学生陈统奎去台湾访问，发现曾
经的桃米村跟自己家乡如今的命运
相似：被发展边缘化的小村落，劳动
力外流， 村子人的生活水平持续降
低，环境也在不断恶化……几乎同一
时间，他偶尔看到了日本出版的一本
描述生态农村的小册子。 2010 年，他
终于想出了一个梦想阶段的蓝图，并
参加了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 那时他
才发现，原来自己要做的是用社会企
业的概念来更新自己的家乡。

如今陈统奎是海南博学生态村
发展理事会创会理事长。 在他的联络
下，博学村迎来了姚明的题字和于建
嵘的支持，成为海南省的农村生态村
落改造的示范点。

他用了三步来发展自己的出生
成长的村落：先由农户募集资金，改建
一条适合农村山地自行车赛的赛道；
然后将村子里最有特色的农户———养
蜂人集中起来，生产野生荔枝蜜，并且
通过上海和北京的有机农夫市集，将
野生荔枝蜜运出火山村；最后一件事，
他准备打造与众不同的农家乐， 先从
自己家的屋舍开始改造。

“我们在社区内部做一个企业，要
赚钱，但不拿来分配，而是拿去继续建
设社区。 ”陈统奎觉得，社会企业的概
念很重要， 但实施起来需要考虑具体
情况。“最标准的社会企业其实是公益
和商业交集的部分，对我们而言，的确
现在是最难的。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
苛求， 只要坚持一个社会契约的理
念———服务公众。 ” （据新社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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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木兰

“把旧物当钱花”的好生意

赶庙会 齐欢乐

宝丰路军休所生活着近
500 名军休老干部，年龄最小的
60 岁，最大的 90 岁，平均年龄
76 岁， 今年的庙会节目丰富多
彩。 军休所所长李元枝告诉记
者，举办军休老干部赶庙会目的
只有一个， 就是想通过这种形
式，让老干部们动起来、乐起来、
幸福起来。

武汉市军休一中心有 600
多名军队退休老干部，也是 24
个军休单位年龄最轻的军休单
位之一， 军休干部任琨玲今年
才 54 岁，可她退休已经 5 年多
了。

任琨玲介绍，她前年进入一
中心，开始学习舞蹈，生活便丰
富多彩起来。“我要通过自己的
努力登上舞台，好的表演能给人
带来快乐， 还能强健自己的身
体。 ”任琨玲说。

当天的“庙会”上，每个节
目都受到军休老干部们的青
睐，场上歌声、笑声、掌声汇聚
成了一首欢乐的交响乐。

学知识 聚感情

在玫瑰园军休所的庙会上，
一个《情景故事》节目特别受到
军休老干部们的好评。 今年 78
岁的军休老干部刘荣武现身说
法登台讲述了自己所见所闻的
《街头情景故事》。

一天晚上， 刘老在一个
ATM 机上取款， 看到 ATM 机
上张贴紧急通知， 声称接上级银
行通知， 柜员机系统需进行程序
升级改造， 用户必须把资金转移
到指定的账户上， 或按一些提示
进行操作后才能取钱。“通知上没
有盖章，银行会这么不严谨吗？ ”
刘老自问。 第二天他去了银行柜
台上取钱， 但是把昨晚 ATM 机
上的疑问讲给了银行的工作人
员听，没想到银行的工人员当即
肯定了刘老的想法。“不论 ATM
上的公告或通知是否加盖公章，
只要是要求转到指定账户，该公
告或通知一定存在问题。 ATM
如果出现故障，银行会将机器关
闭，暂停使用。 只要持卡人把资
金转出或进行了某些操作，就可

能上当受骗， 甚至造成资金损
失。 ”银行的这位工作人员说。

刘老的故事受到战友们好
评。“真没想到，军休文化庙会办
的这么好，不仅饱眼福，还能学
知识。 ”军休老干部张静茹说。

当天，赵家条军休所也举办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军休文化庙
会， 庙会上老干部们表演了 13
个节目， 先后有 80 多名老干部
登台演出。 军休所所长吴天清告
诉记者，举办文化庙会一个是丰
富节日文化，更重要的是通过庙
会让老干部们健健身、 开开心，
增强所里的凝聚力。

“老干部们都非常喜欢文化
活动， 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节目，
贴近我们老干部，老干部们特别
喜欢。 ”今年 84 岁的离休老干孙
洪恩说，“可以说，是‘文艺’增强
了我们的凝聚力，因为‘文艺’我
们战友相聚又多了个由头。 ”

下午 5点多庙会结束，300多
名军休老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意犹
未尽久久地不愿离去。 许多老干部
都在问：“什么时候再主办庙会呀？”

“请你们放心， 只要有老干
部们的需求，我们会经常开展庙
会活动的。 ”吴天清坚定地说。

（周钢）

自编自导 自娱自乐
武汉 6000余军休老干部赶文化庙会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
馨又从容 ， 夕阳是晚开的
花 ，夕阳是陈年的酒 ，夕阳
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
情，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
红。 ”1 月 17 日晚，一首《夕
阳红》拉开了武汉军休一中
心春节庙会的序幕。 同时也
拉开了全市 24 个军休单位
文化庙会的序幕。

武汉市民政局副局长
徐元明介绍， 全市有 24 个
军休单位，6000 余名军队离
退休老干部在这里颐养天
年，年龄最小的近 60 岁 ，最
大的 96 岁 。 为了使他们能
在这里老有所养 、 老有所
乐、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
有所教 、老有所为 ，全市各
军休单位都成立了老年大
学 ，有电脑 、舞蹈 、书画 、摄
影等 10 余个班， 全市 6000
多名军休老干部有 5000 多
名上老年大学。

据了解，军休老干部中
多才多艺的人特别多，他们
也特别喜欢文艺节目，今年
还是首次组织全市 24 个军
休单位赶庙会，文化庙会共
有 2000 多名军休老干部登
台献艺。

聊洪斌和 Judy 是一对青
年夫妻。 聊先生做 IT 出身，
Judy 的专业则是会计。二人双
双辞职后经营过酒吧、 卖过手
工铁皮模型， 大约 3 年前开了
一家“交换商店”。

灵感来源于国外普遍存在
“以物易物”的二手市场，而交
易规则则相对完善。 人们把闲
置物品拿到店里， 与店主协商
一个双方都认同的所值金额，
然后就可以据此换走店里的任
何等价物品。 倘若你想买走东
西的价格高于这个金额， 则需
要添补差价。反之，倘若你交换
结束后金额有剩余， 或你一时
并没有中意的东西， 那么店家
则会给你开一个账户记录，确
保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再次交
换。 简而言之，就是“把旧物当
钱花”。

至今， 店里的账户已经有
600 多个———大到数千， 小到
几元。店主反对顾客“为凑够金
额而选择东西”，因为这样“你
选回去的东西可能又是一件闲
置物品”。 当然，如果你没有闲
置物品拿来交换， 店内也接受
现金购买。

看似简单的经营过程实践
起来却并不容易。 除了需要不
厌其烦地向顾客解释交易规则
和介绍不接受的物品外（交易
商店里不接受金银首饰、 珠宝
玉器、批量挤压食品、直接用于
人体的化妆品等），Judy 最为
难的就是为商品作价。

上学时用的书包、 旅游时

买的唐卡、前男友送的八音盒、
公司发的电饭煲……交换商店
里的商品可谓琳琅满目。 Judy
总结了四种作价时的参考因
素：物品的新旧程度、做工，材
质和设计，是否具有功能性，以
及这类物品在店里的以往交换
情况。 对于具有功能性的物品
如小家电，Judy 的作价会略
高；完全没有功能的纯装饰品，

作价则会偏低。
而在出售时，却恰恰相反：

功能性强的商品价格偏低，功
能性弱的商品则价格偏高 。
Judy� 说：“来交换商店购买
实用物品的人， 经济基础不会
太好， 并且那件东西又一定是
他非常需要的， 所以定价不能
高。而来购买装饰品的人，他一
定是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
需要一些额外的享受， 商品的
定价就可以略高一点。 ”

显然，Judy 是个实用主义
者。 她认为这个社会上生产出
来的东西已经“太多太多太多
了”，并且有些东西生产出来就
注定是件闲置品。“除了生产生
活必需品的工厂外， 其余工厂
都不需要开工，这样歇个一年，

现有的东西就足够人们消费，
完全没有问题。 ”

所以事实上， 很多时髦的
年轻人慕名而来，却常常失望，
因为这儿真的不是一家潮流商
店。店主把其当做“社区里的水
站或胡同口的便利店”来经营：
有街坊大爷来买一个灯泡，也
有附近的农民工来淘一顶帽
子。 而聊洪斌的新年计划也正
是将“交换商店”的创意复制到
真正的社区里。

关于“交换商店” 的收
益———除了房租，水电、店员工
资、夫妻二人的生活支出外，还
略有结余。“它解决了三个人的
就业， 关键是这一切过程都没
有再采购任何新的东西。 这才
是它的真正意义。 ”Judy 说。

严格意义上讲，这家十几
平米以个体户名义在工商注
册的小商店算不上是社会企
业。 但其创新的经营方式、较
强的可复制性以及倡导循环
使用的理念给社会企业家们
提供了借鉴。

老年桑巴舞———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不但丰富了军休老人生
活，而且也使老人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大到数千，小到几元，商店目前已有 600 多个交换“账户” 潘之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