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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庆

� � “用你的创业方式减少贫
困，用你的创业激情定义公益。 ”
这是黑土麦田创客招募计划中
的一句话。

2016 年，因为一名乡村创客
获选 2016 中国罗德学者； 因为
其联合创始人秦玥飞获选 2016
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因为在著
名的综艺节目《朗读者》中，他们
朗读了《泥泞》，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认识黑土麦田，认识黑土麦田
的乡村创客。

如今， 在各种公益论坛、公
益活动中，时常可以看到黑土麦
田的身影， 听到创客们的故事，
包括这两天马云的乡村教师论
坛。 那么黑土麦田究竟是怎样一
家机构? 黑土麦田的乡村创客为
何如此“跑火”？ 项目有何独特之
处? 又是什么让那些名校毕业生
选择扎根乡村呢？

创客陈旖雪的扶贫故事

陈旖雪毕业于复旦大学新
闻学院传播学系，大学期间辅导
外来务工家庭孩子的经历让她
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发
展的不对称和不平衡。 为此，毕
业时她选择加入黑土麦田，成为
了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花垣县补抽乡水桶村的一名
扶贫专员。

“我们创客享受的福利有基
本津贴 3500 元， 用来支持我们
在当地的生活和工作，黑土麦田
还会根据工作表现、项目开展的
情况、 推进进度等给予 1000 至
3500 元不等的绩效奖励。 ”谈到
创客的薪资时陈旖雪介绍道。

相对于薪资，更吸引陈旖雪
的是黑土麦田提倡用创新的创
业方式解决乡村问题，其发挥空
间和自由度让陈旖雪觉得有用
武之地。

刚走进乡村的陈旖雪，心里
充满了忐忑和不安，因为不知道
自己要做些什么， 能做些什么。
好在有黑土麦田的支持，让她接
受了各方面的培训，包括入职之
前的集中培训，入职后因实践中
遇到的问题进行的线上培训。

“除了这些培训外， 黑土麦田还
为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大学生
对接一些专业导师，以便我们能
够在基层更好的完成工作。 ”

陈旖雪很快认识到资源是
最重要的，“因为有前景的项目

一定是在本地有一定资源积累
的项目”， 作为创客就是要把这
些资源发掘出来，用合适的方法
让更多人看到、欣赏到。

为此，她选择从三个方面来
开展工作。 首先，通过短期销售
本地具有的农特产品，比如野生
猕猴桃、腊肉等，为村民带来收
入，进而树立村民的信心，取得
村民对创客的信任。

其次，从简单的卖产品到发
展某一产业。 陈旖雪和所在乡村
的创客们带领村民开展了生态
养猪项目， 通过和企业合作，用
“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方式做
产业，进而引进一些企业资源及
规模化的运作方式，通过做规模
化的过程中设定标准，潜移默化
地引导村民如何做一个产业。

最后，利用水桶村特有的苗
族文化，做苗绣的产品研发及文
化技艺的传承。

苗绣是一种手工艺品，也是
一种文化。 在陈旖雪的创客经历
里，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究竟孰
轻孰重一直是她考虑的问题。 苗
绣的文化价值如何能满足现代
消费者的需求？ 如果苗绣是一种
消费品，如何在大批量向市场推
广的同时避免原本“手工”的价
值被机器的效率所掩盖？

创客们首先想到的是产品
本身的形态和销路。 水桶村的苗
绣原本只是自用，或是销往临近
乡镇作为典礼服饰，大部分的消
费者都是老年人。

为了在扩大潜在消费者群
体的基础、适应城市消费者的需
求的同时保留苗绣精致、装饰性
的特点，水桶村的合作社开始绣
制包带、T 恤、项链等“小而美”的
产品，以此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
者来关注苗绣市场。

在界定了消费者群体的需
求之后，创客们开始着重培训合
作社的绣娘。

第一轮的培训里，水桶村有
27 位有一定苗绣基础的绣娘参
加了培训，绣出的同一式样的样
品由专家进行评定，给予定价。

目前合作社已经开始接单，
全村大约 30 名绣娘可以通过合
作社获得稳定的收入。 水桶村合
作社的绣娘们将成为湘西古老
的苗绣和现代消费者们之间的
桥梁，无论未来机器会不会大批
量替代手工，只要这样的合作社
还在，苗绣的文化就会被不断传

承下去。
令陈旖雪欣喜的是，创客的

经历让她适应新环境、 时间管
理、协调沟通、解决问题等各方
面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如何
发起和推广一个项目的经验;和
村民打交道的经验，这些在项目
执行过程中获得的成就感和快
乐感让陈旖雪觉得弥足珍贵，是
很多工作所不能带来的。

更多乡村创客涌现

像陈旖雪这样的乡村创客
在黑土麦田还有不少。 黑土麦田
每年都会选拔、培训、资助、支持
一批国内外顶尖学府的中国籍
优秀毕业生到国家级贫困县的
乡村开展产业扶贫和社会服务。

具体来说， 就是黑土麦田
主要但不限于从最好的高校中
召集一批优秀的大学生， 成为

“扶贫专员”、“村主任助理”，从
而扎根到村子里， 对当地的情
况进行调研、编写项目计划书，
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得到自
我磨练。 并给予人民币 20 万元
左右的资助，包含服务津贴、各
类保险、体检、疫苗接种及食宿
等。

同时，黑土麦田也会为创客
们提供贯穿两年服务期的系统
培训，导师团由各行各业的精英
组成，让创客们在帮助农村脱贫
致富的同时， 大脑得到及时充
电。 在录取成为准创客后会参加
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培训内容涵
盖三农知识、工商管理、个人职
业发展、金融、法律、农村经济发
展方式等方面。 而下村之后，黑
土麦田也会根据创客的需要提
供相应的导师和履职支持。 两年
服务期满后，黑土麦田会为创客
提供深造、就业及创业等多元的
出路选择与支持。

谈到创客在乡村开展的工作
内容， 黑土麦田湖南首席代表谭
腾蛟告诉记者， 工作内容各式各
样：调研、写策划；帮助贫困村民
卖野生猕猴桃、卖腊肉，从文案到
包装再到渠道； 找资源给阿姨们
培训苗绣、对接外面的订单；和小
朋友们爬山、画画、唱歌；开展乡
村改造、培训当地青年等，虽形式

多样但目标一致。
“目前乡村创客项目的资金

来源除了在腾讯公益平台上进
行的公众募捐外分为三块，第一
是来自政府的拨款，比如北京市
朝阳区政府奖励资金；第二是国
内公益基金会的资助，例如中国
扶贫基金会、北京险峰公益基金
会、爱佑慈善基金会、北京三一
公益基金会等；第三是国内企业
家的捐赠。 ”谭腾蛟介绍道。

“乡村创客项目之所以能得
到公众、政府、基金会及企业家
的资助，究其根本是因为项目聚
焦真实的社会问题，精准定位目
标人群，并且试图用创新的方法
解决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 ”

除了创业项目，创客们也分
别在各自的村开展公共服务类
项目，如少儿足球队、女子棒球
队、苗绣培训、青年培训、全家福
拍摄、冬衣捐赠等。

从 2016 年第一批乡村创客
扎根村子里起，黑土麦田公益在
4 个省份 15 个贫困乡村成立了
12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30 名创
客在乡隅田间挥洒汗水，让一个
个村里的贫困户脱贫致富，在今
年下半年计划还会有近 50 名创
客投身农村。

把关注度转化为进步的动力

谈及被黑土麦田所吸引的
原因，“除了乡村情怀外，对于黑
土麦田为乡村造血而非输血的
理念认可是吸引我的主要原因
之一。 ”谭腾蛟说道。

“这个观念是创始人秦玥飞
在丰富的乡村服务经验中摸索出
来的， 这些经验让秦玥飞清晰的
认识到通过向政府与企业化缘去
扶贫的影响总是有限的。 ”正所谓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只有致
力于帮助村子建立自我造血的功
能，才能带来可持续发展。

此外，黑土麦田能够可持续
发展的原因有多方面，名校毕业
生的加入无形中也为乡村带去
了资源。

“作为一名高校毕业生，相较
于本地的村民我有专业特长的优
势， 比如我的传播专业可以帮助
当地村民做一些推广类的活动。

另外， 高校毕业生投身乡村做创
新创业这样的故事， 可以为当地
带来很大的关注度， 这些关注度
都有可能转化成为资源， 为当地
带来知名度和销路， 以便项目获
得更好的推广。 ”陈旖雪谈道。

据谭腾蛟介绍，创客在黑土
麦田还可以边工作边读研，因为
黑土麦田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
开展了“精准扶贫”专项研究生，
创客可获得黑土麦田的全额奖
学金，驻村服务实践将作为专业
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期
满后获得农业硕士学位。

此外，服务期满后，表现特
别优异的创客，可获得知名人士
撰写的特别推荐信，有机会直接
进入知名企业年度招聘的末轮
面试，自主创业的创客可获黑土
麦田为其对接有合作关系的投
资机构，争取创业帮扶资金。

除了具备以上的资源及优
势外，黑土麦田乡村创客之所以
能有如此广泛的传播力度，陈旖
雪有自己的认识：“首先，扶贫专
员们做出了一些成绩，得到了当
地政府和村民的认可，当然这和
秦玥飞本人的故事也有关，他在
乡村服务中摸索和积累的经验；
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扎扎实实
投身乡村六年，为乡村带来的改
变;他获得的感动中国人物；他带
领创客们走上《朗读者》的舞台
等，这些媒体的曝光，以及秦玥
飞本人的故事所带来的关注都
是重要原因。 ”

“不过，除了以上这些原因，
我认为对我们创客来说最重要
的是如何把这种关注度转化为
进步的动力。 借助大家的关注
度， 更加努力做好我们的产品，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产品、购
买我们的产品、 传播我们的产
品，这也是我们成立合作社可持
续发展的一种方式。 ”陈旖雪补
充道。

谈到两年后服务期满是否
会继续从事公益，陈旖雪告诉记
者，“通过一年多在乡村的实践，
内心深处已经对乡村有了感情，
虽然不确定以后的择业会不会
受影响，但是未来的自己一定会
在某种程度上或以某种形式和
乡村产生联系。 ”

乡村创客们不仅在乡村创业，还会在所在村开展各类公共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