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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沿幕阜山生态旅游公
路一路向前，沿路除了漫山遍
野的绿，格外引人注目的还有
路旁“柃蜜小镇”富有诗意的广
告牌。行至崇阳县金塘镇畈上
村，一幅世外桃源般景象映入
眼帘，登巍巍白崖山之巅，俯
瞰脚下这片热土,确实有很多
的神奇，山麓野樱、紫薇、黑竹、
甜茶、柃木（俗称野桂花）一团
团、一簇簇形成风景。近年因
喝“双胞胎井”
水出生 16 对双胞
胎而充满神秘；有 80 岁以上老
人 30 多位而令人羡慕；还有革
命先烈陈寿昌长眠于此而成为
红色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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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有 2360 余人的畈
上 村 ，曾 因 交 通 不 便 、信 息 闭
塞 ，－ 直 是 崇 阳 县 有 名 的 老 、
边、穷山区僻壤之村，更是全县
重 点 贫 困 村 、有 名 的“ 空 心
村”。如今，这里缘于一个成功
实业人士的回归和胆识，让这
片原本沉寂的山村从此变得车
水马龙、门庭若市，一切竟是如
此风生水起 .……
不到三年光景，
这个曾经的
贫困山村已被打造成为崇阳旅游
的一张新名片。这背后的设计
者、
推动者、
建设者，
正是48岁的
畈上村
“村民”
沈亚明，
湖北尚禾
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柃蜜小镇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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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壮志 回报桑梓
柃蜜小镇之白崖山风景区

柃蜜小镇一景

“小时候冬天上学都是打赤脚，连
着一个星期吃红薯填肚子，半个月都
见不到大米。”面对家乡的贫困状况，
1970 年 8 月出生的沈亚明回忆起 30
多年前的畈上村，那时的贫穷让他暗
下决心，
“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
1989 年，沈亚明发现简易气体打
火机的生产商机，就此全省第一家
“打
火机”
生产厂在崇阳建成。不出所料，
小小的打火机供不应求。那时汉正街
批发市场的打火机，绝大多数都是从
他厂里进的货。还只有 19 岁的沈亚
明，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成为崇阳县城明星老板的他也历
经人生的起落跌宕，之后的岁月里，多
次经商和创业有起有落，熔炼出了他
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敏锐的市场洞察

力，在传媒行业打下一片天地之时，其
他的行业也落地开花，积累了宝贵的
人生经验和雄厚的资金实力。
阳光开放、胆大心细。事实上，早
在 1999 年，因为对酒店管理有兴趣，
沈亚明便到新加坡学习了两年酒店管
理，随后在国内酒店行业爆发式增长
的过程中淘得一桶金；在 2006 年，又
到清华大学读 MBA，在金融班、房地
产班学习，这让他在随后的投资中完
成了资本积累。
事业有成了，一直萦绕在沈亚明
心头的却是挥之不去的“乡愁”，心系
那一方生他育他的土地。这样的信念
来源于他回报家乡的初衷，也源于他
对自己事业发展方向的明确规划，即
使有人不理解，
他依旧坚定。

2009 年，沈亚明回到咸宁，把新
家安在了崇阳隔壁的赤壁市。
“ 没想
好，也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回到崇阳。”
沈亚明说，对于家乡，他身上有担子，
心里有责任，但当时没有太好的项目，
也不想贸然回来做些什么。
随后的几年里，他名下的企业稳
步运营发展，在不断积累资金的同时，
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发展。直到 2015
年，幕阜山生态旅游公路从家门口经
过，畈上村村民多年出行难的问题得
以解决，并且公路将沿线各个景点像
串珍珠一样串了起来。
“时机来了！”
同年 6 月，
沈亚明叫上哥哥沈亚军
回到畈上村，创办了尚禾集团，并立志
将畈上村打造成为
“南鄂第一村”
时，
无
疑招来诸多社会讥讽和担心，有村民

筹谋发展 振兴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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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建设初期，沈亚明就提出
了
“一个梦、一条心，共建美丽畈上村”
的号召，把共同富裕作为村企共同的
梦想，引领全村人民朝着这个目标努
力前行。
正是因为有了共同的梦，通过公
司与村委共同的宣导，村民们的思想
得以逐步转变，公司在土地流转、生态
保护开发等方面也得以顺利进行。同
时，沈亚明还牵头多次组织村党员干
部、村民代表到江浙等地考察参观同
类成功的项目，开阔大家视野，结合柃
蜜小镇项目建设发展的现状和带来的

实际效益，增强了村民对项目开发的
信心和对未来的期望。
沈亚明十分注重家乡民生基础设
施的建设，力主要为村民生产生活及
出行提供便利。三年来，加宽、硬化进
村主干道 5 公里；修建桥梁 12 座；加
固和修复河道河堤千余米；修建水塔
和储水水塘 3 座；全面修建自来水饮
水工程；
增设网络通讯基站，加大信号
覆盖面和增强网络信号；进行污水和
垃圾的清运处理；畈上村的民生基础
建设得到全面改善，实现了林下生态
养殖，实现了奇花异木园地的形成，还

修建了水塘、水塔及尚禾宾馆接待中
心和木屋群度假酒店。2017 年畈上
村荣获
“十大荆楚最美乡村”
称号。
为解决村民增收问题，公司创办
了系列产业精准扶贫合作社，与村民
签订购销协议，建立电商平台，各种农
副产品、土特产品有了销路；
在土地使
用方面，公司流转村民闲置的土地山
林，直接支付流转土地青苗补偿费 60
多万元，支付村民土地流转费 120 多
万元，村里 360 余亩抛荒地变成了真
金白银；
同时，他还创办了系列产业精
准扶贫合作社，与村民签订购销协议，

担当重任 助推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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柃蜜小镇之游客中心

“村摘帽、户脱贫”既是中央精准
扶贫工作目标，也是沈亚明回报桑梓
的初衷。为此，他义无反顾地主动肩
负起脱贫攻坚大任，和畈上村两委一
起，倾力推进畈上村精准扶贫工作。
这几年，根据畈上村和企业发展
现状，沈亚明推出了“公司+多层次精
准扶贫”模式。首先，由公司斥资，兜
底亏损，创办产业精准扶贫合作社，除
每年支付土地流转费用、青苗补偿费
用外，还为全村农户提供大量就业岗
位。对完全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除国家兜底外，公司再每户每月帮扶
100 至 300 元；推出空巢老人帮扶项
目，确保老有所养；推出教育扶贫、留
守儿童关怀项目，
确保幼有所教。
三年来，他优先安置 68 名贫困村
民就业；聘请专家团队和优秀管理人
员对贫困村民进行技能培训；组织公
司员工与村里贫困户结对帮扶；给予
贫困学子每人每年 3000-10000 元的
对口资助，帮助贫寒学子实现求学梦；
制定和实施村民养老金制度，对村民
从 65 岁开始，分年龄段给予 100-400

元/月不同标准的养老金保障。正是
有他的倾力帮助，畈上村目前已顺利
脱贫摘帽，正在向小康生活大步迈进。
三年来，
沈亚明的尚禾集团从成立
之初才几个人的集团公司，
发展到至今
的220 多人。集团旗下成立旅游开发、
蜂业、
水产、
果蔬、
柃蜜养殖、
酒店管理、
电子商务共 7 家子公司，
曾经的贫困山
村已经被打造成为家喻户晓的旅游新
胜地
“柃蜜小镇”
，一个集生态观光、健
康养生、休闲度假、红色教育、绿色原
味、
四季飘香于一体的醉美生态旅游示
范区，
正在逐步展现在世人眼前。
如今，柃蜜小镇建设已经初具规
模，集玫瑰花山赏花摄影、户外婚庆、
环球小姐赛事培训、拓展训练、水上乐
园、亲子娱乐于一体的白崖山风景区和
集桃花观赏、
珍禽特兽博览、
科普教育、
娱乐互动、
饮食体验于一体的柃蜜小镇
动物园区已经正式开园。集休闲度假、
文娱游乐、民俗风情体验、餐饮服务于
一体的柃蜜小镇紫薇谷民宿度假区一
期 33 栋田园独栋木屋和柃蜜客栈已经
正式对外营业。二期白崖山大型户外

活动健身综合基地正紧锣密鼓建设中，
重点开发和打造负离子含量长年在
35000个/m3以上的白崖山国际森林氧
吧养生度假村，
修建万米人行观景生态
步道和上山索道，
配套露营、
攀岩、
天坑
探险等户外健身运动项目。
家乡生机勃勃的发展让本村的年
轻人愿意回乡了，还吸引了不少邻村
的村民。这个曾经偏远的小山村，变
得更加热闹，更加有烟火气息。目前，
已形成集乡村旅游、生态农业开发、休
闲娱乐、生态种养、加工销售为一体的
综合性发展新型企业。同时，畈上村
良好的生态自然资源，打造旅游项目，
既能充分利用资源，更能通过旅游带
动配套产业，让这里的村民增加各类
经济来源，实现持续受益。
沈亚明在逐步实现蓝图的同时，
始终关注着整个村子的建设，关注着
全村父老乡亲的增收脱贫，把实惠和
红利都让给了父老乡亲，把压力都留
给了自己。今年五一，柃蜜小镇一期
景区盛大开园，到柃蜜小镇旅游的人
越来越多，沈亚明几乎忙得不亦乐乎，

说：
“我们村回来了一个放卫星的人！”
“我们畈上也有头脑发热的人！
”
也有很
多领导和朋友很担心：
“话放出去就像
泼了的水，是收不回来的。
“
”叫了亲家
要女给的！”
还有他的父母心疼：
“亚明
呐，
你这是烧钱吧，
不要命了吧！
”
……
沈亚明认为畈上村落后，村民贫
困，需要大力帮扶。把钱投在畈上，修
路，路在；建水库，水库在；栽树木，树
木在。搬不走，丢不掉，村民可永世受
益。而把钱投在别处，再好的基础设
施，搬不回畈上，父老乡亲永远受不到
益处……
于是，游子归乡。沈亚明脑子里
只有寄托深情，反哺乡愁，共谋发展。
自 2015 年 6 月创办畈上尚禾集团公司
后，
就倾力打造柃蜜小镇项目。形成集
乡村旅游、
生态农业开发、
休闲娱乐、
生
态种养、
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发展
新型企业。已注册 1.116 亿元资金，
计
划投资12.5亿元，
已投资2亿元。

风险公司承担，盈利大家共享，亏损公
司兜底。
随着柃蜜小镇生态旅游区的建
设逐步完善，旅游业也逐渐兴旺，相关
旅游配套服务产业需求明显。为此，
沈亚明鼓励在外务工村民回乡创业，
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补贴措施。正是
沈亚明的这份情怀感动了众多的青年
创业者，他们放弃大都市里的打拼，纷
纷回归家乡自主创业。目前，畈上村
新创办农家乐 15 家、民宿客栈 3 家、
零售超市 10 多家，800 余村民回乡，
昔日的“空心村”变成了如今的“兴旺
村”。160 余村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 68 人）在家门口有了就业岗位，村
民 收 入 由 2014 年 的 人 均 6732 元 到
2017 年的 11562 元，
实现了倍增。

恨无分身之术。
“朋友都说这几年我老了很多。”
他笑道，其实自己是懂得享受生活的
人，但这两年他却几乎将所有时间和
精力都投入到了柃蜜小镇上，一刻都
不能松懈。他坦言，在做这件事情上
存在很多阻力、很多不同的声音，许多
事情都需要他亲力亲为地去解决。
“对于柃蜜小镇项目，我们花了大量精
力去做前期规划，就是希望少走弯路，
切切实实地带领村民致富。”
沈亚明表
示，今年下半年，将在畈上村进行股份
制改革，让老百姓以山林、土地入股，
让他们个个都当老板，拿分红，让老百
姓真正融入柃蜜小镇建设中，把项目
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而自己要做
的，就是当好村民们的领路人，把方向
找对，
把事情做好。
不忘初心，不负使命。沈亚明的
创举受到市县主要领导的一致好评和
畈上村老百姓的赞扬，他的事迹先后
在中央及省市县多家媒体上刊载，前
来畈上村学习观摩者络绎不绝。柃蜜
小镇，已经成为鄂南美丽乡村建设和
乡村振兴的样本。
感恩始于心，回报践于行。沈亚
明的桑梓情已印在乡村大地上，印在
老百姓的心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