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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从注册成立水富万花园艺场的2013年
4 月 27 日算起，周煌智的创业之路已经走
过10年。

而在此前的10年时间，他在工厂打过
工，在职业学校学习过厨艺，摆过地摊，开过
面馆，甚至在外企上过班。在他看来，打工
就好像“第一颗纽扣”没扣好，总觉得别扭，
这成为他返乡创业的主要原因。

创业这条路注定要承担更多、更大的风
险，但他终究挺过来了。“兰花的一个寓意是
坚韧不拔，养兰花的10年时间里，我学会了
这种精神，这也是我最大的收益。”周煌智不
善言辞，但只要说到兰花，总会有金句爆出。

水富万花园艺场于2022年4月迁址到
水富市云富街道新寿村乡村振兴创业孵化
园，这或许意味着又一个创业阶段的开启。

水富万花园艺场搬离原注册地水富市
玛瑙村来到新寿村，虽然距离不远，但有了
新的名字。

有些事情在变，有的事情没有变。比
如，村庄里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了，具有农业
科技含量的兰花种植很难招聘到年轻人，让
有文化的年轻人留下来几乎是一种奢望。

对于这一现象，周煌智较为乐观：“年轻
人出去了，不同的经历将会给他们不同的选
择，乡村富起来，就业渠道多，有一部分年轻
人肯定会回来。”

一

惊蛰过后，金沙江下游的水富市不时春
雨阵阵。

3月11日早晨，雨停了，土地湿润，空气
清新。新寿村兰花种植基地钢架大棚里，一
盆盆兰花格外精神。周煌智身着工装，穿行
在大棚间查看兰花的长势，轻抚兰花的手指
粗糙，鞋底沾满的泥土掉落在地，让他的脚
印非常清晰。

如果不是受进入基地路面狭窄的影响，
中国兰杂交育种暨组织培养实验室、钢架大
棚、精品兰花展示棚、四季兰花种植体验大
棚等设施早就建好了。

开年以来，他天天守在兰花种植基地。
近6000平方米的兰花实验场地和种植场地
能否如期建起来，在疫情结束后，对市场经
济复苏很关键。他把餐具搬到还没装修好
的办公室里，烧水、炒菜、办公，全都在里
面。工人到了施工现场，就催促工人加快进
度；工人没有进场，就和兰花待在一起。

36岁的周煌智，个头高，身材壮实，与
土地打交道10年，俨然是地道的农民，只要
提到组培、种植乃至市场销售这些字眼的时
候，眼前的这个人宛如一名兰花种植专家。
仅初中文化程度的他，曾经受到昭通市农科
院的邀请，让他交流兰花组培技术经验。他
拒绝了，理由很简单：“我文化水平低，那些
是专家的事。”

周煌智只想和土地在一起，他现在拥有
的一切，是脚下这片土地给予的。

从2022年搬迁到新寿村近1年时间里，
规划投资180万元的基地设施已接近尾声。

兰花组培技术在不断优化，经过各种品
种的杂交，实现颜色、香味等的不断优选，培
育了10多代子本。周煌智独家培育的品种
已有“梁祝”“红宝石”“湖滨佳人”等品种。
目前，共培育了50多个品种8万余盆兰花，
基地建设完成后，每年可组培30万株种苗。

精品兰花展示棚里，“梁祝”兰花像结对
的蝴蝶翩翩起舞，错落有致，紫红鲜亮。“科
技带来便捷，通过组培技术，产生新的兰花
种类。‘梁祝’花朵是雌雄同体，在外观上显
现的雌性化和雄性化的此消彼长，不仅体现
含蓄美，也展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中国文
化。”周煌智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
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
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爱莲说》一文的作者周敦颐只爱花草树木

中的莲，作为古代文人，他赋予莲“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质的同时，在精神层
面也找到了寄托。

兰花大多生长在溪边、湿地和山林，它
远离俗世，姿态高雅，气味幽香，看似弱不禁
风，却又挺拔昂扬，显得那么坚强而充满生
命力。

对周煌智而言，种兰花是他走出大山后
一次次选择的结果。从生存的需要，到发展
的需要，再到爱好的需要，就这样跌跌撞撞
地走过了10年。

二

2003年夏天，年仅 16岁的少年周煌智
初中毕业辍学了。

他所在的新滩坝，即将被轰轰烈烈建设
中的向家坝水电站淹没。这是一个公开的
信息，原本很重要的土地将不复存在，村子
里的人开始忙乱起来，原有的生活秩序被打
乱，村民们三三两两离开土地，有的外出务
工，有的在工地附近开餐馆，有的直接进场
参与向家坝水电站工程建设。

“没想过不读书要干什么，只是觉得成
绩不好对不起父母交的学费。”看见西部大
峡谷进出口餐饮店、小卖部的生意不错，周
煌智选择去宜宾长城烹饪技术培训学校学
习厨艺。培训结束，他在工地附近开烧烤
店。第一次创业，很快以失败告终。

“位置没有选好，工地上匆匆忙忙的人
看不见烧烤店在哪，他们总是就近选择餐
馆，还没等填饱肚子又急忙上了工地。”周煌
智总结了第一次创业失败的原因。

2004年底，和金沙江两侧江岸的少年
一样，周煌智走上了打工之路。从水富乘坐
大巴车到四川成都，从成都坐上了到浙江宁
波的绿皮火车。有所不同的是，这次他带着
厨艺出发，很快在宁波的一家大酒店找到一
份厨师工作。

“人叠着人，坐了3天3夜才到。”在很多
人眼中有浪漫气息的绿皮火车，对周煌智来

说却是一个生活艰辛
的记忆片段。

在宁波那家大
酒店的海鲜餐厅，周
煌智看见形形色色
的人，听见形形色色
的谈论。他把当时并
不低的每月1200元的工
资存下来，一年以后，当他
存了 10000多元时，他通过接
触来自天南海北的客户产生了一
个认知：“不当老板就没有出路。”

2006年初，周煌智返回新滩坝，他没有
盲目地运用烹饪海鲜的厨艺，而是在对向
家坝工地的人群结构和饮食习惯作调查
后，开了一家“兰州拉面”面馆。“工地上北
方人多，位置好，生意不错。”此时，对于创
业，周煌智知道该怎么做了，“目标客户”这
一概念也就是在这一阶段植入他的商业思
维的。

随着向家坝水电站移民搬迁日程的逼
近，新滩坝村民的生活方式被迫改变，周煌
智又一次走上打工之路。

在江苏省苏州市古城区东南部的十
全街，一家叫权金城的韩国料理店，周煌
智又成为一名厨师。受电视剧《大长今》
的影响，韩国料理风靡一时，国内多家连
锁店相继开业，周煌智被派往上海的连
锁店，这一次工作变动对他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

上海权金城韩国料理店常有日本客人
光顾。一次，几个日本客人来到店里，周煌
智从翻译的口中得知，日本客人是一家叫花
之恋株式会社的老板，花之恋株式会社经营
兰花的育种、幼苗供应等业务。

新滩坝山前山后的溪水边、森林里都长
有兰花，自家房屋周围也栽过兰花，何不回
家种兰花？周煌智仿佛嗅到遥远的乡村飘
来的兰花香味，也嗅到了一个商机。

通过翻译的推荐，周煌智进入工资收入
远超韩国料理店的花之恋株式会社工作。
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在灭菌、接种、洗涤、
消毒、栽种等多个生产岗位学习 。“市场销
售是这家企业的核心，一直没让我参与。”周
煌智笑了一下说。

2009年下半年，受 2008年次贷危机的
影响，花之恋株式会社效益不景气而裁员，
周煌智失业了！

时隔多年，当周煌智回忆起回到家乡创
业之前的10年时光，自己从“打螺丝”到创业
的经历时感触颇深：无一技之长的农村年轻
人外出务工，是一种无序流动。有一技之长
的人工作虽然相对稳定，但绕去绕来都是为

别人打工。如果在一个
流水线工厂上班，学习
到的只是生产线上的一
个环节，人变成了机器，
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就
连上厕所，也要挂上离
岗证。

2023年 3月 11日，
忙碌了一早上的周煌智
趁短暂的午休时间，和
记者畅谈了创业经历。

“你认为返乡创业
最困难的是什么？”

“是年轻人离开了
村庄，没有人参与到创
业中来。”

乡村振兴离不开
产业振兴，产

业 振 兴

离不开人才支撑，这是一个闭环逻辑。而现
实问题是，农村劳动力输出是一个增加收入的
出口，因为各种境遇，因为乡村振兴政策的吸
引，一些人慢慢会回到返乡创业这个思路上来。

“可是，那一亩三分地能给返乡的每
一个人带来什么？”周煌智问自己。

三

2009年下半年，周煌智回到水富，新滩
坝回不去了，他看见村里的人陆续搬出去，
那里熟悉的一切将被淹没，包括那些山野、
河流两岸的兰花。

像过去一样，开一家烧烤店或者“兰州
拉面”馆的条件已经不在，他得好好考虑新
的出路。最后，他在玛瑙村租用了 11亩多
土地种兰花。

2012年初，与成都友庆兰花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的第一笔订单交付，成交价 18万
元的6万株兰花幼苗从水富送往成都，三年
来探索的困苦被消解，周煌智第一次享受到
创业带来的快乐。

但这快乐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场意想不
到的暴雨让他的情绪跌入低谷。

2012年8月6日，水富市遭受持续特大
暴雨袭击，降雨量达到123.8毫米。暴雨造
成多处交通中断、山体滑坡、民房倒塌，城区
多处道路严重积水，此次灾害导致农业生
产、农村民房、基础设施等各方面受到严
重破坏。受灾人口22300人，因灾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达10604.235万元。

可以查询到的有关这场灾害的新闻报
道表述里，基础设施遭受破坏、受灾人口、直
接经济损失等词汇均与周煌智有关。“那一
场山洪不得了，大棚被掩埋，组培的玻璃瓶
被冲走，损失近 30万元。”周煌智用全军覆
没来形容灾害带来的损失，“不想干了，但是
又能干什么？”周煌智一度在沮丧中挣扎，重
建需要资金，资金从哪里来？与客户签订的
协议怎么去履行？一系列问题在困扰着他。

“在政府的协调下，我又贷款 5万元重
新开始，客户只要求推迟1年履行合同。”周
煌智说。

2012年的自然灾害，让周煌智受到重
创，但也倒逼着他思考：如何与党委政府打
交道？如何与商业合作伙伴打交道？如何
抵御市场风险？

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
望的人。

2013年，周煌智注册水富万花园艺场，
以后的几年时间保持着平稳运营，直到2022
年初，因水富金沙湖公园开工建设，基地迁
移到新寿村。

在花之恋株式会社就业那段时间，周煌
智没有进入销售板块学习。销售对于他来
说是一个弱项，当科研、生产等环节完善后，
他不得不思考，被赋予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
兰花，有科技含量加持的兰花，如何进入销
售渠道？

毫无疑问，最近几年电商的崛起，为传
统农业释放了新动能，兰花的电商销售渠道
吸引了周煌智的关注。不过，他得从零开
始，熟悉淘宝、直播、抖音、快手等新平台的
销售模式，向网民销售兰花。

在周煌智看来，兰花具有非标品属性，
直播销售一定能行，让粉丝直观了解兰花
的生长状态、品种、品名、特性等的同时，带
来交易额的增长，也为万花园艺场兰花品
牌的市场传播提供新途径。

周煌智的兰花种植基地距离新寿村村
村村委会办公地点不到 2公里。兰花种植基
地迁移到新寿村不久，市级乡村振兴示范
点的新寿村升级为乡村振兴创业孵化园，
不到 1年时间，随着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有
16家企业入驻，水富万花园艺场只是其中
一家。

3月 11日，春日正午的阳光温暖和煦。
兰花种植基地，一名电焊工人正专注焊接兰
花温室顶部的钢架；新寿村村委会办公室，
云富街道办事处到新寿村驻村的选调生张
光海在整理创业孵化园的资料。张光海介
绍，《水富兰花种植基地项目计划书》和《水
富兰花种植市场调研报告》已经完成，正准
备对杂交兰花“梁祝”等品种的育种与繁殖
技术申请专利。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从新滩坝到玛
瑙村，从玛瑙村再到新寿村，10年创业，对周
煌智而言，赛道不变，变的是奔跑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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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9 日，周煌智在兰花组
培室察看兰花苗培育情况。

3月9日，周煌智在兰花大棚基地整理花卉。

3月9日，周煌智的父
母在兰花大棚基地帮助
移栽兰花幼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