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至今日，他还会请当年帮衬过他的人吃饭，“这份情，

我一定会记得。”

年少贫困受到帮助
不忘回报家乡人

他做好事的特色，就是慷慨，“不让群众出一分钱，提

升工程的费用我全包了。”

捐资 1.1 亿元修路
惠及 20 多万九江民众

30 多年来，慈善的种子早已深埋

在关杰初心中。近年来，关杰初与家人

的“乐善”范围逐渐扩大，从扶贫济困、

医疗健康、疫情防控到乡村振兴，再延

伸到基层治理领域。

近年来，在关杰初的影响下，西山

村的慈善氛围越来越浓厚。村里 60 岁

以上长者每年可获得 12000 元的资金补

助，许多长者省吃俭用，都会将部分甚

至全额资金退还至西山慈善会，以帮助

更多有需要的人。

西山文化活动中心建成后，这两年

来关杰初又为上西村 6 个经济社建设价

值超 1350 万元的文化楼、文化馆。有

了活动阵地，村里各类文化节庆活动也

多了起来，为村民间建立起沟通交流的

桥梁，也让群众关系更融洽。

“看到关先生回来为家乡做了那

么多事，却从不计较得失，村民们也开

始把邻里矛盾轻松放下，更多为他人服

务。”村民们不禁感慨，在慈善力量潜

移默化的影响下，邻里关系变得越来越

和谐了。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关杰初

捐 赠 及 认 捐 的 慈 善 公 益 项 目 约 5 亿

元，充分发挥了南海新乡贤的标杆示

范作用，推动和引导更多乡亲乡贤、

社会贤达、企业家积极参与到南海公

益慈善、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

工作中。

他的大善，也感化着身边的人。“村民们也开始把邻里矛

盾轻松放下，更多为他人服务。”

播撒慈善种子
焕发基层治理新活力

捐资上亿元 助力家乡发展
情系桑梓 关杰初

漫步在九江镇的乡村，

蓝天白云映衬下，干净整

洁的沥青路铺设到各家各

户……这背后凝聚着九江新

乡贤关杰初、吴绮兰伉俪浓

浓的桑梓情怀，他们捐资超

1.1 亿元，对九江 25 个村

（居）约 177 公里的主干

道路实施罩面沥青改造和安

全标识提升，推动农村道路

面貌焕然一新。

“我只是在做力所能及

的事情，能帮到人就非常开

心！”作为南海九江土生土

长的知名企业家，源林投资

（广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关

杰初以满腔的热忱投入到扶

贫济困、医疗、教育、养老

等慈善公益中，助力乡村振

兴，助力南海基层社会治理。

连片稻田、绿浪翻滚、

燕归田园……走进里水镇大

洲村，多彩田园风光尽收眼

底，而这美景的背后，离不

开“80后”新乡贤洪美愉。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

下，今年以来，洪美愉及其

团队进驻大洲村，他们通过

田园耕作、乡村办公等尝试，

挖掘和再现乡村价值，走出

南海乡村振兴探索过程中的

一条新“稻”路。

关杰初捐资的上西大道路面改造提升项目竣工通车。

打造南海版“向往的生活”
扎根乡土 洪美愉

文 / 珠江时报记者 柯凌娜 戴欢婷 黄婷

关杰初 1968 年出生在九江镇上

西村，由于自小家境贫寒，他不得不

早早就辍学打工维持生计。他 12 岁

就开始载着瓜菜前往佛山高明、江门

鹤山的农贸市场卖，后来还在市场帮

人卖过猪肉。

那时候的他虽然贫穷，但始终

不忘帮助别人。上西小学教师关家榜

还记得，关杰初在帮家里赚零用钱、

干活之余，还经常到村里五保户家中

去帮忙煮饭炒菜、搞卫生。时至今日，

关杰初还会请当年买菜的客人来家里

吃饭。他说：“当年大家经济上都有

困难，但他们念我年纪小，经常帮衬

我生意，这份情，我一定会记得！”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关杰初在

九江周边接了一些工程项目。他为人

慷慨，有需要都会伸出援手，哪怕把

手里的钱花光。到了 90 年代，生意

渐渐有了起色，当地政府动员关杰初

助力开发江滨社区一带，他二话不说

投入 200 万元，协助建设了现在的

江滨社区居委会和洛口警卫室。

1995 年，得知母校的学生人数

越来越多，九江上西小学旧址树德堂

已无法承载，需要整体搬迁后，关杰

初投入 300 万元，为母校新址建设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随着村民生活的日渐改善，村

内车辆开始增多，上西大道不堪重负，

道路坑坑洼洼，村民出行十分不便。

彼时的西山经济社集体收入只有 80

多万元，仅仅依靠村委力量很难完成

对道路的提升改造。了解情况后，关

杰初立马将此事承担下来。很快，长

达 800 米的上西大道就完成了拓宽

提升工程。

 “村道从原来狭窄、坑坑洼洼的

小路变成现在崭新的沥青路，多得关

杰初先生的支持。”上西村村民关先

生说，如今上西大道铺上了沥青，还

增设了亮化工程项目，看着村里一天

比一天变得干净整洁，心里感到非常

高兴。

她带领团队挖掘和再现
乡村价值，走出一条南
海特色新“稻”路

他热心公益慈善，助力
九江乡村振兴，推动基
层治理

在大洲村公园旁，绿浪般的连

片水稻，在五彩风筝与燕子造型的

点缀下显得生机勃勃。一条 120 米

的步道延伸到稻田腹地，让人可以

近距离感受田园风光。

这样的情景，大洲村村民在三

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大洲村地处里

水城区，历史以来是广州西郊的粮

食产地。然而，由于道路不畅和村

落原始肌理的原因，近年来发展相

对滞后。2018 年，随着里水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大洲村成为首批

精品示范村居，全村环境风貌焕然

一新。

美稻里乡村生活计划发起人洪

美愉正是这时候走进了大洲村，开

启了乡村振兴的新探索。她本想在

里水老家找间乡村老屋打造田园生

活。不过，有感于国家大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她决定发起美稻里乡

村生活计划。

“美稻里之名，源自里水河东

段三个聚落的特色。”洪美愉介绍，

大洲以及周边片区属于里水河东段

流域，该流域的得胜大田基村曾经

有煤矿，里水大洲村有稻田，加上

里水老城通津街，正是“煤—稻—里”

为特色，进而衍生出“美稻里”。

为圆田园梦
 “80 后”新乡贤回归

缘起

为清晰规划运营思路，合理使

用运营空间，洪美愉和团队创新性地

提出了“生活轴”与“生产轴”两条

互为垂直的轴线。在这个坐标框架

下，美稻里乡村生活计划第一阶段从

东西轴开始破题，首先着重思考城里

人如何愿意进入乡村生活的问题。以

“稻”“米”为主题，洪美愉团队的

城里人入村路径是“燕归田园—米盒

办公—乡创中心—精品民宿”。

在熟悉田园生活的同时，部分参

与者还乐意在大洲设立自己的乡村办

公室，将部分办公场景挪到这里，比

如已经入驻的美稻里生活馆、稻梦空

间摄影工作室和渡田直播间。这些乡

村办公室以稻田旁边的白色小屋为载

体，这些米盒胶囊小巧又精致，适用

于日常办公和会客。

“因为固定的办公人员、业务人

士以及因游船带来的周边游客，人气

旺了，需要做好餐饮、休闲、会议以

及研学等配套，所以乡创中心是下一

阶段重点打造的区域。”洪美愉表示，

田园除了水稻种植外，还有 10 个方

格的特色作物种植，对中小学生以及

亲子家庭来说是很好的研学体验，未

来将结合游船、乡村游、农家菜等特

色项目，重点开发各类型的乡建活动。

美稻里乡村生活计划的团队希

望，这个南海版本的“向往的生活”

真人秀故事能传播出去，感染更多城

里人，回归乡村，发展乡村。

耕耘
研发更多乡建活动
办公场景进驻

近年来，南海大力推动乡村振兴，

一批有能力、有担当、关心家乡建设的

乡贤群体，也积极参与到助力乡村振兴

的队伍中，关杰初就是其中一位。

 2018 年 8 月，关杰初、吴绮兰伉

俪捐资建设的“乡村振兴·美丽源林”

城乡道路改造项目正式启动，捐资超 1.1

亿元，分批对上西大道、江滨社区和 23

个农村社区部分主干道重点路段进行沥

青罩面和安全标识改造提升，改造道路

达 88 万平方米、177 公里，惠及 20 多

万九江民众。

“不让群众出一分钱，提升工程的费

用我全包了。”关杰初许下承诺，项目工

程里程长、投入大，但意义更大，他要为

建设九江宜居宜业美丽乡村贡献一份力。

 看到九江镇铺了沥青路后，交通

事故少了，环境干净整洁起来了，关杰

初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舒服，“我从来

没有想过自己能为家乡做这些事，觉得

很骄傲，很开心。”

 在此基础上，2022 年初，关杰初

积极响应乡村振兴的号召，主动出资

6000 万元，成立“关杰初共善乡村振兴

慈善资金”，慈善资金覆盖全区7个镇（街

道），定向支持乡村振兴工作。

懂得调动社会力量、善于调动社会力量，也是体现基层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尺。作为著名的侨乡，也是重要外来

人口聚集区，南海有着约40万乡亲，新南海人超过百万。这支庞大的乡贤队伍，是南海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助力。

在 6 月 13 日的大会上，南海区首届新乡贤推荐命名活动启动。接下来，南海将致力发挥新乡贤在基层治理、乡村

振兴、乡风涵养中的积极作用，全面激发村社自治新动能。南海乡贤究竟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我们

通过两位新乡贤的故事，也许可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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