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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今天的主角之前，
让我们先看看他的简历：

初中毕业于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

高中毕业于著名的重庆南开中学，

在美国入学标准化考试中，

得到绝对高分，托福考试中，

又获得让人惊讶的满分成绩；

2005年，

获美国耶鲁大学全额奖学金，

后获得耶鲁大学文科学士学位……

这样一个妥妥的学霸，

毕业后毫无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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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年薪丰厚，生活优越的精英，

可如今的他，却“沦落”到，

只能生活在中国一个小小的农村里！

究竟，他是如何走到这地步的呢……

他就是秦玥飞

 

1985年，秦玥飞生于重庆，

父母是蓝领工人，家境十分贫苦，

住的是地下室，吃的是过期面包，

穿的是亲戚送的旧衣服……

可他没有让父母失望，

学习成绩优异，初中、高中，



考上的都是国内一流名校，

高中毕业后，

托福考试竟然获得满分成绩，

考入闻名世界的美国耶鲁大学，

还拿到一年46892美元的全额奖学金，

当时耶鲁大学仅录取了两名中国学生，

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只要进入这个世界一流名校，

就已经意味着前途一片光明，

这里曾走出过5位美国总统、

19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16位亿万富翁、

更获得过57个诺贝尔奖。

他选择的政治学跟经济学，

是耶鲁最主流的两个专业，

教他的老师个个来头不小，

卸任的墨西哥总统教全球化，

诺贝尔奖得主教金融市场，

里根的高级顾问教大战略、雄辩术……

他也不负众望，在大学里，

依然保持着学霸的作风，

英语、俄语、法语都无比流利，

26岁时，就以优异成绩，



完成专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大家都说：这就是父母眼中，

“别人家的孩子”，

妥妥的人生赢家啊！

进名企，签offer，

投行精英，硅谷人才，

只要他愿意，都是手到擒来的事。

 

可在普通人挤破头，涌入北上广时，

在同学成为金领，年薪高达6位数时，

他却突然来了个急转弯，

成为人流中的逆行者…… 



2011年，他从美国回国，

正好碰上湖南省招大学生村官，

待遇不高，一个月一千多元，

可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带着行李，

便一头扎进偏僻的湖南贺家村。

村子贫穷落后，



他的生活条件也极端艰苦。

住的是只有八九平米的小房间，

一张行军床加上一张书桌，

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这间屋子连天花板都没有，

他只能用蛇皮袋子挡着，

每次下雨，屋里常能汇成涓涓细流。

可贺家村的村民对他这个，

喝洋墨水的外来者并不欢迎，

各种传闻随着他的到来声嚣尘上。

有人说，

“他家境富裕，来这里是为了体验生活。”

有人说：

“他是为了仕途，3年期满就能当上官了。”

还有人说，

“他是大领导家的孩子，改名换姓来镀镀金。”

 



他喜欢早上洗澡，
结果他早上出门打水洗澡的行为，

也引起了村民们的不满：

“留过洋的人是嫌我们这里脏不咯？”

“早上洗澡，好浪费水啊！”

 

 

从繁华的美国来到中国农村，

这样的选择任谁都无法理解，

可在他自己看来，

一切都是那么地顺其自然。

他打小就深刻体会到贫穷的滋味，

父母艰难求生的身影更是搅动他的心，

他之所以努力读书，就是为了有能力，

让千千万万和他父母一样的人，



过上像样的生活。

他说：

自己并不是为了仕途，

自己的人生理想，

就在乡村。

面对村民们的误解，

他知道，如果不能尽快融入进去，

自己在这里的这几年，将毫无意义。

于是，他脱掉了帅气的西装，

换上破旧、颜色单调的T恤，

或者把花哨的衣服反着穿，

天天在村里走来走去，

只是为了村民们能记住他。



 

他也不再穿皮鞋和球鞋，

而是踩着一双城里人难以接受的解放鞋，

天天往村民家里跑，

默默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

一点点听懂方言，一点点了解习俗。

 

村民们有困难他都会主动帮忙，

修家电，当零工，

摘菜提水，耕地施肥，

路上遇到村民，他会主动招呼，握手，

看到老人赶集买了东西，会帮忙提回家。



收到村民递来的烟，

他就别在耳朵上，

这是他对村民的尊重，

看到小孩子路过，

他就会把烟藏起来，

这是他对孩子们的尊重。

座椅再脏他也会马上坐下，

等车的时候，他非常自然地蹲在路边，

刻意避免做让村民们产生距离的行为，

就连除夕他都坚持留在村里。

慢慢地，村民们开始信任并接纳他了，

大事小事，都要找他帮忙。

 



 

他不仅仅想成为村民，

他更想为村子做些什么。

在农村，水是农业的命脉，

他看到这里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

专程跑了好几趟北京，

请留学圈里的朋友帮忙，

联系了几个企业和个人赞助，

重新维修水利。

2013年，湖南遭遇大旱，

水源贫瘠，土壤开裂，庄稼旱死，

但贺家村的稻田却生机勃勃。

他新修的水利工程，保全了全村的命脉。



 

村里留守老人多，

老无所依，生活也没有保障，

看到这种情况，

他立马联系了耶鲁设计专业的同学，

群策群力，设计了一座田园式敬老院，

不仅设施齐全，还有老人们最爱的菜圃鱼塘，

老人们都高高兴兴地住了进来，

再也不用担心要住进冷冰冰的敬老院了。

他还关注留守儿童，

免费教他们功课，

通过公益组织募集资金为学生买电脑，

让他们接触更广阔的世界。



贺家村任村官的三年时间里，

没钱也没背景的他，

手臂就两根骨头粗细的代价，

为村子引进了超过80万的资金。

而他自己的工资，

全花在了来回奔波的路费上。

爱出者爱返，

福往者福归。

原本的误解和冷漠，



在真情的打动下彻底消散，

村民们都亲切地叫他“耶鲁哥”，

他去学校，
小孩子会拉着他受伤的手看很久，

问他疼不疼，
走在路上，

村民看到他冬天穿得单薄，
专门送来军大衣，

饭点时，
有人追上他往他手里塞两个熟鸡蛋，

他出远门时，
村民们会送他一双鞋垫，

左脚写着平安，右脚写着幸福
……

几年深入农村的经历，

也让他意识到许多问题，

比如，募集慈善资金只能改善村民生活，

可这种影响是不可持续的；

比如，中国农村极其缺乏人才。

他想要为此做出一些改变。



 

2013年，在多方沟通和尝试后，

他和海外同学联合发起，

成立了名叫“黑土麦田”的公益项目。

 

他要用黑土麦田，
号召更多像他一样的大学生，

带着年轻的智慧走进乡村创业，
把当地的生态农业做成产品，

利用互联网思路营销出去，
创造利润，帮助村民们过得更好。



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他很清醒地意识到，

建设农村，靠得不能只是输血，

还得要让农村有自我造血的功能。



2014年，第一个村官任期结束了，

大家都以为他会借势高升。

没想到他又做了一个，

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

他拒绝组织给的提拔机会，

跑到更偏僻的白云村，

续任没编制、没保险，

月薪只有1000多的大学生村官。

做一件事并不难，

难的是在于坚持，

坚持一下也不难，

难的是坚持到底。



许许多多从清华、人大、复旦、

美国加州大学等国内外名校毕业的学生，
都受到他的影响，

毅然加入到黑土麦田的队伍里。



为了让这群年轻人生活有保障，
项目有资金扶持，

他更加努力地四处找资源，
让政府、企业、机构，
帮助这些年轻大学生，

在农村大展拳脚，发挥自己的价值。

 



在黑土麦田的帮助下，

原本毫无生气的村庄，

一个个地开始变得生机勃勃，

最终惊艳了世界。

每个村庄，

都有一个古老的故事。

每个村庄，

都有自己古朴的魅力。

如今紫盖峰山脚下的白云村，
村民们宣传山茶油和湘莲，
为农产品开辟出一番市场。

 
景色秀美的江西宜春，
土壤肥沃，生态平衡，

他们种植的有机水稻在这里蓬勃生长。
 



 

淳朴浪漫的湘西花垣县里，
有亟需保护的古苗寨，

他们驻扎在这里，
将手艺精湛的苗绣，
送到了文青的案头。



苗绣、水稻、苞谷烧、山茶油，
黑土麦田倾力打造，

不仅为它们设计了精美的包装，
还通过北京的实体店和网络渠道销售，

将古朴的村庄，装点得洋气起来。
 



 

2016年，
他当选为感动中国人物，

评委写下的评语是：
在殿堂和田垄之间，你选择后者，



脚踏泥泞俯首躬行，在荆棘和贫穷中拓荒，
洒下的汗水是青春，埋下的种子叫理想，
守在悉心耕耘的大地，静待收获的时节。

 

可在这个理想稀缺的时代，

他的做法仍然饱受争议，

尤其在他当选感动中国人物后。

曾经的大学同学都有车有房，

走上人生巅峰，他仍是一穷二白，

甚至连女朋友都没有，

有的只是梦想和热情。

一个政客曾嘲讽他：“你在美国，

是不是被什么教会洗脑了？”

多么讽刺啊！

一个每天喊着“为人民服务”的政客，

却不相信有人真的把它作为终身理想。



前不久，他走进央视热门节目《朗读者》，
现场还带了一件特殊的礼物，

湘西苗族村民用古法酿制的原浆烈酒：
苞谷烧。

主持人董卿凑上去闻了闻，
称赞道：“味道很醇香”，

还幽默地来了句：
“来自湘西的苞谷烧，

喝一口精神百倍，永葆青春”，
始终不忘村民的他借助这个舞台，

巧妙地为湘西贫困村做了个免费广告。
 



马上，他的第二个村官任期也要满了，

整个湖南省已经不再招募新村官，

也不再续聘老村官了，

许多大公司都想高薪聘请他。

董卿问他是否有人生计划或者时间表时，

他回答：自己的未来，

都是要和农村发生巨大关联的。

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

祁同伟为摆脱出身农村的泥泞，

不惜牺牲尊严和底线。

而他却热爱浑然天成的泥泞，

不惜付出青春和前程，

成为了泥泞中勇敢的跋涉者。

 



秦玥飞朗读《泥泞》

他是生活的智者，
抛却功名利禄，
洗却繁华浮躁，

温柔坚定，简单纯粹，
目之所及处，

是孩童欢快的身影和村民幸福的笑容。

投身一份伟大的理想，
无愧一段美好的青春！

他不在体制内，
却比体制内的人，

更懂得信仰的力量，
更懂得为人民服务的意义所在，

这样的好青年才是真正的所谓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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