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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假期，来三门峡惬意民宿游！
感受文化：
农耕文化融合当地特色文化受追捧
位于灵宝市焦村镇的一家
民宿引人注目。
民宿名叫品宿·隐心居，是
将几座联体别墅打造的特色院
落。这里以老子《道德经》为根
文化，融入灵宝农耕文化、民居
建筑文化、纺织文化、手工艺、民
俗文化等，整体风格简洁自然，
“听风、知雨、映雪、问月、悦云”
五个主题院落，共有 15 间客房，
用不同制作工艺将《道德经》文
化呈现。
民宿老板叫王宗海，还在市
区经营着一家酒店。在灵宝文
化旅游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和
支持下，他将酒店的专业服务、
当地的农耕文化、老子《道德经》
文化融入民宿的打造，整个民宿
既具有别墅式酒店的现代气息，
又有浓郁的文化氛围，别有一番
味道。国庆节未到，这里的房间
已通过网络基本预订完毕。
王宗海告诉记者，接下来，
他打算围绕《道德经》文化将这
里精心布置设计，让民宿的特色
主题更鲜明。
在三门峡义马市，也有一家
具有农耕文化特色的民宿——

大山深处建起诗画民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房琳 闾
斌颜钊 任欢 通讯员 刘光全 杜宝
楠 何新涛 聂金锋 赵婷 文图

赏天鹅美景：
天鹅还没来，房屋已预订大半

黄河三门峡，美丽天鹅城，以其独
特的自然风光、文化风情、生态山珍，
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
近年来，三门峡市文化旅游部门
主动适应市场需求，积极作为，以乡村
旅游和特色民宿为抓手，有效实施旅
游精准扶贫，全力推进旅游产业转型
发展和乡村振兴。目前，全市有各类
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600 多家，从事乡
村旅游总人数 3 万多人，通过发展乡
村 旅 游 带 动 了 1640 户、8908 人 脱
贫。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选择一趟惬意
的假期乡村游，感受三门峡乡村振兴
中的新业态、新亮点、新变化，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联合三门峡市文化旅游部
门，精心挑选了几家特色民宿景点，探
访呈现。

初秋九月，
东坡山村。
连日的秋雨初停，晨起时，薄雾
弥漫，山村也润泽起来。村内路边的
豌豆花开得正艳，湿漉漉，毛茸茸。
路旁，仿古木质的“东坡驿栈”高耸，
飞檐翘角，映衬着身后的层层果园，
正是一幅田园山水画。
9 月 21 日，正值周末，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来到三门峡市湖滨区
会兴街道东坡村，村支书曹社路正忙
着接待前来的旅游客团。
站在民宿点的角楼观景平台上，
曹社路指着直线距离千米外的王官
湿地告诉记者，
“ 东坡驿栈”的建设，
一定程度上与这片湿地有关。
曹社路说，每年冬季时，
“天鹅之
城”三门峡会迎来成千上万只白天
鹅。生态绝佳的王官湿地，成了白天

鹅的聚集地之一。天鹅来了，大量的
摄影爱好者也来了，但周边没有住宿
休息地，
始终是遗憾。
摄影家多次反映后，曹社路动了
心思。
在向街道、区委领导反映后，东
坡村“东坡驿栈”特色民宿项目很快
得到支持。
2019 年 2 月 ，项 目 正 式 开 工 建
设，总投资 260 万元，风格古朴典雅，
与周边环境浑然一体。外墙面采用
防腐木装饰加上中式花窗及灯笼挂
饰，局部采用竹竿做点缀。观景平台
设计仿古结构的两层吊脚楼，室内采
用大量的木质桑拿板做墙面处理，后
期软装搭配字画及民俗老物件，更加
突出民宿味道……
今年 7 月 26 日，
“东坡驿栈”民宿

正式揭牌迎客。
“开业后第 2 天，就迎来了第一批
客人。”曹社路笑着告诉记者，除此
外，每逢周末假日，市区不少人组团
前来，在附近的东坡园内玩乐吃饭，
晚上便在
“东坡驿栈”
内休息。
让曹社路更兴奋的是，今年白天
鹅观赏季还没到来，驿栈的房屋就已
被摄影家们预订了三分之二。
“东坡特色民宿建设，与附近的
东坡园、东坡拓展训练基地等项目形
成产业链，与乡村旅游充分融合，既
巩固了脱贫成效，又助推了产业发
展，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沿黄
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都有着积极的
意义和作用。”湖滨区委常委、组织部
长、会兴街道党工委书记唐伟说。

河口传统农耕文化教研基地。
基地位于义马市东区办事
处河口社区，这个社区也是国家
级文明村和国家级生态文化村。
河口传统农耕文化教研基
地由河口社区居民牵头兴建，利
用二仙洼组老村废弃宅基地及
闲置院落，改造建设传统农耕文
化教研基地。项目规划占地
160 亩，空院占地 50 亩，后续农
耕体验基地约 110 亩，计划投资
2000 万元。
“其中一期投资 500 万元，
建设民宿石屋 4 所，配备麦垛、
玉米塔、打麦机、毛驴车、粮仓、
石磨子、石磙、劈柴区等农耕农
收设施，安排民宿客房 24 间。”
义马市东区办事处相关负责人
告诉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将充分利用当地良好的自然生
态条件，修建登山健身步道、环
山观景台、果蔬采摘园、垂钓畅
想区、休闲体验区、农作物晾晒
区等。
该项目建成后，将为周边居
民提供一个集吃、住、游、玩、学
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娱乐体验
场所。

体验田园：
建设田园综合体，满足游客多种需求
休闲、游玩等配套设施，将昔日的
贫困山村，建设成了风景如画的
现代世外桃源。
在民宿规划设计过程中，该
村还以“党建民宿”为主题，将民
宿建设与党建文化相结合，对现
有闲置的扶贫安置房进行改造提
升，对院落进行高标准绿化种植，
配套完善党建历史展厅等设施，
使
“乡愁旅居”
贴上红色标签。
同时，打造乡村风格特征的
邻里民宿和具有仰韶文化特色的
考古家民宿。首期打造了 100 张
接待床位的 10 所特色民宿。

民宿不论大小，经营对路，市
场找上门。
灵宝市寺河乡金德江和孙红
霞是一对果农夫妇，
今年起也开起
了民宿。游客来了可以住窑洞、吃
门前地里的菜、在门前的小溪戏
耍，还能采摘门前地里的苹果，简
直一个浓缩版的旅游综合体。
开业至今生意异常火爆，
除了
以前订购苹果的客商，
许多大城市
的游客慕名前来。记者采访中，
有
客户要订一个 100 人的团体住宿，
老板头疼，
“实在接待不了。
”

月时间，这个建筑面积 40 余亩、
依山傍水，橙墙黛瓦。鹅卵
总投资 5000 万元的度假综合体
小路，格桑花海。曲径通幽的世
惊艳出世。设计师和建筑师以
外桃源，
忘却凡尘的人间秘境。
的手法，
雕琢出真正的中
这，就是位于卢氏县官道口 “大写意”
原乡村之美。他们整体利用自然
镇新坪村的秘境·山水隐庐美宿
村现有的农居、集体资产等建筑，
集群微度假综合体。
对建筑设施、村落环境进行合理改
这一度假综合体是三门峡市
造和整修，
全面升级建筑内部装修
引进的一个旅游扶贫项目，由国
配饰和设备，配套物业管理、服务
内民宿行业知名品牌、城乡旅居
机构，
以达到接待中高端人士休闲
生活方式的引领者——宿联中国
度假标准。修缮后的房屋与优美
精心打造。
的自然山水浑然一体，
打造出一片
过去，这里是一片废旧的乡
山水画般的诗意空间。
村农舍，破败不堪。2019 年 3 月
这个像它的名字一样诗情画
26 日，项目开工建设。短短四个

意的度假综合体，兼具民宿集群、
文创、休闲度假村落和农耕体验
功能，拥有 40 套民宿、35 座院落；
接待中心、会议中心、餐饮中心可
以同时容纳 200 人会议和 150 人
就餐，康养中心、研学基地可同时
容纳 130 人。
在这个综合体的建造者看
来，它的美所创造的价值，不仅仅
是带给游客充满创意的身心体
验，更重要的是“创造民宿产业带
贫新模式，助力乡村振兴，让当地
百姓分享到旅游快速发展的红
利，
提高了生活的幸福指数。”

青山环绕、花木葱茏，清溪碧
流……走进渑池县柳庄村，美丽
的乡村景色让人忍不住驻足拍
照。
柳庄村原是省级贫困村，但
现在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热
点村。
2013 年以来，该村抓住国家
新一轮扶贫开发的有利契机，大
力实施旅游富村富民战略，在民
营企业家、村支部书记武安伟的
带领下，先后投资 1.2 亿元，按照
乡村旅游“吃、住、行、游、购、娱”
六大要素，逐步完善餐饮、住宿、

诗意民宿：
创造民宿产业扶贫新模式

未来规划：
豫西山地民宿产业集群助推乡村振兴

龙首山庄民俗博物馆

“发展乡村旅游，是助力脱贫
攻坚的有生力量。乡村旅游基础
设施的建设，乡村旅游景点的打
造，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的推介，乡
村旅游标识标牌地图的绘制，乡
村旅游自驾游营地的规划等，都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三门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党组书记、局长毋慧芳表示，下
一 步 ，市 文 化 旅 游
乡土
部门将继续依托绿
文化
水青山、田园风光、
等资

品传统美食：
在这里，既可尝美食还能观银河

别有创意的星空屋

身在异乡 ，也许你吃过山珍海
宗。2015 年，龙首山庄“十三花”传
味，吃惯了当地的饮食，但是，家乡的
统特色宴席入选三门峡市第四批非
味道一定难以忘怀，不时思念在心，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咂摸在口。
庄主卢云生是土生土长的当地
十三花，就是卢氏西南山区的家
人，一手厨艺十里八村都知道。闲暇
乡菜，更是卢氏人宴请外来宾朋的家
时，他亲自下厨和老师傅联手制作
乡特色美食。
“十三花”，让慕名而来的游客十分解
所谓“十三花”，也就是十三道
馋。再加上当地特产的毛河烧酒，美
菜，即七道主菜、四道配菜、二道汤
食配美酒，
让人流连忘返，
回味无穷。
菜。位于卢氏县瓦窑沟乡的龙首山
颇为难得的是，这里还有主人花
庄，其制作的“十三花”十分出名。他
费多年收集的万余件红色和民俗藏
们专门请来当地的老师傅来做这道
品，
让人大饱眼福。
菜 ，配 上 当 地 的 生 态 食 材 ，自 然 正
卢云生告诉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这里现有民俗博物馆、文艺创
作室、书画展览厅、乡村食味坊、会议
室、民宿客房、文化广场等场所。龙
首山庄现有客房 20 余间床位 50 余
个，
能同时容纳 300 余人就餐。
当然，如果能在这里住上一晚。
在静谧的夜晚，抬头仰望天空，可见
璀璨星空美丽银河，
令人着迷。
近年来，龙首山庄通过农、文、旅
的有机融合发展，
先后成为创作基地、
写生实训基地、自驾游基地。2019
年，还被三门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评为市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特色美食“十三花”

灵宝品宿·隐心居民宿
风格古朴典雅的“东坡园”

渑池柳庄干净整洁的民宿

源，大力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精品工程，建设一批设施完备、
功能多样的休闲观光度假园区。
近年来，三门峡市文化旅游
部门主动适应市场需求，积极作
为，提出了“以仰韶文化发现 100
周年纪念活动、白天鹅城市品牌
提升工程为主线，以乡村旅游和
特色民宿为抓手，有效实施旅游
精准扶贫，全力推进旅游产业转
型发展和乡村振兴”
的发展思路。
三年内，全市规划建成 30 个

民宿村，打造由多种业态构成的
豫西山地民宿产业集群。到 2020
年，将创建优秀旅游乡镇 5 个、乡
村旅游示范村 45 个、三星级以上
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30 个，培育若
干个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区和旅游
田园综合体，使特色民宿和乡村
旅游真正成为该市旅游产业转型
升级的主力军和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的支柱产业，强力助推乡村振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