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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王磊彬 文 朱哲 摄影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河南省中西部的鲁山县，素
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背景下，背靠绿水青山的
山 区 人 ，通 过 发 展 民 宿、景
区、农家乐、农业合作社等旅
游产业链经济，走上了脱贫
致富的道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民宿旅游不仅让鲁山山
区富了起来，成为当地的特
色支柱产业，还带火了“山地
经济”。

旧宅变身民宿
游客络绎不绝
从郑州去鲁山，有一条郑尧高
速公路，终点就在尧山镇。这条高
速被称为能源和旅游大道，是河南
省委、省政府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而建的一条战略性高速公路。
尧山镇旅游资源丰富，
集纳了
鲁山县境内90%以上的旅游单体资
源。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交
通不便，
消息闭塞，
农民生活极其艰
苦。进入2000年以来，
当地人依靠
旅游资源，发展农家乐、旅游产业，
并因此找到了致富的金钥匙。
最近两年，在全县对农家乐
“提升存量，控制增量”的转型升级
背景下，集休闲娱乐、旅游度假于
一体的民宿旅游迎来了发展机会。
在尧山镇龙潭峡景区附近，坐
落着一个名字听起来非常有情调、
有诗意的民宿——吾乡·问素，它
环境优美，既有西方民宿的缩影，
又具浓郁的中式传统文化魅力，吸
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
这家民宿的主人沈颂红现在
平顶山工作，明年退休。据她讲，
打造这样一个民宿，就是为了退休
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花园。
“我们家之前是做农家乐的，
去年初开始动工改造，今年 6 月份
改造成功开门营业。”沈颂红告诉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她没想
到市场反响会这么好，大人、孩子

都喜欢这里。
同样的例子，在鲁山县团城乡
花园沟村，半山腰上的废旧学校，
经驻村干部一番修缮之后，变身为
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农家四合院，
取名清水源山居。
据清水源山居的运营方、河南
金涌集团董事长梁群介绍，现在花
园沟每天都有游客前来休闲旅游，
14 个房间成了“抢手货”，需要提
前一个星期预订。
目前，金涌公司共投资 500 多
万元，先后完成了对包括民俗木屋
群在内的清水源山居一期工程的
投资，二期民居民宿工程和景区开
发也将马上开工。
2015 年 9 月，在平顶山市教
体局工作的陈京玉，被派往四棵树
乡黄沟村任第一书记。如何利用
村里的自然资源优势发展自助休
闲旅游项目，让它成为黄沟村的特
色精品经济？
陈京玉和村班子成员自掏腰
包 70 多万元，对闲置民房进行改
建扩建，建设自助式农家院。目
前，一期工程“静园”已开始营业，
二期
“雅园”
“慧园”正在建设中。
四棵树乡的张沟村民宿起步
较早。2002 年，该村党支部书记
许建军自己筹措资金 20 万元，整
修房屋，改造庭院，率先开办四棵
树乡第一个农家乐宾馆。在他带
动下，全村民宿、农家乐经营户迅
速发展到 40 多家。目前，民宿、农
家乐已成为该村的支柱产业，从业
人员达 300 多人，年接待游客万余
人次，旅游收入 100 多万元。

拉长产业链条
带火“山地经济”
在民宿旅游如火如荼发展的
同时，鲁山县还发挥当地已有的旅
游资源优势，拉长产业链条。
游客们在游山玩水之后，体验
农家风味就成了一件大事，而鲁山
就围绕“吃”字做出了大文章。例
如，山里许多食材在城里很难吃
到，因此很受游客欢迎。食材除了
现场烹饪之外，还被许多游客大包
小包带走。
据了解，山区盛产红薯、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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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便于产品在市场上
更具有竞争优势。
”
位于鲁山城西 10 多
公里的董周乡，前几年农
亮点，推进鲁山文旅产业
业种植结构单一，主要以
转型升级。
小麦玉米为主，农业发展
据了解，今年 4 月份，
缓慢，高效农业规模效益
鲁山县政府分别与河南
一直不高。最近几年，董
元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周乡通过土地流转，林果
河南合智远方实业、枰庐
产业得到快速发展，铁家
客栈连锁、河南赢合文旅
庄、蔡庄、石峡沟、场房、 签约桑盘·元居如是、龙
杨树沟等村已相继成为
潭隐居、枰庐·北来河、桑
林果产业专业村，实现贫
盘·织女家、尧山花海星
困户林果业种植覆盖率
空民宿、天龙池雾海房车
85%以上。
度假营地、天龙池·天龙
董周乡蔡庄村村民
八部栖心峪度假区、鲁山
雷现超，早年外出打工， 县房车公园等项目。
一年到头赚不了多少
此外，一鸣书居、云
钱。看到家乡的酥梨发
上 的 院 子 、丽 江 慕 容 别
展势头很旺，2012 年，雷
院、参见庄主等民宿品牌
现超从外地回到家里，流
创始人纷纷来到鲁山，寻
求合作。
鲁山美景如画 转 50 多亩土地专心种起
了酥梨。如今每年有十
“当前，鲁山正在围
木耳、板栗、蜂蜜等，以前包装较为 几万元的收入，比外出打
绕 旅 游 资 源 优 势 ，探 索
简单或没有包装，当地人自己食用 工挣得要多几倍。
‘文化+旅游’
‘ 农业+旅
尚可，若当做礼品送人就显得档次
不仅如此，原产地董
游’发展模式，鼓励人们
不高。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村民，近 周乡的红双喜
“软籽石榴”
， 发展乡村旅游、民宿等精
两年开始对产品进行包装升级。
不仅个头大，
口感甘甜，
颜
品文旅项目。”鲁山县县
尧山镇下沟村的干菜礼盒、丝 色与其他软籽石榴相比也
长李会良说，以市场需求
绸等土特产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 鲜亮许多，
产品目前主要销
为原点，抓住消费升级的
各地；瓦屋镇的上竹园寺生产的椴 往北京、
上海等地。
机遇，因地制宜，因村施
木香菇被上海人追捧；四棵树乡的
但随着林果产业的
策，发展一批具有新时代
野猪、牛腿山羊、蚕茧丝绸、土鸡等 规模化经营，也面临着产
特征的、人们乐于接受的
特色养殖产品，
年产值达1.2亿元。
品升级的考验。据了解， 文旅项目，推动鲁山文旅
老家四棵树乡的贾庆吾，与西 目前董周乡政府计划在
产业转型升级。
北农林大学博士贾振军共同创办 五里岭酥梨产业园区内
如今，鲁山的民宿旅
平顶山坤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依 建 设 14 间 气 调 保 鲜 库 ， 游产业链条越拉越长，产
托伏牛山丰富的野生林果资源重 来帮助农民反季节销售， 品 也 越 来 越 丰 富 完 善 。
点开发野生葡萄酒、野生猕猴桃酒 实现增收目的。
景区、演艺、滑雪、滑道、
(醋)和山茱萸保健酒等系列果酒。
“董周乡以发展特色
玻璃天桥等层出不穷，已
“野生葡萄在山区非常多，但 林果产业为主导，深入实
经形成春赏山花、夏戏碧
是人们对其价值不了解，导致每年 施‘产业兴乡，生态建乡’ 水、秋观红叶、冬浴温泉
大量浪费。而我们，则利用西北农 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完整的产业体系。
林大学葡萄酒学院的科研成果，成 方式，着力推进集约型规
随着鲁山旅游品牌
功研发出了野生葡萄酒。”贾庆吾 模经营，闯出了一条产业
越叫越响，一块块金字招
介绍，野生葡萄酒与其他葡萄酒相 转 型 升 级 ，特 色 发 展 之
牌纷至沓来。鲁山县被
比，无农药无化肥无激素，天然野 路。”董周乡乡长李志豪
省政府命名为“河南省乡
生有机安全，营养价值高，填补了 告诉记者，为了打响董周
村旅游示范县”；该县尧
河南省野生葡萄酒的市场空白。
乡酥梨的知名度，提高产
山镇东竹园村被评定为
鲁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 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品竞 “河南十佳美丽乡村”；四
长景春迎表示，鲁山围绕“一乡一 争力，董周乡政府正在引
棵树乡张沟村荣获“河南
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打造旅 导人们申请商标，树立品
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称号
游产业链，游客来到鲁山有美景， 牌意识。
等等。
离开鲁山有特产，全力打造山地经
现在，郑尧高速的延
济、后备厢经济。
旅游机构纷纷来
长工程正在施工，建成后
将连接西峡、栾川，成为
文旅产业谋升级
中国“最美高速”，而鲁山
农产品也要精包装
在消费升级的大背
的民宿旅游也将再次迎
品牌化发展路子宽
景下，鲁山围绕民宿旅游
来崭新发展机遇。
不断打造新产品，
寻找新
从大山里走出来的人，对蒲公
英一定不会陌生。它不但能够保
肝消炎，还能够降火，预防肿瘤，是
一味中药材。
瓦屋镇上竹园寺村的雷德华，
从信阳农林学院毕业后，一心想回
报家乡。2017 年，在外面工作了
几年之后，雷德华决定回乡创业。
用他所学的技术，对蒲公英进行深
加工，
制成了茶叶。
现如今，雷德华的蒲公英茶成
了人们饮品的新时尚，由他开发的
产品也远销郑州、北京、上海等地。
为了品牌化经营，雷德华又注
册了“雨田中杏”商标。
“ 申请商标
精心改造的民宿非常雅致
的目的，就是想让产品有一个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