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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游融合扮靓化山村

“东竹园村成了城里人的后
花园。节假日，游客都喜欢到这
里来呼吸新鲜空气、尝尝农家
饭、住住农家屋，有时我们都接
待不过来呢！”在游览东竹园村
时，尧山镇镇长谷洪涛的自豪溢
于言表。他说：“东竹园村以六
羊山景区为依托，以山区独特的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农家乐在本村遍地开花，目前本
村有农家乐 50 余户，能一次性
接待游客 1000 人，主要服务项
目为餐饮、住宿，经营主要以吃
农家饭、住农家院为主的山水
游、休闲游、生态游。

东竹园村依山傍水，宛如一
位清丽、脱俗的女子走进了画
中。“我去过很多乡村旅游，没有
想到在河南老家还有这么秀美
的山村。”著名作家鱼禾在游览
时激动地告诉记者，“下一步，我
会尽我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当地
的乡村旅游宣传，为河南的乡村
旅游发展出一份力。”

在农家乐旅游项目的蓬勃
发展的同时，尧山镇人更渴望走
向一条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走进东竹园新型农村
社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3000
多平方米的生态蔬菜大棚，二期
工程正在开工。在村内发展大
棚种植，建设生态餐厅，打造立
体农业发展新模式。先后投资
修建了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的
设施、社区文化墙、700 平方米
的文体广场，主干道两侧栽植了
多种绿色植被，真正实现了可持
续发展。一位当地村民高兴地
告诉记者：“我家孩子在郑州工
作，催着让我去城市里安享晚
年。可村里青山绿水，生活水平
比城里人还好，我咋舍得离开
呢！”

美丽乡村托起了东竹园村
的旅游富民梦。东竹园立足区

位优势，把新农村建设与主导产
业发展相结合，并结合群众意
愿，统一建设规范化、标准化农
家乐，让农家乐旅游成为农民群
众增收的主要渠道。鲁山县委
副书记赵会杰在座谈会上介绍
说：“我们立足于周边景区众多、
紧邻国道及石林路咽喉之地的
区位优势，围绕旅游做文章、围
绕旅游搞建设、围绕旅游富群
众，规划建设东竹园新型农村社
区生态观光园区，鼓励、引导和
支持群众建家庭宾馆、跑客运、
卖山货、进行劳务输出，在石林
路边形成了农家游服务一条街
和土特产商品城。”

“近年来在我省新农村建设
中涌现出的名副其实、却又养在

‘深闺人未识’的美丽乡村，今天
我们参观的东竹园村就是这样
的特例。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宣
传这样的宜民居、宜创业、宜旅
游的新农村建设样板典型，而本
次活动带动的乡村旅游也将会
为当地的旅游事业锦上添花。”
河南日报相关负责人在座谈会
上说。

多日的阴雨过后，迎来一片艳阳天。9月 20日—21日，
由河南省旅游局、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等单位联合组织发起的“老家河南·发现美丽乡村”
旅游推广活动再次启程。郑州市文联副主席、知名作家
鱼禾，知名文艺评论家、网络大 V 盛大林，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河南省教育书画协会理事房巍及河南日报官方微
博抽取的网友@山楂树开满了花儿、大豫网抽取的网友水
瓶如意等组成的实地采风团，分别深入平顶山市鲁山县
尧山镇东竹园村及六羊山景区，南阳市西峡县双龙镇化
山村进行体验、采风，以此发现老家河南的乡村之美。

9 月 18 日—21 日，为期 4 天的第四
届洛阳老子文化国际论坛在洛阳老君
山景区落下帷幕。来自美国、日本、韩
国、以色列、英国等 10 多个国家的 137
名专家、学者相聚老子归隐地，并围绕

“老子的学说与精神：历史与当代”的
主题，见仁见智，展开激烈的讨论。本
届论坛共收集论文 500 余篇，所有学者
签字通过了老君山“第四届老子文化
论坛”宣言。

本届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
所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河南老子学
会、洛阳老君山景区等联合主办。吸
引了来自国内外的专家陈鼓应、王中
江、郑开、叶树勋、曹峰、匡钊、何善蒙、
王蓉蓉（美国）、LIVIA KOHN（美国）、
谷中信一（日本）、金柏铉（韩国）、德安
博（美国）、夏小雨（以色列）等出席。

来自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曾
春海教授的“冯友兰阐《老子》只和、知

常、习常的境界哲学、浙大何善蒙教授
的《老子论爱》、中国人民大学罗安宪教
授的《道家关于生态文明的智慧》、复旦
大学李若辉教授的《马王堆帛书“老子”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琐议》等一系列优秀
论文引起广大专家学者的广泛讨论。
组委会通过专家学术报告、现场提问解
答、分组讨论、实地考察等形式进行上
述活动。论坛成果丰富，学术知识层次
具有极高水准。 (周向毅)

村庄有规划 环境美如画 生活传佳话
城乡同步描绘东竹园

“老家河南·发现美丽乡村”旅游推广活动走进鲁山东竹园村及西峡县化山村

东竹园秋韵 作者 房巍

青山合抱，碧水环绕，一座座欧
式别墅在翠竹掩映中错落有致，秋
阳下，化山村构成一幅“绿树村边
合，青山郭外斜”的诱人画卷。当
天上午，采风团成员先后来到龙潭
沟景区、化山村进行实地采风，并
召开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化山
村支书符合顺向采风团介绍了以

“农游一体”，建设美丽乡村的做法
和经验。

化山村是河南省首批“百村万
户”旅游富民工程特色村，境内拥
有“中原一绝”的国家 4A 级龙潭沟
景区。近几年，化山村立足建设旅
游服务专业村的定位，大力发展旅
游服务业，旅游综合收入 2000 万
元，人均来自旅游产业收入达 1.5
万元，户均 70%的收入来自旅游服
务业。

来化山村的游客，都说化山村
干净整洁、环境卫生、居住舒适。近
年来，该村共投入 50余万元用于环
境建设，使村庄环境达到“五化”标
准，配备垃圾箱 50 个，组建了村级
环卫队，实现垃圾日产日清，全天保
洁；投入 30多万元建设三星级公厕
4 个，推进了改圈、改厕、改厨，对公
路沿线“五小六堆”进行了综合整
治，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

化山村是依托近邻龙潭沟景区
发展起来的，龙潭沟景区总经理李
明热情地告诉记者，景区配合镇政
府实施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鼓励村民按星级标准建成了“龙潭
山庄”、“伏牛山庄”、“农家乐”、“龙
河山庄”和“旅游度假村”五大旅游
接待宾馆群，共有 142 户农家宾馆，
可同时容纳15000人就餐、8000人住
宿，年平均接待游客50余万人次。

知名画家房巍激动地说，在化
山村不仅可以看农村秀美的风光、
吃农家风味的饭菜、住农家别墅，
还可以体验农家生活，化山村紧紧
地抓住了发展休闲游、农家游发展
必要的条件，把农家游推向一个新
高度。

据了解，截至目前，化山村建设
了 100 亩猕猴桃精品果园、10 亩油
菜园、20 亩西瓜园、30 亩玉米园和
20 个袋料香菇休闲采摘大棚，投资
1800 万元建成面积 1300 亩的采摘
园项目，栽植杏、柿子、桃、樱桃、猕
猴桃等优良品种 11 个 2.5 万株，达
到“四季观花、四季有果”的观光、
旅游、品尝、购物的农游一体化休
闲旅游效果。

依托农游一体化，大力发展旅
游服务业，化山村村民的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咱做梦也没
想到咱农村人能过上和城里人一
样的生活，住着小洋楼，开着小轿
车，电脑宽带进家庭！”化山村村民
李长卯回忆 10 年前住着 3 间破瓦
房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时感
慨万千，如今他经营农家宾馆和购
物超市年收入超过 20 万元。现在，
化山村是河南省康居示范村、省精
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村、市级生态
文明村、市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市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先进村。

“化山村是西峡县农游一体化
的典范，下一步我们西峡将瞄准豫
西南最佳旅游配套服务基地的目
标定位，加大投入，加速发展，打响
西峡农家品牌，努力打造‘百村万
户’旅游富民的新工程。”西峡县委
书记李德成满怀信心地说。

美观整洁的东竹园农家宾馆

依托龙潭沟景区发展起来的化山村游客云集依托龙潭沟景区发展起来的化山村游客云集

四瀑连天龙潭沟

汇聚八方客 论道老君山
——第四届洛阳老子文化国际论坛在老君山景区圆满落幕

重渡沟风景旅游区位于河南省洛
阳市西南 118公里的栾川县境内，集休
闲、度假、观光、娱乐于一体，拥有大小
景点 200 余个，瀑布百余条，翠竹万余
亩，游览面积 60 平方公里。景区内泉
水喷涌飞瀑成群；竹林藏幽遮天蔽日；
木轮转闲如烟如梦；小吃水巷碧波穿
带；农家宾馆恬淡适意；漂流戏水有惊
无险；量贩超市山珍荟萃；农耕民俗返
璞百年……素有“北国江南”之美誉。

国庆长假，到重渡沟来吧！既有
重渡沟，何须下江南！

既有重渡沟 何须下江南

畅游重渡沟 国庆七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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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咨询热线：0379-66685989
66685666

重渡沟官网：www.chongdugou.net
自驾车线路：郑州—郑少高速—洛栾高速

—重渡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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