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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起，河南省旅游局联合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单位，联合组织发起“老家河南 发现美丽乡村”大型旅游活动，由作家、书画家、媒体、网络达人组成的采风团，深入
到信阳郝堂村、鲁山东竹园村、西峡华山村、禹州神垕古镇等地，发现河南美丽乡村新典型，推选旅游富农新典范。土地、村庄、乡亲，给予作家们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从今日起，本报开辟专栏“名家眼中的乡村游”，回眸乡野，展望理想，以飨读者。

9月 11日，白露后的豫南美丽
的城市信阳，笼罩在一片茫茫的烟
雨之中。

我省著名作家李佩甫撑着伞，
兴致勃勃地观赏着雨中的一大片
荷塘。满塘的荷叶，密密层层的。
雨点打在荷叶上，“沙沙”作响。

李佩甫以前从来没有到过郝
堂村，第一次雨中看郝堂，给他留
下了非常深刻、难忘的印象。在他
眼里，郝堂是一个山清水秀、风光
秀丽，有“荷塘月色”般美丽的自然
村落；是一个物质生态、精神生态
完美结合的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的建设，我觉得主
要是解决富民问题；解决农村‘三
通一平’的问题；提高农民生活质
量的问题。”李佩甫说。

李佩甫坦言，建设美丽乡村，
要一步一步地来，要循序渐进。河

南有很多乡村，自然景观很好，不
一定要进行大的改造，要依照当地
的地理、人情、风貌进行乡村建设。

当记者问到：“李老师，您对美
丽乡村建设有什么期待吗？”

李佩甫指着雨幕中的郝堂村
说：“这就是我的期待！建设像郝
堂这样的健康、美丽、宁静的乡村，
这就是我对中国乡村的期待。”

美丽乡村的建设，主要是要遵
循三个尊重。哪三个尊重呢？

那就是：尊重自然环境；尊重
村庄机理；尊重群众的意愿。李佩
甫认为，乡村建设的健康十分重
要。郝堂呢，这是健康的建设，不
是“土豪”式的建设。美丽乡村的
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中国
乡村重新认识的视角，是一个关注
民生的视角。

中国美丽乡村的建设，李佩甫

最赞赏“三个尊重”。
在他看来，乡村建设的“三个

尊重”，这个思路接地气，得民心，
可以做得很好，做得很大。他说，
这“三个尊重”可是很不得了，中国
农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很多问
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建设美丽乡
村，确实是恰逢其时。

作为中国一个知名的乡土作
家，李佩甫有着浓浓的乡土情愫，他
对乡民有着特别的深情。“我的老家
在豫中平原，所以，我每年都要抽出
时间到豫中平原几个县的乡村走一
走，看一看。”李佩甫告诉记者。

去年，李佩甫突发奇想，他想
看看乡村的月亮是一个什么样子？

有一天晚上，9 点钟的时候，
李佩甫绕着一个有 3000户人家的
大村子走了一圈。他发现，这个村
庄很大，房子盖得很漂亮、很高，

两、三层的小楼，都贴着白的、很亮
的瓷砖。3000 户人家的村庄，在
北方平原来说，就是一个大村落
了，但他只碰到了一条狗，没有见
到一个人。人到哪里去了呢？都
到外面打工去了。

中国的乡村，需要健康、有序、
文明地建设。作为一个有社会责
任感的作家，李佩甫对乡土研究多
年，对乡村的了解很深，他对中国
乡村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对中国乡
村的变化和落寞，有着深深的焦虑
和思考。他一直在关注着河南乡
村的变化。

他认为，农民工的进城，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成为

“城市贵族”，“城市贵族”轮不着他
们。个别进城的农民工，发了大
财，有可能成为“大款”，那也不过
是城市里的、没有了家园的“迁徙

凤凰”，但这只是极少数；而大部分
农民工，在城里只能成为“雀儿”。

建设美丽乡村，踏踏实实为老
百姓办事。

李佩甫说，我看过很多村子，
发现人都到城里去了，村子空了。
前不久，他受邀去了一趟南方城
镇，《人民文学》在那里举办了一个
颁奖会。“会后，我们参观了当地一
个修旧如旧的码头古镇，发现所有
的人都搬出去了，那是一个空的、
没有人的景观。没有人的景，永远
不是一个活的景。”李佩甫对记者
谈了自己的观后感。

青山点点，绿水潺潺，房舍错
落，荷叶田田。

“发现河南美丽乡村活动，我
觉得非常好。美丽乡村的建设，要
大气，要有大思维，要有长远发展
的大意识。”李佩甫说。

名家眼中的乡村游

9月 17日上午，秋雨潇潇。记
者来到河南省文学院，专访了省文
学院院长、研究员何弘。“从旅游这
个层面讲，过去一提起河南，总是
说文化的厚重、历史的悠久这些内
容，主要希望以此来吸引人的。相
对来说，我们对河南美丽的这一
面，还展示得很不够，也很少从美
丽这个角度去关注它，发现它。从
这个意义上说，发现河南美丽乡村
这个活动，就显得特别有价值，有
意义。”何弘开门见山。

河南有着几千年的农耕文明，
在自然、生态、山水等方面，有着很
美的一面。乡村生活，是健康、良
好、节奏相对较慢的一种生活方
式，它实际上承载了我们童年时代
的记忆；同时，它也符合在现代生
活中我们对理想生活的想象。

何弘的老家，在美丽的南阳盆
地新野县。他的故乡有一条河，名
叫“白河”。他说，记得小的时候，

白河里有沙滩，沙滩里的沙子雪白
雪白的，清澈见底的河水，舀起来
直接就可以喝了。当时县城里有
很多茶馆，都是从河里拉水，用河
水烧水泡茶。这样一个有着良好
生态的河流，给他留下了难忘而美
好的回忆。

“可惜前些年污染了，儿时的
这种记忆没有了。”何弘十分惋惜。

目前，在河南的很多地方，还
有相当数量自然生态保持得非常
好、乡村机理也未被破坏的村落，
为我们追念过去的生活，回到过去
那种美好的记忆中，提供了一个载
体。这种符合我们想象的、田园牧
歌式的生活，一直是中国人尤其是
中国文人的一种理想生活方式。
这样的美丽乡村，我们要去发现，
去营造。此外，从精神层面来说，
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中，其中一个
重要的主题，就是“还乡”，它看似
一种以逝去的故乡的缅怀，实际也

是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何弘觉得，美丽乡村的发现，

美丽乡村的建设，契合了我们对过
去纯真的乡村生活的怀念和对理
想生活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美丽乡村不仅是一种生活方
式，更是精神家园的象征。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美丽乡
村也是现代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现代化建设，不只是城市如“北上
广”，也包括我们郑州，这样千篇一
律的高楼林立，让每个人都要聚集
在城市里面工作和生活。现在提生
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努力打造有利
于个人身心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
这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方向。

何弘曾经去过欧洲，到过海边
的荷兰小镇，到过德国莱茵河畔的
小镇，那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美丽
乡村小镇，给他的印象很深。“我们
的美丽乡村作为一种旅游资源推
出来，这固然很好；但我更希望美

丽乡村成为城里人寻梦的精神家
园，成为乡村人一种新型的生活方
式。”何弘说。

现代社会，由于网络的普及、
交通的便利，使城乡之间的距离感
消失。所以，美丽乡村为我们提供
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方式
其实也提供了一种新型城镇化的
方式，那就是并非所有的人，一定
要拥进城市。如果乡村周围有产
业支撑，这些美丽乡村就一定能为
我们提供现代都市之外一种良好
的生活方式。何弘希望整个中国
的乡村建设，要向一个健康的方向
发展，要打造一种生态、文明、文化
和富有诗意的新生活。

“前不久，雨中走进郝堂村，自
己的感受很深。”何弘高兴地告诉记
者。这是一次生态之旅，是一次怀
旧之旅，也是一次追梦、寻梦之旅。

何弘坦言，这些年全国各地的
城市化进程，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乡

村文明的消失为代价的。他发现，
现在很多村子没有人住，门前荒草
萋萋，一幅非常破败、荒凉的景象；
而到郝堂一看，乡村传统的面貌保
持得很好，保持了乡村的机理，彰
显了村落自然的形态，人气也很
旺。让他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对儿
时的记忆，有了一个怀旧和怀念的
地方。这，让何弘十分感动。

在现代城市的喧嚣中，文人对
田园、自然的生活十分向往，渴望
回归心灵的故乡。在何弘眼里，郝
堂村保留了村庄的文化和记忆，尊
重了传统文化，尊重了村民的生活
方式，他感觉这个理念非常好。同
时，也把现代城市文明的元素很好
地融入进来，为村民营造了一种绿
色、健康、向上的生活。

“希望能发现更多的美丽乡
村，让大家能好好地体验如诗如画
的生活！”说到这里，何弘显得意犹
未尽。

“我觉得，在城镇
化的过程中，中国乡村
的建设何去何从？这
不光是涉及中国八亿
农民的问题，更涉及到
中国城镇化建设走得
健康不健康的问题。”
知名作家、中原出版传
媒投资控股集团副总
裁王守国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如是说。

多年来，王守国一
直关注着中国的乡村
建设。

他发现，现在有很
多乡村、古村落，在保
护、开发、建设的过程
中，至少存在有两个极
端：一个就是为了满足
城市某些白领的乡村
梦、田园梦，进行所谓的
原生态保护，不惜让村
落的原住民不能享受现
代文明；另外一个，就是
建了一个和当地老百姓
毫无关系、毫无人气的

“美丽村落外壳”。
作 为 一 名 知 名 作

家，王守国到过中国很
多乡村，在他的眼里：

“郝堂村可以说是中国
美 丽 乡 村 的 典 型 代
表。我在这里找到了
儿时的记忆。我们河
南能有这样美好的村
子，确实是不多见的。”

美丽乡村，既要追
求山清水秀，又要使人
和自然完全融入在一
起了；既要让村庄保持
乡村的特色和乡村的原貌，解决
了环境问题、卫生问题，又要具有
当代城市文明的所有元素，以及
现代生活的舒适度。“我觉得这样
的乡村，才是可持续的，而且也是
可复制的。”王守国说。

王守国觉得，要打造人本乡
村，老百姓的乡村，老百姓过好日

子的乡村。
美丽乡村村村美。
在王守国看来，我

们建设美丽乡村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
让村民们过上文明、现
代、舒适的生活。郝堂
村从整个的规划、环境
的建设，以及生态的保
持，都是很好的，建成
了目前一个充满了活
力、美丽、生态、文明，
同时也是人本的郝堂，
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一
个成功案例。王守国
没有想到，在中原大地
还有这么漂亮的乡村，
这么好的自然景观，作
为一个村庄来说，也是
很难得的。他在这里，
看到了村民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共同发展
的良好状态。他满怀
喜悦地说：“参加这样
的一个采风活动，我觉
得终于发现了我心目
中的美丽乡村。”

美 丽 乡 村 不 仅 是
外在的风光美，更重要
的是村民生活的品质
有了极大的提高，让他
们 有 了 更 多 的 幸 福
感。“现在如果生活在
郝堂这样的村庄里，要
比生活在大城市里的
幸福指数更高一些。”
王守国表示。

“ 美 丽 乡 村 ，不 但
要景色美，还要积极追
求文化艺术的美。作

为一种旅游产业，在纵向的乡村
文化挖掘方面，还可以进行中国
农耕文明的深度开发。”王守国用
了一句非常精练的语言道出了自
己对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期望：

“美丽乡村建设要追求山美、水
美、人美，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宜画、宜游、宜居。”

李佩甫:没有人的景，永远不是一个活的景
本报记者 刘春香 吕桓宇

何弘：“还乡”，是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本报记者 刘春香 吕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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