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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吵醒。
轻薄的石榴色抹在窗棂上，左一
绺右一绺，不均匀，有泠泠的水
感。外面是竹杆竹叶，正在喧闹
的鸟就藏在那些枝叶丛里。因为
有 这 些 竹 子 ，夜 里 没 舍 得 关 窗
帘。一大早，阳光就透过窗棂照
到了枕头上，红酒似的。

一下子就醒透了。
这是农历八月底，我随“老家河

南·发现美丽乡村”采访小组去了鲁
山的东竹园，心想，“老家河南”这个
提法真是妙极。老家！再也没有比
它能概括出河南的特性来了，比婉
约，小桥流水的南方更胜一筹，比壮
丽，大漠草原我们又没有。但比出
处，比历史，谁敢说河南不是老家？

就这一个概念，让河南成为天下华
人的心灵栖息之地。

此次所去的东竹园和化山，
是两个村庄的名字。东竹园坐落
在大片大片的竹林里。化山村依
傍着一座低山——是叫化山吧，
我不确定——山上有著名的龙潭
沟。从地理位置上看，都处于秦
岭东端，当属于秦岭余脉之伏牛山
系。这一带真是大好水土，日间蓝
天白云，夜间满天星斗，田野里种
着庄稼，树上养着榨蚕，山林里长
着灵芝百草。既有青山绿野，又得
赤米白盐，身体和精神的营养都充
足。宜人的自然环境和便利的生
活条件，是乡村吸引大批度假人的
两个要素。所以，虽是僻静地方，

却也有游人前后相接地赶了去。
两个村庄的富足程度令前来

的城里人欣羡不已。
我也赞叹，这真好，这样过日

子，慢慢地消磨时光，真好。
对这类僻静去处，我的确喜

欢，但这喜欢不过是“偶得”的欣
悦，所谓偷得浮生半日闲，喜就喜在
一个“偷得”，这闲暇是从连绵的碌
碌中截获的，所以显得格外好。都
以为是都市累坏了自己，于是跑到
乡村来。其实不是的。是人为自己
划定的生命向度和界限累坏了自
己。所以，人的累，乡村释放不了。
乡村只可给人暂时的安慰。来此一
游的人们住下了，吃农家饭，睡农家
屋，看山看水，看云朵看星星，呼吸
着负离子充足的新鲜空气，喝着清
甜的水，感慨不已，仿佛再也不想走
了。但过客们终是要走的。没几个
真能像梭罗那样丢下家具，把自己
的生活整个移到人迹罕至的林中，
移到湖边去。

在一种奇异的悠闲气氛中，
我们都忘了这一趟只是“偶得”。
于是我说，这样的乡村还是太新
了，缺少一点“老家”的味道。同行
者中踊跃赞同，对啊这里的汽车太
多了，街道太直了，没有土墙上挂
着辣椒串，没有老牛，没有石磨，没
有……老符听得笑起来，说，听着
有道理，反正领导们来了都讲讲，
讲了走了，俺们该咋弄还咋弄。他
是化山的村支书，黑而瘦，口才好，
爱逗乐。他认准的道理很简单，人
们兜里有了钱才会考虑别的。村里
的青山绿水，形形色色，不是村里人
需要这份好看，而是为了“旅游产
业”。他说，啥是旅游？就是想办法
把游客兜里的钱“捋”完。大家哗的
笑成一片。这真是实在话。再美的
乡村，也不是为过客准备的。乡村
首先是乡村人的根据地，生活场。
不管村子被赋予怎样的名堂，村子
里的人过好日子，才是真正重要
的。这一点，外来者在匆忙来去的

热闹心情里，不一定能体谅。
乡村化解不掉我们的负累。

长拟求闲未得闲，又劳行役出秦
关。闲是一种心情的无碍，是生
之停顿，行役中人勉强求取，自然
是不能获得的，所谓伤乱倦行役，
西来又一关。毕竟，人只有令自
己与自然融为一体，成为自然的
一部分而不是看客或主宰，才能
够身在其中，达到自洽。

偶尔，当山中或原野上的暮色
终于令你由衷地感到了喜悦，你是
否想过，这别样的安慰其实来自你
自己——某些沉潜的意绪被眼前的
物事唤醒，它们是慢的，无声的，它
们悄悄清理着你的焦灼，告诉你，一
切都还在原地，并没有什么新鲜值
得你张惶追赶。

鱼禾：当代作家、郑州市文联
副主席，代表作有散文集《摧眉》、
《相对》；长篇小说《情意很轻，身
体很重》等。

名家眼中的名家眼中的乡村游乡村游

日 暮 乡 关 何 处 是
□ 鱼 禾

游走五里桥 金秋话丰年
——“老家河南·发现美丽乡村”系列旅游推广活动走进济源

本报记者 张莉娜

西峡老界岭·恐龙遗迹园旅游区

迎来 5A级景区“国检”

10月 23日，由国家旅游局、中国社科院、北京联合大学专
家组成的5A级景区检查验收组深入西峡县，对老界岭·恐龙遗
迹园旅游区创建 5A级景区工作进行检查评定。如果这次 5A
级创建通过“国检”，将填补南阳市国家5A级景区空白。

验收组听取了西峡县创建 5A 级景区的情况汇报，审阅
了相关档案资料，并深入恐龙遗迹园、老界岭景区和旅游区
一级游客中心，对照 5A 级旅游景区评审标准，对景区及沿
线配套设施及管理运行逐项实地检查评定。

老界岭·恐龙遗迹园旅游区位于中国南阳伏牛山世界
地质公园的核心区，展示了伏牛山宏伟壮观的地质演化史，
是一个集科普、科考、观光、休闲、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性旅游目的地。

据悉，为推动西峡旅游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该县先后
聘请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旅游规划专业机构编制了《西峡旅
游发展规划》；按照 5A级创建要求，聘请北京江山多娇规划设
计院编制了《西峡伏牛山老界岭·恐龙遗迹园旅游区创建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提升方案》；成立了高规格的创建工作领导
小组，制订创建工作方案；实行创建 5A级工作党政联席议事
会议制度，及时解决创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此外，去年以
来，该县已累计投入 1.4亿元，完成了景区硬件改造、旅游通道
建设、外围设施配套、软件服务提升等系列工程，旅游区的软、
硬件设施得到较快提升。 (朱天玉 封德)

一年一度的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让清明上河园菊香满园。刚刚获得 2014 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菊花
国际竞赛唯一特等奖”的“菊花版《清明上河图》”的回家展出，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 （李琦 摄）

图说旅游

开封菊花文化节期间，开封
铁塔光影秀推出《佛祖舍利安奉
大典》，演出运用 4D成像、建筑投
影、激光造型等手段，以空灵圣
洁的主题音乐为背景，使观众在
一 瓣 心 香 的 作 用 下 品 味 人 生 。
据悉，全剧共分三幕，分别为山
门迎圣、仪仗巡游、安奉祈福三
部分。置身其中，穿越千年，让
您重回大宋，感受大宋的盛世繁
华。 （吕桓宇）

铁塔光影秀 带您梦回大宋

10 月 18 日，2014 禹州市大鸿
寨第四届红叶文化节在禹州市大
鸿寨风景区拉开帷幕，此次红叶
文化节持续到 11 月 20 日。后续
将有大鸿寨·最萌自拍照征集令、
大鸿寨风采摄影大赛、大鸿寨·红
叶情主题文化展、颁奖典礼等系
列活动轮番登场。

金秋时节，大鸿寨邀您一起
享受红叶的激情，品尝秋霜的妩
媚，观看钧瓷的窑变，品尝药膳的
佳味，置身三国的意境。大鸿寨

位于具有中药之魂之称的药都禹
州境内，11 月 1 日还将举办药膳
品尝会，所有游客在观赏红叶的
同时，亦可免费尝到地道的禹州
药膳。 （杨牧野）

禹州大鸿寨 红叶与钧瓷争辉

本月中旬，北京将迎来 APEC
峰会，北京市将于 11月 7日-12日
放假六天。

借此机会，济源市旅游局针对
北京市场，在 11月 7日-12日期间
推出了一系列的景区免票活动，
届时世界地质公园王屋山、猕猴
乐园五龙口、大河盆景黄河三峡、
女娲之乡小沟背、茶道之源九里
沟将免费向首都游客开放，大家
可尽情领略济源小城五彩缤纷的
秋季之美。

据悉，持有北京市民身份证的
游客，来济源后凭本人证件享受
景区首道门票免费的政策；乘坐

“北京西-济源”的 K269、K589 次
列车的游客，可凭本人火车票和
身份证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免费的
政策；境外游客可以凭本人抵达
北京的机票和护照享受景区首道
门票免费的政策；凡是自驾游的
游客，可以凭北京直达济源的高
速公路收费票据享受景区首道门
票免费的政策。 （李淼淼）

APEC峰会 北京人免费游济源

2014年是特别的一年——闰
九月，在送走 10 月 2 日重阳节之
后，11月 1日，即将迎来今年的第
二个重阳节。为进一步展现淇县
的大山大水大爱大美，淇县将举
办“相约太行，爱在重阳”敬老爱
老主题旅游活动。

闰重阳当天，年满 60 周岁的
老人，凭本人身份证可免费游览
云梦山、朝阳山景区。届时，云梦
山草原放歌、观草赏红叶、朝阳山

健身祈福、登高赏野菊等精彩活
动不容错过。 （张小燕 付爱华）

再度重阳节 淇县景区优惠多

APEC签约大宋官窑

展现河南“国礼”文化

10月24日，2014年APEC会议
第二阶段赞助签约仪式在北京天泰
宾馆举行。河南大宋官窑瓷业有限
公司等10家赞助单位签署了赞助合
作协议并收到了荣誉证书。

至此，2014 年 APEC 的赞助筹
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我省河南大
宋官窑瓷业有限公司成为省内唯
一入选企业并成为 APEC 会议官
方礼品合作伙伴，大宋官窑钧瓷
作品再次成为最高级别国际会议
中代表中国的国礼。

中原的国礼品牌

大宋官窑，宋代官窑传承者，
也是优秀中原文化的传承发扬
者，传承了宋代官窑的制瓷工艺
和 精 髓 ，恪 守 着 官 窑 的 甄 选 标
准。精于传承，胜在创新，在把握
时代发展的同时，将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融入设计，创烧出了一大
批卓尔不凡的钧瓷作品。出色的
创新以及对古老官窑精神的恪
守，自 2003 年以来，大宋官窑创作
的多个作品被国家领导人选为国
礼赠送外国元首。不仅如此，大

宋官窑还有着多年来与博鳌亚洲
论坛等高端国际会议的合作经
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礼品牌。

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反复沟通
及甄选，APEC挑选了大宋官窑年
度系列、典藏系列以及礼茶系列的
多个作品预备赠与多国不同领
导。如《天行健》、《福寿笔架》、《福
禄如意》、《道法自然》、《出戟尊》、

《清静和雅》等作品都具有浓厚的
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反映了中华民
族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赠送礼品的
同时，也传递了中华民族的友好
和平、共同发展的世界观。

时隔13年，河南入选企业令
人刮目相看

在曾经 2001 年举世瞩目的上
海APEC上，河南双汇因成为APEC
会议食用肉的赞助商而名噪一时。
众所周知，河南的农业、食品加工业
在全国名列前茅，而今年，河南大宋
官窑以钧瓷国礼成为 APEC会议赞
助商，更令世人刮目相看：河南不仅
是农业大省，此次更是显示出了文
化大省的一面。 （辛文飞)

云梦秋韵云梦秋韵

红叶妖娆红叶妖娆

光影似幻光影似幻

作者张良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济源秋韵正浓——树树皆秋
色，山山唯落辉。

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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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旅游推
广活动走进“愚公故里”。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肖建
中，我省知名作家郑彦英、张宇、墨
白、冯杰、邓爱芬，书法家张良，旅游
专家苟自钧，网络达人“大鹏背包走
天下”等组成采风团，依次走进济源
韩旺村、五里桥村、小沟背村，感受田
园风光，发现乡村之美。济源市委
书记何雄、市长王宇燕接待了采风
团一行。

房前屋后品乡愁

古时，王屋山下河流上架设了
一座方便商贾过往的木桥，因此桥
距王屋镇政府有五里地，故将此起
名为——五里桥村。

车辆沿着整洁、宽敞的阳下路
前行，五里桥的房舍氤氲在薄雾之
中。白墙黛瓦，飞檐挑梁，亭台、绿
地交相辉映，俨然桃花源一般。农
家院前挂满玉米辣椒，晚熟的番茄
在房前羞涩地露出了头。微风起
时，坐在观光亭远眺，那“山上、水
上、坡上”的山区美景，仿佛梦里的
文章，被游客朗诵着。

在一户农家前，放置着成堆的
玉米。农户正在依次剥开玉米，再
像编小辫一样，把一个个玉米串成
长串，悬挂在屋前。肖建中、张宇、
冯杰、张良在悬挂的玉米串前，兴
奋地摆着各种造型，拍照不止。墨
白、邓爱芬，却能熟练地帮忙，剥
皮、串串、悬挂。

在村头的农户家，王屋花馍让
记者开了眼，花馍形状有石榴花、

荷花、五瓣花等好几种，经特制的
炉子烘烤后，外焦里嫩，无比可口。

体验古朴安逸的山乡生活，听
着祖辈流传的动人故事，省作家协
会副主席郑彦英动情地说：“五里桥
很有乡村气息，老家的味儿更浓。
我仿佛在这里找到了儿时的记忆。”

“乡村游要保存文化，有传统
的建筑、民俗，要有乡愁、记忆，
要因地制宜，有特色发展模式和
产业支撑。”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
授、著名旅游专家苟自钧说。

农家院里笑声朗

提起五里桥村，人们自然会将
其与“农家乐”联系到一起。

时至中午，采风团一行走进编
号为 001的农家小院，干净的院落
里绿藤蔓延，丝瓜悬吊。厨房里，女
主人正在忙碌地烹、炒、煎、炸，诱人

的饭香弥漫开来。女主人也笑着对
记者说：“原来村里又破又穷，我们
都外出打工挣个零花钱。现在，王
屋山游客多，我们‘农家乐’也生意
兴隆，不出门就有钱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五里桥
村民筹建的“农家乐”宾馆目前已
多达 96 家，目前有 20 户具备经营

条件，户均年收入超过 8 万元。每
到周末，都有游客来住农家院、吃
农家饭、赏农家景。

河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张
宇说：“济源乡村旅游潜力巨大，
城里人看乡村、乡村人也会来看
乡村。接下来，到这里品味自然
的人会更多。”

观景采摘乐不停

作为我省最早开展的城乡一
体化试点城市，济源提出以全域景
区化、城乡生态化为主题，建设“美
丽乡村”。

在五里桥村愚公新社区服务
中心前的一个小游园，绿地、凉亭、
果树等相映成趣，这里其实是个污
水处理厂。对面，2000 米的河道
治理后，将形成坝连坝、水连水的
靓丽景观。村里通过将坡上土地
流转的方式，发展林下养殖、鲜果
采摘等项目，打造休闲乐园；旁边
的大型提灌站，为采摘园提供灌溉
用水。

富裕起来的村民将精力投入
到了文化建设上。夜幕降临，他们
在生态停车场上跳起了广场舞。
闲暇时，除了唱戏、看戏，更多的人
在篮球场、阅览室、书画室等文体
场所学习知识，充实自己。

“水清、村净、景美、民富、人乐的
美丽乡村，给百姓带来了更强的生活
信心和更高的幸福感。”济源市副市
长刘庆芳面带喜悦，“济源市将在深
入挖掘文化、民俗等特色资源方面下
工夫，真正留住‘美丽乡愁’。”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肖
建中对“老家河南·发现美丽乡村”
主题做了解读，他说，“老家河南”
契合了人们对家乡的记忆和乡愁，
尤其是海外华人对河南作为心灵
故乡的向往；契合了河南“旅游立
省”、“文化强省”的经济发展战略；
契合了家乡的老百姓对环境优美、
幸福生活的渴望。那么，“发现美
丽乡村”要发现什么呢？发现老家
河南的乡村美丽在什么地方；发现
我们的乡村还存在的不足；发现我
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采风团成员体验农事之乐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