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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建中 张鲜明 胡巨成

2015 年早春二月，一连几天，我们在商城县的乡间走访。
公路旁，山坳里，竹林间，古树下，溪流畔，池塘边，冷不丁地会闪出

一片粉墙、灰瓦、飞檐，或是规整社区，或为自然村庄，有农田茶园相伴，
与山林菜园相依，鸡犬之声相闻，人声鸟语互答，干净清爽，宁静安详，宛
如一个大公园。一路下来，总能听到村民带着浓浓乡音的邀请：“来，喝
杯茶，这是俺家！”总能听到乡村干部以自豪的语气介绍：“看看吧，这是
经过治理的村庄！”

场景、细节，人物、故事，话语、思绪，还有关于“乡村”和“家”的感想，
记了一本子。怎么跟你说呢？干脆把札记给你，随便读吧。

1. 全省唯一的“美丽中国·全国创新示范县”；
2. 中国深呼吸小城；
3. 中国最具幸福感县级城市；
4. 全国县域村镇体系规划试点县；
5. 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县；
6. 中国最美村镇。
该县有 7 个省级生态乡镇、20 个生态示范村，3 个村庄被列入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

1
定下“美丽乡村”这个选题，满脑子都是乡村。
在中原大地，我们见过类型不同、情景各异的乡村：有像刘庄那样经过工业化、

城镇化改造了的农村，有像郝堂那样漂亮舒适、具有样板意义的新村；当然，还见过
污水横流、池塘干涸、十室九空的“空心村”。“美丽乡村”是什么样子？应该是既“富
裕”、“卫生”、“文明”、“和谐”，又依然“农村”着的、可以当作“家”来住的那种吧，如
果“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就更好了。

到哪里找这样的乡村？
有人说：商城。

到哪里找“家” 商城的荣誉

1. 在河凤桥乡田湾社区
丘陵台地之上，一片两层、三层

的楼房，独门小院，典型的乡间别
墅，路边的牌子上写着“田湾社区”。

梅后林，53 岁。在他家的院子
里。

“你是这儿的村民？”
“是。从前在外头打工，在浙

江。房子，带上家具，百十万吧，公家
补助一点，咱把这些年的积蓄拿出
来，算是有个称心的家啦！以前？
这儿是荒山秃岭，67个自然村，很分
散，人跟牲口鸡鸭住在一起，臭烘烘
的，脏得没法说，连个像样的路都没
有，孩子上学不方便，买东西不方
便。搞‘美丽乡村’，统一规划，公共
设施俱全，就跟个小城镇一样，环境
好，又方便，真舒服啊，哈哈……”

村支书张太新带我们在村中
的水泥路上走着，路两旁常青植物
郁郁葱葱，十几米就有一个垃圾
桶，垃圾桶上有“有害垃圾”、“不可
回收”、“可回收”字样。 遇见一个
叫郑良芳的农妇正往垃圾桶里倒
垃圾，动作熟练而自然。“习惯了。
恁好的环境，谁好意思乱扔垃圾？”
她与我们交谈着，笑意像清水一样
明净。不远处，是一个污水处理厂
建筑工地。工地旁边偌大的清水
塘碧波潋滟，陈年蒲草倒映水上，
宛若一幅黑白摄影作品。“这是公
共厕所，冲水式的。”张太新指着路
旁一个白色建筑说。厕所墙上贴
着白色磁片，地上铺着雪青色地板
砖，不见一片污渍，没有一丝异味。

村道两旁的墙壁上、路灯杆上
有许多标语，诸如“清扫家园坚持做，
美丽环境真不错”之类。一面大大
的“文化墙”，画着《弟子规》、《三字
经》的内容，“德”、“财”、“信”、“品”、

“敬”、“爱”、“语”、“行”，每一个字的
下头都有注释文字。有一面长长的

“宣传墙”，写着“田湾村村民守则”，
一条一条，详细，具体。偌大的“评比
墙”上，张贴着“争创文明家庭、争当
文明公民”和“田湾社区环境卫生村
规民约”、“田湾社区环境卫生整治检
查评比制度”等等，“评比榜”上写着
一个个村民的姓名，每个姓名之下
分别贴着“笑脸”或“哭脸”。

村东头，又是一个清水塘，四
周铺着鹅卵石，池岸种满绿树，树
丛里竖着花朵状的铁艺宣传牌，书
写着“足下留情，春意更浓”。路边
空地上，一辆辆轿车和农用车停放
得规规矩矩。阳光很亮，鸡鸭鹅的
叫声也很亮。路上，广场里，宅院
内外，看不到一点垃圾和纸屑。

在社区里徘徊，突然模糊了城
乡概念，而空气、树木、池塘和田
野、庄稼却在明确地提醒我们：这
是乡村。“乡村”着的，还有村民那
质朴的、红扑扑的笑脸。

2. 在伏山乡里罗城村
池塘。稻田。树木。山峦。
村子不远处赫然矗立着一座

钢蓝色的山，叫金刚台。
一溜粉墙倒映在池塘里，就像

是一幅水墨长卷。停车场上停着几
辆车，多是外地牌照。塘边小径上走

来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张元勋，郑
州人。“昨天到的。这是我女朋友，老
家是李集乡的。来体验一下农家游，
新鲜。”那个女孩接上话茬儿：“我是
在乡下长大的。现在，好多地方农村
都不像农村了，可这里还有农村味
儿。到了这儿，我就会想起小时候捉
泥鳅、摸螃蟹、逮龙虾的情景。看见
土灶台，闻见老家菜的味道，心里那
个啥啊……这才是家哩！”

我们就餐的那家饭店，背山面
水，虽然名曰“交通酒家”，却是地
道的农家宾馆，满桌子农家菜：麻
鸭炖萝卜、山羊肉炖粉条、商城黑
毛猪肉炖粉条、炒笨鸡蛋、老豆腐，
还有刚从门前菜地里薅出来的青
菜。县长周哲诗兴大发，来了一段
顺口溜：“洗了肺，养了胃，饱了眼
福真陶醉，玩上半天不觉累。”

他说，这个村不搞大拆大建，保
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村民可以
养猪养鸭，保持农耕文化特色。进
城的路、垃圾处理、污水处理、饮水安
全、危房改造等等，政府都帮他们做
了，村民利用山水田园搞观光农业、
特色产业和农家游，可以过得很好。

饭店的老板叫陈先福，43岁，从
前在外头打工，前年看到村里搞规
划，就回来在老宅子上盖了这两层
楼。“收入嘛，比在外打工强。孩子上
学，还是在家好。”说起饭店的生意，
他说：“刚开始，游客还不算很多，等
景区开发好了以后，生意肯定不错。”
他打算春节过后再建个客栈。

走出饭店，绕过几株古树，我
们沿着蜿蜒的水泥路往村后去。
没多远，来到一个广场，村里人说，
从前这是养牛养猪的地方，到处都
是粪便和污水。“现在多干净！”那
个带路的村民自豪地说。

村东头有一棵古树，树下有一
头牛安闲地望着我们，嘴巴一动一
动，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在念叨陈
年旧事。池塘，石磙，农田，典型的
山村风景。一位村妇在门前小菜园
里摘菜，菜园边是一块露着稻茬的
稻田，田里草芽青青。太阳当头照
着，风，很轻，很清，带着泥土味儿。
喜鹊喳喳叫着，飞来飞去，像小孩一
样兴奋。一条小溪从山里流过来，
溪流的那一边是满坡茶树。当地人
说，这是高山野茶，销路很好。

水泥路蜿蜒着往后山去，路边
摆放着一个一个有“里罗城村环
卫”字样的垃圾桶。路旁梯田的田
埂上长着一些树，看上去很有些年
头，每棵树上都挂着“古树名木保护
标识”，写着“责任人”的名字。转过
弯，路边山坳里又冒出几户人家，依
旧是白墙灰瓦。路边的公共厕所看
上去很抢眼，里头一尘不染，外头有

一个洗手池，一拧水龙头，清水哗哗
流。一路上看到的是竹林、水塘、白
房子，听到的是鸡鸣、开门声、鸟叫
声，还有牛的叫声。有几条狗，不
叫，憨憨地晒太阳，一副见过大世
面、很懂事的样子。

山村最高处，坐北向南是一座
长长的三层楼，从里头走出一个中
年男子，主动与我们搭讪。他叫吴
从锋，40 岁。他说，他家楼房每层 7
大间，准备好好装修一下，一楼卖
山货、开饭店，其余楼层建茶楼、开
旅社，还想搞个会议中心。他兴致
勃 勃 地 介 绍 他 们 村 的“ 旅 游 资
源”——村东是神雕山，山窝里有
个古寺，山上有个猫耳峰，正在开
发。他说，路是公家修的，基础设
施是公家建的。自从搞了“美丽乡
村”，村民对县乡村的干部很满意，
现在上头动员让干啥，一呼百应。

“国家有个中国梦，咱农民也有自
己的梦。”他说。问他的“梦”是什
么，他说：“致富。”他说，7 年前他就
梦想建个家庭宾馆，现在他的梦圆
了。临别，他挥着手大声说：“有了
梦，就有使不完的劲儿！”

3. 在金刚台镇杜畈村
村党支部会议室。座谈会。
参加人员：马建国（镇党委书

记），王健（村支部书记），王庆法
（76 岁，北湾村民小组组长、老党
员），谢德新（73 岁，村保洁员），倪
宏珍（村妇联主任）。

王庆法：以前啥样？那真叫
“脏乱差”！村里是土路，厕所、麦
秸垛、稻草垛、垃圾堆、猪圈、污水
坑到处都是，走路下不去脚，臭气
冲天。上头让搞“美丽乡村”，干
部领俺到外地参观，看到人家那
儿 也 是 农 村 ，咋 就 恁 干 净 、恁 漂
亮，羡慕得不能行。俺想啊，主要
是人的素质得提高。我是村民组
长，又是党员，参观回来之后就带
头干，每天天不亮去公共场所打
扫卫生，都是尽义务。一些人看
我这么做，也就跟着干。

谢德新：我负责村里一里多路
的保洁，每天清扫的垃圾都要装满
两平车。我不光打扫街道，连家家
户户门前也打扫。有人对我说：

“你连俺家门前也打扫？这不是你
的任务啊！”我说：“咱们是文明组，
就要像个文明组的样子。”有人问
我：“你怎么见天打扫？又不是见
天检查。”我说：“打扫卫生是为了
咱们环境好、生活舒心，不是为了
应付检查。”

4．在杜畈村西湾村民组
远远看见一片葱茏的竹林。

村支书王建说：“这儿以前是个垃
圾堆，新中国成立前的垃圾一直存

到现在。搞‘美丽乡村’，把它彻底
整治了，建成了竹园。”

竹林边是一个清水塘，石头塘堰
随水赋形，自然流畅，几只麻鸭在戏
水，池水清澈，没有一片漂浮物。村里
人说，这里原先是个臭水坑，村民自筹
资金，挖塘清淤，变成了这个样子。

一个农家小院，旧房子，院子内
外花木扶疏，平沙细铺，清清爽爽，
房子一侧的木柴垛整齐得像一件艺
术品。前行几步，见一位村民在门
前摆弄石子和白沙，是在铺自家的
院子。隔壁人家，一对夫妇也在用
大沙和鹅卵石铺院子，就要完工
了。男的叫梁德应，女的叫刘荣华，
昨天才从打工的杭州回来。“好几年
没回来了，村子变化真大，比城市还
干净。虽说不常住，咱也得按要求
把家整理整理。环境好了，舒服！”

又是一个农家小院。那个中年女
人，看见村干部笑哈哈地打招呼。她叫
蔡章群。前些年，她把村里的老宅院扒
掉，准备在县城里买房子。后来，她看
到村里的路修通了，环境美了，就在老
宅基上重新盖了房子。“不走了。”说到
最后，她表扬了一下领导：“镇里村里领
导可没少替俺操心，三天两头来检查卫
生，家家户户做工作……”

走到一片菜园边，园子里的
菜，绿油油，肥实实，由一圈竹篱围
着，“田园”得好像在唱歌。一位村
民介绍说：“从前，这里是垃圾堆，
还有猪圈、厕所，那味儿，能把苍蝇
熏 死 。 这 一 改 造 啊 ，多 干 净 ，多
美！”“这是梁祖华家的菜园子吧。”
镇党委书记马建国说，去年 7 月份
的一天，开现场会走到这儿，梁祖
华在菜地里干活，有人问她的感
受，她脱口而出：“从前，脏得俺不
想活；今个儿，美得俺不想死！”

5. 在杜畈村北湾村民组
池塘边，古树很高很粗，不可

名状的神秘气息扑面而来。村民
说，村里三棵树最有名。一棵是旱
柳，树龄 300 多年，主干中空，依然
枝繁叶茂。早些年，树洞中卧着一
只大黑狗日夜守护着村口，大人小
孩很安全，村民就把这树当作“守
护神”。 另一棵是乌桕，树龄 500
多年。还有一棵是皂荚，树龄 1100
多年。在村民眼里，这些树都已成
精，他们把它们当作神仙敬着供着。

村里有几处老宅院，其中一个
院子里有一口明代老井，井水幽
深，甘甜无比，至今尚可饮用；一座
明代民居，至今保存完好。走在这
里，你会感到时间凝滞了，仿佛光
滑的青石台阶和宽敞的屋檐下依
然晃动着老主人衣袂飘飘的身影。

在另一个农家小院，一位老人
坐在凳子上收拾家什。陪同的人
介绍说，她今年 94 岁，耳不聋，眼不
花，还能下地种菜。村民说，他们
种菜从不用化肥和农药。

绕过清水塘，站在村口的古树
下向东南方眺望，金刚台悠然可
见。谁想见识原汁原味的“乡村”，
就来这里吧。村干部说，这是他们
独特的资源，他们正在拿规划，准
备搞“古村游”、“生态游”。

采访笔记

词条 1：全域大公园
这个词，在许多地方的“美丽乡村”建设规

划中出现过。在商城县，这个词的意思是：以县
城、乡镇驻地、“黄金池观”(黄柏山、金刚台、汤泉
池、观音山)四大景区及旅游节点村为“点”，着力
打造一批特色产业村、高效农业村、休闲旅游村、
生态文明村。以省道和旅游主干道、县乡道路、
大小河流为线，实施廊道绿化、堤岸美化工程。
在全县所有村庄实施以“三清”(清洁家园、清洁
水源、清洁田园)，“五化”(绿化、美化、净化、硬化、
亮化)，“五改”(改水、改厨、改排、改厕、改圈)和

“二处理”(垃圾处理、污水处理)为主要内容的环
境卫生综合整治。

有2000多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商城县，山是
绿的，水是青的，想想吧，山水间的村庄、社区经过
改造和美化，将是怎样一幅画卷？以环境为资源发
展农家游、休闲游、民俗游、山水游，发挥生态农业
优势搞家庭农场和农业龙头企业，创造生态、绿色、
有机食品品牌，乡村就有了产业支撑，加上现代化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这里的农村又会是什么
样子？岂止是“大公园”，简直就是“伊甸园”！

词条2：“四大难题”及其破解方法
钱从哪里来、垃圾哪里去、环境怎么保、习

惯怎么改，这是商城县“美丽乡村”建设中面临
的“四大难题”。该县用一系列办法，将其一一
破解。

“钱从哪里来”？破解方法如下：
统筹国家投资、民间资本和市场运作，即通

过财政奖补、能人捐资、群众自筹、项目带动等多
种方式筹措资金，用于村组道路整修、沟塘堰渠
清理和村庄环境的绿化、美化、亮化。县级财政
每年拿出 1000 万元资金，补贴全县所有行政村
和居委会环卫经费各 1万元，其余用于对美丽乡
村建设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垃圾哪里去”？破解方法如下：
全县各行政村和居委会均配备2名以上专职

保洁人员，着装上岗，并有垃圾运输车。各村根据
需要建垃圾池、垃圾屋，在公共场所摆放垃圾桶。

“环境怎么保”？破解方法如下：
组织全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党

员、群众代表进村入户开展大清扫活动，在全县

上下形成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
“习惯怎么改”？破解方法如下：
各村成立环境卫生监督组，制定洁净居室、

美丽庭院、生态村庄评比标准，定期开展“清洁
农户、文明家庭”评选，每年在全县范围内表彰
100 个文明家庭、100 名文明公民。

词条3：牛鼻子
“牛鼻子”，是一个比喻性说法。在政治语

境中，通常喻指具有全局意义的抓手。商城县
县委书记李高岭在谈到“美丽乡村”建设时，多
次使用这个词。他的核心观点是：“美丽乡村”
建设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牛鼻
子”。对此，他有如下表述：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
促进了农村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实现了经

济发展；
促进了农民生活环境治理，实现了环境优美；
促进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实现了乡风文明；
促进了干群关系融洽，凝聚了人心，实现了

管理民主；
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了生活低碳；
促进了城乡一体化进程，让农民享有与城

镇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有助于化
解矛盾，实现社会和谐。

经济发展、环境优美、乡风文明、管理民主、
生活低碳、社会和谐，正是该县“美丽乡村”建设规
划中提出的六大目标。

面对记者的采访，李高岭的表情像思想者
那样深刻。他像一位老练的“牛倌”，跟我们描述
农村这头“牛”：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
到了必须转变的时候；农村脏乱差的生活环境，
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信仰缺失、道德缺失、诚信
缺失、文化缺失、金融缺失等等，农村的“十大缺
失”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他们正是以“美丽
乡村”建设为抓手，谋划城乡一体化这篇大文
章。先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入手，促使基层干
部到村组去发动群众、融入群众，主动为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增强基层党支部凝聚力；同时，通
过抓产业规划、文化发展、道德教育、公共服务
等，农村这头“牛”就被牵起来了。

商城县“美丽乡村”辞典

1. 在城镇化的脚步面前
城镇化的脚步，像推土机一样隆隆向前。
乡村在后退。村庄在消失。它总有退无可

退的时候。家山还在，田园还在，乡村的魂魄还
在，广袤的区域，广大的人口，深厚的文化根脉，
割舍不了的乡愁，就凭这些，乡村就不该被“消
灭”、也是“消灭”不了的。

然而，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现实：一方面是
城镇化脚步的进逼，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的外
流，农村正在被挤压、被掏空，村庄正在污水、粪
便、垃圾和贫穷的围困中一步一步走向破败。

难道这是乡村的宿命？不！
到商城来，看看“美丽乡村”，听听他们关于

城乡一体化的构想和实践，你会对乡村的未来
充满信心。许多时候，出路是基层干部群众自
己趟出来的。

2. 给俺一个回得去的“家”
许多城市人，都曾是乡村的逃离者：当年通

过考学、参军、打工……迫不及待地走出乡村。
然而，夜半梦回，他们的魂儿依然在村头、田野、宅
院，在池塘边、小河旁、老树下，在庄稼地里，在故
乡的天空下，跟猫啊狗啊小鸟啊一起，奔跑着，蹦

跳着，嬉笑着，飞翔着。这，就是乡愁！
如今，当人们怀着乡愁还乡的时候，突然发

现，故乡没了。即使那个念念不忘的村庄还在，也
只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像知了壳儿一样挂在那里，
循着记忆中的地图，肯定是找不到“家”的。弄不
好，连这样一个变形了的“家”都没有了——也许
一夜之间，故乡的村庄就像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
多”，被风吹走了。

怀着这样的心境走在商城的“美丽乡村”，
突然羡慕得想哭：这里的人是有福的，山还在，水
还在，池塘还在，村庄还在，狗和鸡鸭还在，童年
的记忆还在。一言以蔽之：“家”还在。“家”不仅

“在”着，而且就像茂盛的树木和茁壮的庄稼那
样，在蓝天之下、大地之上，生长着，美好着。

他们，怎么就做到了这一切呢？

3. “美丽乡村”是个动宾词组
在商城，“美丽”是一个动词。在这个词的

背后，有无数双勤劳的手和无数颗智慧的心，在
动，在动。

在商城，“美丽乡村”是个动宾词组，它的意
思是：通过一种叫做“美丽”的行动，去打造符合关
于“家”的定义、可以诗意地栖居的乡村……○5

一些思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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