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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园里的花田

专家点评

□本报记者 刘红涛 张海涛

一个小山村，28户人家，没有一个像样的砖
房，出村道路只能勉强容下一辆拖拉机通过……

日均游客3000多，常有人发出感叹：在这
里看见了山，望见了水，留住了乡愁……

这就是三门峡市卢氏县官道口镇新坪村河
沟组的“蝶变”。随着豫西百草园景区进驻对其
进行改造修缮，昔日闭塞落后的山村，如今游人
如织。

修旧如旧 盛放住乡愁
“现在虽然还没有彻底改造完，但每天都有

许多人来参观。看到村里变化这么大，做梦也
不敢想。”7月8日，新坪村河沟组组长陈万茹看
到自家房子不断发出感慨：“要不是景区来开
发，再过十年二十年，这里房屋塌的塌，倒的倒，
村子也就不存在了。”

河沟组 28户，贫困户 4户，全村都是上世
纪的土坯房，破破烂烂、残垣断壁，村民生活出
行举步维艰。

今年，村子所处的豫西大峡谷景区开发百
草园项目，河沟组因此而变。村里土地、房屋入
股景区，村民进行易地搬迁。景区对28个民居
院子全部进行改造，开设养生茶坊、乡村老物件
淘宝屋、酒坊、磨坊、豆腐坊，做到“一院一品”，
打造以“年代故事”为主题的民俗园。

“每个材料都要与乡村配套，让乡村建设更
有老家古村的味道。”负责改造的工程师王再功
介绍，老房屋实施维修、加固、粉刷等工程，一个
院落工期要20多天，投资超过10万元。

修缮改造中本着修旧如旧原则，老旧破房
改造成别具特色的民居，小山村散发出浓浓的
乡情。

修建的演艺广场有杂货铺、清风亭、葡萄藤
架，可以开展推铁环、推磨盘等传统活动，让人
回忆童年趣事，体验劳动的乐趣。

从破破烂烂的危房到修旧如旧的老房，河
沟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家变美了，老家
变得有味道了。

青山绿水 焕发出生机
“当初来卢氏，看到这里环境优美，村民却

贫困潦倒，种地望天收，靠卖野生花菇挣个闲
钱，秤还高高的，一个劲儿装。”郑州市公共交通
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巴振东回忆，加之砍树
等破坏生态行为较多，当时就下定决心，要保护
好这片青山绿水，发展旅游业带动村民脱贫。

大峡谷发展带动了这个小山村发展。景区
负责人介绍，村民从破旧危房搬出来，发展餐
饮、住宿。吃景区饭、吃旅游饭已经让新坪村慢
慢富起来。“现在是家家户户住上新房，买起小
轿车。”

“景区依托青山绿水发展旅游，我们要保护
好这片山水。”景区内湖水淙淙，60多岁的老支
书杨玉波在湖边边走边说，现在村民环保意识
也提高了，村里再也没人去砍树了。

富起来的村民，如今又流转土地给百草园
景区。景区利用流转土地种植油用牡丹、芍药、
金银花、连翘等中药材，栽植大樱桃、山楂、李子
等果树和欧洲红栎、七叶树、美国红枫等彩叶观
赏树，打造中药材核心观赏区、薰衣草观赏区、
紫薇园观赏区、鲁冰花观赏区，形成了春有樱
桃、夏有苹果、秋有石榴、冬有红果四季飘香的
百果园和彩叶观赏区。

如今，漫步百草园，色彩斑斓、花香四溢，一
幅田园美景在小山村里徐徐展现出来。

脱贫攻坚 国企如何作为
——来自卢氏豫西大峡谷的调查

□本报记者 张海涛 刘红涛

一场伟大的脱贫攻坚战

役，正在改变我们的时代。国

企，“企”前有“国”，社会责任在

肩，于这场战役中当如何作为？

从闭塞贫困到活力充盈，

卢氏县官道口镇新坪村勾勒出

令人振奋的贫困村发展曲线。

探究其成长密码，记者发现，

在此投资的郑州市公共交通

总公司不忘初心，以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常年深耕这片土地，

不仅带动贫困村民持续增收

致富，还成功激活了山乡的内

生动力，描绘出国企扶贫的精

彩样本。

留住乡愁
留住根

改造前的老房子

美丽乡村游人如织 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老房子改成的村党支部

□廖富洲

精准脱贫是我省当前的中心任务，怎样精准地

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

键。卢氏县新坪村通过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开

发当地旅游资源而加快发展的事例再次说明，依托

贫困乡村具有比较优势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发挥景区辐射带动作用，助力农户脱贫致富，

是精准脱贫的重要途径。

旅游业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产业，关联度高、

涉及面广、带动性强，是最具活力的新兴产业之一，

对于扩大就业、促进群众增收、改善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推动经济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很多贫困乡村像新坪村一样，虽然闭塞落后，

经济基础薄弱，农民收入低，生存条件艰难，但是

也有“富饶”的一面：原始的自然风貌大多保存完

好，资源和环境没有被破坏性开发，青山如黛，碧

水长流，发展乡村旅游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如果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企业

或社会力量能够像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这样，

充分挖掘贫困乡村的发展潜力，发挥比较优势，开

发当地资源，培育和壮大特色扶贫产业，不仅可以

切实带动越来越多的贫困农民参与其中，脱贫致

富，激发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引导他们

走上良性发展之路，而且也彰显了国有企业在脱

贫攻坚中的社会责任担当，也能够获得越来越显

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一步夯实企业可持

续发展的牢固基础。

（作者系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扶贫也是扶自己

美丽样本

聚焦

进山记 不算小账算大账

卢氏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八山一水一分
田”是卢氏县自然状况的写照，也揭示出其面
临的发展之困：山区面积大，生存条件艰难，
经济基础薄弱。

官道口镇新坪村是卢氏县贫困村的典
型，这里地处三县交界，长期处于闭塞落后状
态。全村329户人家，分为 10个村民组，散
居在12平方公里的沟沟岔岔中，贫困户多达
74户。

“村里只有两座砖砌房，其余都是土坯
房，贫困户缺油少盐。”7月8日，回忆起过去
的穷日子，村支书鲁彦玲记忆犹新。农业以
小麦、玉米种植为主，无其他产业，村集体收
入一片空白。村民思想视野受限，外出务工
的很少。

新坪村虽然非常贫困，但也有“富饶”的
一面：青山如黛，碧水长流，发展旅游业条件
得天独厚。

许多村民清楚地记得，变化是从2003年
开始的。

“青山绿水打动了我们，村里的贫困状况

更‘打动’了我们。”2003年，郑州市公共交通
总公司受邀来新坪村考察，党委书记、总经理
巴振东对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此外，当时新坪一些村民为了生计已在
破坏生态，这也让巴振东等颇感痛心。

公交与市井巷陌的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始终践行“线路有终
点，服务无止境”的理念，换来群众满意口碑，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已融入企业血脉。

投资新坪村的决定，让这份社会责任感
从郑州又延伸到伏牛山中。公司要利用当地
天然河道，发展漂流项目，打造“豫西大峡谷”
景区。

这也是一举多赢的投资：郑州市公共交
通总公司此前也有旅行社等旅游项目，在此
投资可以进一步拓展业务，乡村旅游项目不
同于种植、养殖项目，稳定性可持续性更强，
能更好地实现保生态富乡村的目的。

在市场上纵横捭阖须遵从资本逻辑，但
进山扎根，仅仅如此显然不够。

在豫西大峡谷景区负责人田伟眼中，公司

的“国企基因”是鲜明特征。“国企必须有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也只有帮助村民实现脱贫致富，与
村庄共生共荣，才能有长远发展的沃土。”

在新坪村的核心景区，如今一座污水处
理厂每天运转，将村中的污水收集处理，确保
群山间清水长流。

这是豫西大峡谷景区夯实新坪村基础设
施的一个缩影。

公司捐赠累计超过300万元，村中的饮
水管道、护村路坝、路灯等先后“上岗”，村庄
面貌一新。

此外，公司还连续多年出资为新坪村村民
缴纳新农保，设立“勤学有为”奖学金，其中一
本以上的大学新生能领到万元奖学金。一些
普通岗位，优先招聘新坪村的贫困户。土地流
转费用也高于当地群众之间流转的标准。

多年来，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没有把
豫西大峡谷视为赢利点，旅游收入几乎全用
于景区发展与当地民生投入。不算小账算大
账，也让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深深植根于
这片土地，夯实了发展之基。

富山记 不忘初心谋带动

胡随玲是新坪村河沟组的贫困户，过去
守着几亩薄田艰辛度日。

现在，表面上看起来胡随玲的日子还
和过去一样，平日里在河沟组的农田里辛
勤劳动。

但实际上生活已悄然改变，她成了拿“三
金”的农业工人：土地流转给景区有“租金”、
为景区干农活有“薪金”、房屋入股有“股金”。

胡随玲个人生活的变化离不开景区发展
的带动作用。

随着景区旅游业务的开展，村里的农家
乐等旅游服务业首先被带动起来。

7月7日是周五，下午陆续有客人光临曲
淑芳的农家乐，她也开启了自己的忙碌模式。

“俺家有15个房间提供住宿，加上餐饮，
现在一年挣个十几万元没问题。”曲淑芳忙里
偷闲接受记者的采访。

眼下，像这样的农家乐宾馆，村里已发展
70多家，村民纷纷盖起新楼房，开上了小轿
车。贫困户乔海平原来在曲淑芳的农家乐打

工，随着经验的积累，今年4月他自己独立门
户，也当上了农家乐老板。

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吃、住、行、游、购、
娱”上找到了脱贫致富的门路，好多外出打工
的年轻人也慢慢回归故乡。

但新坪村村民居住分散，很多贫困户
远离核心景区，带动效应随着距离的增加
而衰减。

前年，景区又做出被业内认为“不务正
业”的举动，决定开发特色农业项目——豫西
百草园，流转村中土地，种植中草药、花卉等。

方案刚刚提出，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总经理办公会上就响起了一些反对的声音，
担心这个项目的收益前景。

公司领导及时指出，不能忘了当初来新
坪投资的初衷，带动贫困地区发展与公司发
展是共赢关系，不能过于急功近利。

多年来，是否具有良好的带动作用、能否
实现贫困群众的持续增收，已成为大峡谷景
区实施项目的重要原则。

中草药市场波动小，亩均收益高，既能调
整当地农业结构，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又能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对贫困户具有长效
带动作用。

目前百草园已初具规模，流转河沟组、北
坪组农田1000多亩，荒僻的山沟成了花草的
海洋。

“家里土地全流转给了百草园，流转费有
四五千元，在百草园干活一年还能挣七八千
元。”胡随玲说。

目前村里有18户与百草园签订了劳动
合同，加上临时用工，在景区参加劳动的已达
100多人。

同时，景区致力于美丽乡村建设，将百草
园所在的河沟组28座几近废弃的农家院进
行改造，建设民俗文化村。屋主以房屋、宅基
地入股的形式和百草园紧密联系在一起。

此外，部分村民组搬出深山后，景区还
在新村旁建设了大型停车场，如今已带动发
展6家农家乐。

出“山”记 激活动能拔穷根

在新坪村南坪组的后山上，今年春上新
栽的桃树苗正在一点点长高，一片片田地充
满生机和希望。

“受景区百草园项目启发，我们村自己实
施了百果园项目，村民土地入股成立合作社，
还与专业老板合作经营。”鲁彦玲说。

仅仅靠帮扶不是长久之计，乡村脱贫人
的因素很重要，有了内生动力、造血功能，乡
村才能不断自我发展。

随着大峡谷景区的发展，世代闭塞的山
乡打开眼界，村民发展致富的劲头越来越足。

在村民陈万茹记忆里，过去农闲时人们
打牌喝酒，糟蹋钱还滋生坏风气。“现在情况
大变，旅游旺季忙旅游，旅游淡季外出打工做
生意，村里几乎看不见闲人。”

同时，豫西大峡谷景区在全力带动村民
致富的同时，还在“扶智”上积极作为，努力激
活乡村潜在动能。组织村民去外地学习参
观，邀请星级宾馆的工作人员来做有针对性

的辅导和培训，开展多种形式的精神文化活
动，让山村不断涌动起发展活力。

在大峡谷景区实施了百草园项目后，村
干部找到景区负责人，想利用村中另外的农
田，再上个百果园项目。

为帮助新坪村实现自我发展，景区就鼓
励百果园项目由村民自己干。

百果园现在有500多亩，计划在桃树上
嫁接多种水果，春夏秋三季有果，以采摘观光
园的形式运营。今后，将与景区的漂流项目、
百草园项目实现有机互补。

“百果园虽然能给群众带来收益，但只是
我们栽下的‘梧桐树’，要通过这棵‘梧桐树’
引来‘金凤凰’。”鲁彦玲说。

原来，村里还有更大的目标。百果园所
在的南坪村民组，有许多破旧民居。村里打
算利用这些院落，修旧如旧，通过百果园引来
游客，发展乡土味道浓郁的农家乐休闲服
务。村里已经组织群众到省内外多个知名乡

村学习。
老支书杨玉波说，过去村民靠山吃山，偷

伐林木的现象时有发生，不少人都受过处
罚。如今都已意识到良好的生态才是村里最
大的财富。

村头有一株百年核桃树，百果园规划的新
道路专门为它让路，守护好村庄的历史记忆。

新坪村村民的视野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让人刮目相看。如今的新坪村，发展活力处
处可见。昔日保守消极的村民，已经跳出了
闭塞的“大山”。

按照大峡谷景区的规划，未来将采用公
司+合作社的方式，将中草药面积增加到3万
亩，进一步拉长产业链，发展中草药深加工，
带动5000名以上农民致富。

81岁的村民代发有如今日子幸福，曾发
自肺腑地对前来视察的领导说：“俺们以后的
日子会更好！”

新坪，正在孕育新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