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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春娜

古朴的院门，篱笆围着些许花草，门口的小路用石子或者红砖

铺就。院里的柿子树树叶已经掉光，红彤彤的柿子挂在上面，几只

野猫在院墙上嬉戏。几位系着围裙的农家大姐开始忙着整理院

落，摆放桌椅板凳，等着游客的到来。

近些年，以经营农家乐为主的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一种旅游业

态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里的人们到农村吃农家

菜、住农家屋，体验农家生活，享受寻常农家院落的宁静温馨，已经

成为一种生活休闲方式。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乡村旅游，是实

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之一。在中原大地上，乡村旅游已逐渐成为推

动农民就业增收、农村经济发展、贫困人口脱贫的一种力量。绿水青

山，不但富了村民的腰包，也燃起了创造美好生活的新希望。2

如果有一种生活能远离都市的喧嚣，返璞
归真，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达到“诗和远方”的
目标，大抵就在美丽的乡村吧。

青瓦白墙的新房，周围堆着柴火垛；篱笆上
挂着冬季新增的菜品，院里整齐地摆放着餐桌
坐椅；几只散养的鸡在冬日的暖阳里悠闲地踱
着步，不停地在菜地里寻找虫子……这是12月
5日，记者在距离灵宝市城区三公里处的一个农
家乐院落看到的情景。小院门前干净整洁，一

条大路向外延伸，连着村庄，也连着外面
的世界。

“现在是冬季，生意不算太
忙。其他季节，尤其是周末，
忙得不可开交。”老板乔新
生说。

这里是尹庄镇唐
窑村，位于大山原山
脚下。乔新生之前
是一位老师，心中一
直有着“农业梦”，
于是，在家人的支
持下开始种植核桃
树、养鸡。为了打
出品牌、提高销量，
就在山脚下靠大路
的地方开办了农家
乐。
“我最初只是想吸

引人们来买山货和鸡蛋，
没想到这个农家乐火了。”

乔新生开心地笑着说，随着人
们对田园生活的渴望，来这里的

游客越来越多，农家乐生意一天比一
天好。
随着客流量的增加，乔新生的农家乐规模

也比以前大得多。“旺季时得请十几个乡亲帮
忙，鸡、猪都是山上散养的，蔬菜也是这后面的
地里种的。”乔新生的妻子说，“来这里吃饭都是
冲着环境好，饭菜可口来的。假期或者周末，这
院里的孩子也特别多。”

为此，他们去年5月又增加了一个乡村图
书馆。于是，这个农家小院更热闹了。

一位老人告诉记者，村里 65岁以上的老
人每年免费在小院里过生日。对此，乔新生
说：“乡村旅游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我们不能
忘了乡亲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让大伙儿乐
和起来。”

在旅游业蒸蒸日上的今天，努力发展乡村
旅游业，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解决群众就业，
实现脱贫，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把优
秀的乡村文化展现出来，传承下去。

我省这几年的旅游扶贫政策越来越好，为
村民搭建起了一条旅游脱贫之路，让他们得以
融入旅游经营，分享旅游发展成果。

迎着渐渐升高的太阳，午饭时间到了，院门
口的车也多了起来。几间明亮的瓦房里传出欢
快的音乐声，一首《好日子》在农家小院的上空
飞扬。

经过多年的努力，乡村旅游目前已经成为全
省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个月，全省乡村旅游提升和旅游扶贫工作
推进会议在信阳新县举行，这是我省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实际行动，会议对全省乡村旅游
发展及扶贫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推广，并对下一步
工作进行了部署。

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省蓬勃
兴起的农家乐，也正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新需求。

从农家菜到生态院，郑州市周边已有多个“农
家乐+”，也就是集吃、游、玩于一体的生态小院。
在经营者马奎看来，乡野带给人的审美体验本身
就是一种财富，作为运营者，当务之急就是把“田
野风光”的附加值做到最大。“美丽的家乡，是所有
游子们的牵挂，将农家乐扩大规模，增加休闲项
目，不仅让游客体验农家生活，还能体验各地的文
化特色，这将是农家乐的升级版，也是今后农家乐
的一个发展方向。”马奎说。

2015年，他在中牟县李湖桥村租了50多亩
地，从最初只提供特色家乡菜的农家乐，变成了
如今的原生态小院，不仅建设了休闲、垂钓、烧烤
区，还配备了采摘、亲子运动场所。“现在政府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政策、资金‘双支持’，这往后的
生意会越来越好。”他告诉记者。

业内人士认为，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
高，到乡村休闲旅游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而贫困
人口所处的地区大多是原生态，自然旅游资源丰
富，旅游开发潜力巨大。这是旅游扶贫得以实施
的前提。

《河南省“十三五”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明确
提出，“十三五”期间力争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
80万人脱贫。

《河南省乡村旅游扶贫三年行动计划》中也
提出，从2017年到2019年底，全省100个
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年旅游经营收入达
到100万元，从事乡村旅游业的贫困
人口年人均收入达1万元以上。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确保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
贫、真脱贫”。为帮助有旅游资源
地区贫困人口脱贫，我省旅游系统
共结对帮扶贫困村1120多个，使
许多贫困村、贫困户通过乡村旅游
实现脱贫致富，创造了旅游脱贫的

“河南经验”。事实证明，“旅游+扶
贫”，能奏出幸福生活的乐章。

如今，旅游脱贫经验还在全省继续推
广，走上致富道路的群众越来越多。卢氏县一
位农家乐经营者感慨地对记者说：“我从经营一
家小小的家庭式农家乐到现在的星级农家乐，这
一路走来，都离不开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在
县城买了房子，儿子娶了媳妇，也买了一辆货运
车。这日子，是越过越舒心啊。”

农家乐虽小，却日趋成为乡村旅游的一张靓
丽名片。

根据今年网络发布的《2017中国旅游者
意愿调查报告》显示，国人消费升级，旅游超过
购房买车等成为消费的首选，98%的受访者都
有出游意愿。五成以上的人计划全年旅游
花费在年收入的10%以上。

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人们对美好
生活更高的期盼。

乡村游、农家乐发展到今天，渐
渐有些游客发现，很多地方大同小
异，微信朋友圈中也不乏乡村游

“除了吃住外，缺乏特点”的抱怨。
其实，一些农家乐之所

以红火，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地
域文化所形成的差异化。如
三门峡市的地坑院，不但能尝
到豫陕晋三地的特色美食，还
能体验“只闻人言笑语，不见村
舍房屋”的居住环境；走进信阳市
平桥区郝堂村，山清水秀，一派水
乡风光；位于洛阳市栾川白云山附近
的农家乐，利用地理优势打造“人间仙
境”，登云巅，雄踞千里伏牛之上，眺远方，
饱览五岳险秀奇观……

林州市地处太行大峡谷，清晨山谷云雾升
腾，一轮红日磅礴而出，景色美不胜收，每年都
吸引大批游客、画家前来观光、写生。位于城
郊乡的庙荒村，每年都有很多学生来这里写
生，吃住都在农家。时间长了，村民们的收入
提高，生活改善了，多数户家还着意提高小院
的环境和居住质量，耳濡目染，村里的大爷大
妈也能拿起画笔临摹填色，画几笔油画，成了
当地的一大特色景观。

在城市中追寻梦想，在
乡村里安放情怀。乡村

旅游为美好生活赋
予了内涵，增加
了温度，带来
了乐趣。

专家认
为，作为华
夏文化的
重要发源
地 ，河 南
不但自然
生 态 资 源
丰富，历史
文化积淀深

厚，而且大别
山的革命文化，

红旗渠精神、焦裕
禄精神等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也丰富多彩。因地制宜
地发展各地的乡村旅游，把文化特色融入其
中，有利于提升乡村旅游的发展层次，也有利
于坚定群众的文化自信。

周末，不妨与山水为邻，和鱼鸟相伴，去
农家乐吃一餐农家菜，享受一次乡村旅游的
冬日之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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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文化——
栾川县三川镇祖师庙村

对村里的 24 个院落进行个

性化打造，从立春到大寒，不同季

节有不同的院落风景，让人耳目

一新。

北方“地下四合院”——
三门峡陕州区张汴乡北营村

极具特色的地下古民居建

筑，被誉为“地平线下古村落，民

居史上活化石”。进入村内，只闻

人言笑语，鸡鸣犬吠，却不见村舍

房屋。

原汁原味原生态——
林州市城郊乡庙荒村

背靠着秀美的林虑山，缠绕

着淙淙的红旗渠，原生态的大皂

角树、大石头以及淳朴的村民和

可口的饭菜。

赏银杏 览盛景——
洛阳嵩县白云山

白云山千年银杏林涵盖景区

五马寺、白河镇云岩寺以及车村镇

一带，树龄最大约2800年。成片的

银杏树宛若油画一般，令游人沉醉

其中，流连忘返。6
（本报综合）

□杨清顺

每年的这个时候，是吃藕的
最佳时节。望着餐桌上的藕片，
不禁想起了今年立秋前，我们一
行9人慕名到濮阳市范县陈庄万
亩荷花塘的事情。

陈庄镇位于范县新区东南
12 公里处，南临黄河，地处背河
洼地。

2008 年，该镇因地制宜，种
植莲藕。2009 年，成立范县黄
河藕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于
国家商标局注册“黄河之莲”商
标。后陆续发展荷塘面积达万
余亩，成为黄河以北最大莲藕
种植基地。

现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
日荷花别样红”已经不专属杭州
西湖了。每年夏季，四方游客慕
名而至，享受万亩荷塘的别样风
采。

那天中午，我们就在陈庄一
家农家乐就餐，大快朵颐品尝绿
色食品。据园主介绍，2015 年，
他 投 资 了 100 多 万 元 承 包 了
1000亩荷塘，成立了“莲、藕、鳝、
鳅、蟹、小龙虾共作”规模种植合
作社，凡流转进合作社的土地，
合作社每年每亩补偿1000元，流
转了土地的农民还可以到合作
社打工。

园主一年光付给农民打工
的劳务费就达35万元，除去土地
流转金、基础设施等开支。2016
年，稳赚百十万。说到高兴处，他
露出一脸的灿烂。

这不就是典型的新型农民
吗？可见，要脱贫致富，农家生态
院加上规模种植，不啻是一种有
益的致富模式。

“明年荷花再开时，欢迎你们
再来游玩。”临走时，他高兴地对
我们说。6

中原荷乡
生态陈庄

乡村旅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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