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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峰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
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一片
高粱，十里荷塘，十里果香……”这首歌词中描写村庄
的美好场景，我在谷庄看到了。

谷庄，是新蔡县余店镇的一个小村庄，虽然名不
见经传，看后却让人大开眼界：已由普普通通的中原
小乡村，变成了生态示范村、生态旅游村。

我到谷庄的那天天气晴好，在蓝天白云的映衬
下，大片种植园被映衬得诗情画意。

走近珍禽养殖园，未进园门，就远远地听到“咯
咯”“嘎嘎”“咩咩”的叫声，好似一支田园交响曲中的
动物交响乐章。我们隔着网，就可观赏到园内养殖的
多种珍禽，包括珍珠鸡、芦花鸡、火鸡、孔雀、梅花鹿、
亚洲驴、鸵鸟等十余种。

正在养殖园忙碌的一位叫王金山的师傅，兴致勃
勃地告诉我们，他是本地村民，在养殖园当技术员。
这里原来是一个普通的村庄，秸秆到处堆放，生活垃
圾、动物粪便随处可见。现在好了，他们做饭用的是
沼气，夏季麦秸秆、秋季玉米秆都在收割完毕后直接
被帮扶公司拉走，进行工业化处理。

今年 57岁的李花萍，土生土长的谷庄人，现在是
大棚种植员，除去食宿，每月能拿到 2500 多元的工

资。目前，她还清了家里的债务，建起了楼房，买上了
小轿车，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幸福路。

我在驻新公路大宋庄园区现场看到，5个巨大的
白色顶部的循环处理设备厌氧罐，立在绿色的原野上
很是醒目。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这样的智慧农
业综合体，新蔡县已经建成 5个，惠及全县近 40%的
乡村。

农村人都知道，要是村里哪家农户饲养几十头
猪，或者饲养鸡、鸭、鹅数量达到几十只的，其产生的
气味会殃及整个村庄甚至邻村。在谷庄园区，走进一
个处理生猪粪便等污染物的车间，我没有闻到任何腐
臭的气味。我抓起一把已经处理过的有机肥闻了闻，
没有刺鼻味道。工作人员王军英说，这是处理好的发
酵有机肥，会运到菜地、庄稼地里。我半开玩笑地说：

“这有机肥要是拿回家养花，不会生虫子吧？”王军英
却认真地说：“不会，要不你试试？”

目前，这个村的住户都会自觉地处理家里废弃物，
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解决秸秆焚烧对空气的污染，减
少化肥使用，改良土壤结构。附近村的农村生产条件、
生活环境，随着循环农业在当地的推广应用，生态好
了，环境美了，村庄整洁了，农民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了，变得越来越宜居了。

从谷庄出来，我呼吸着田野里的新鲜空气，心情
特别舒畅。6

□胡建武

我迷恋栾川县庙子镇庄子村的风景。
走在村庄里，一条洪洛河贯穿其间，两岸农家

商户鳞次栉比，疏落有致，竹林绿树掩映婆娑，花
团锦簇散布其间，如同市井俨然的《清明上河
图》。长夏周末，红男绿女来此避暑，飘逸洒脱，悠
然自得，活生生的一幅《虢国夫人春游图》。各处
景区曲径通幽，碧水“通天”，鸟鸣天籁，萦绕耳畔；
仰观俯视，山石、古树、老藤、野花、碧水，趣味盎
然。大自然对庄子村的眷顾，何止是一幅《十八神
仙卷》所能形容？

庄子村无疑是闲适的，用传统文人表达闲适
题材的著名长卷来比拟村子，一点儿也不过分。
庄子村被三个景区环抱，哪怕你用最笨拙的拍摄
技巧，随便找个角度，也能拍出一张张美图，一起
出游的友人，忍不住举起相机“咔嚓”“咔嚓”。

能把乡村旅游做得这么火，庄子村人无疑是
勤劳智慧的。随便一处农家宾馆，门前庭院有花
有树，公共空间有动有静，室内有字有画，架上有
书有茶。

我住的农家宾馆管理人叫朱淘利，他是栾川
县农家宾馆经营的示范户。20世纪 90年代，他在
外面打工，听说家乡开发旅游，立马返乡。先是买
辆面包车跑运输，后来在自家土屋的6间房里办起
了“农家乐”。因为诚实守信，成为庄子村里旅行
社发团必选合作户，当年就赚了8000多元。

尝到甜头后，他不再满足于“农家乐”，于是发
动村里的年轻人扒旧房建新房，把普通间改标准
间，小房间改大房间，小窗户变落地窗，建起村里
第一批“农家宾馆”。县里建设“全景栾川”，他又
不“安生”了，和村里年轻人一起到四川、浙江学习
乡村旅游经营。

一石激起一汪水，一人带动一个村。如今的
庄子村由过去的一个穷山村，成为一个特色旅游
专业村，在全市第一批创建 3A级乡村旅游景区，
实现了景区化管理村庄。

每次到庄子村，我都由衷地感叹村子发生的
变化。庄子村变美了：水更清，山更绿，花更艳，人
更亲。守青山，护绿水，良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生
活美；庄子村变富了：青山绿水在流金淌银，在帮
助老乡奔小康。6

□张晓林

我对村庄固有的概念，在中牟县刘集镇，“哗
啦”一下子被颠覆了。

在我的记忆中，村庄远看应该是一片掩映在
绿树浓荫中的青堂瓦舍，有缕缕炊烟袅袅升腾；近
看则有鸡犬相逐，有老汉蹲在门槛上抽烟或在村
头的饭场上讲古，有小儿在一旁嬉戏。一直以来，
我脑海中的村庄就是这个样子的。

走进刘集镇，我才知道，我对当今村庄的认识
已远远落后于村庄的变化了。在这里，既看不到
炊烟袅袅，也看不到鸡犬相逐，所看到的是宽阔明
净的街道，是一栋栋的高楼大厦，几乎和城市没有
什么区别。

我们一行在一栋三十几层的大楼前停了下
来，我拍了几幅刘集镇的照片，发到了微信上。刘
集镇原来有 18个村庄，现在都迁到了这里，这栋
高楼里，住的都是18个村庄的村民。

这栋大楼的第一层，是刘集镇的惠民百事通，
把传统的办事方式与互联网融合了起来，18个村
庄全都进入了信息时代。

楼上还有各种活动室。我走进的第一个是手
工艺活动室里，里面有很多老人，他们在认真地学
习扎绢制品的折扇，很是投入，一个花白头发的老
太太对着自己的作品满意地笑了，脸上漾满幸福。

书画室的门口，张贴着学员的书画作品。我
发现这些画都很有意思，花鸟也好，山水也罢，甚
至连小麻雀的轻盈、大冬瓜的夸张及鸭子的笨拙，
都无一不充满了童趣。

村庄里的人大都喜欢聚群，我出生于农村，对
这一点印象很深。刘集镇将这一村庄文化现象保
留了下来，只是作了演变，村民们聚在一起，谈的是
文化，听的是各类知识讲座，所交流的是各自学习的
心得。所有的这一切，都推进了村庄文明的发展。

这里还建有方特和乐园，可以见识世界各地
的自然奇观和文化现象，譬如亚马孙河的美丽、凯
旋门的壮观等。

刘集镇的村庄，是中国村庄的又一典范。
村里设施的现代化实现了，村民美好居住的

梦想实现了，乡愁依然还在，都被刘集以另一种形
式保留下来了。6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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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春娜

立秋前后，几场雨陆续而至。晨起时的风便有了些凉
意，习习而来，清爽而惬意。

许多人趁着周末，在幽幽山林体验民居的清雅，在硕
果累累的果园享受采摘的乐趣，在古朴的农家品尝乡土美
味……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入推进，我省许多小
村庄都在悄然发生着巨变。

8月 13日，记者驱车前往三门峡陕州区菜园乡桥凹村。
一路上风景甚好，道路宽阔，路边错落的民居点缀在田野里，
行至果树越来越多的时候，就看到了果农王百巷的种植基
地。

刚进园子，就听到一阵欢快的笑声，原来是早熟苹果丰
收了。工人正在将刚采摘下来的苹果进行测量、分拣、包装
上车。

“这是今年的早熟品种华硕，几乎每个苹果的果径都在
80mm以上，一个果子超过650克的也不在少数。”王百巷高兴
地说，这些苹果每公斤10元，已经被南方一家公司“包圆”了。

这里海拔800多米，空气清新，阳光充足。走进果园，青
红、油亮的苹果错落有致地挂在枝头，从树间穿过，
一阵阵果香“袭击”着人的嗅觉，让人忍不住摘
下一个尝尝。

正在摘苹果的李大姐递过来一个苹
果，笑着说：“我们的苹果养分足、阳光
足，非常甜。”她是本村人，土地流转出去
后，除了每年的租金，她在这里管理果
园还有工资，日子像这苹果一样，越来
越红火。

村里 2010年成立合作社，流转了 3
个村的土地，王百巷的果园面积达 850
亩，人工基本上都是乡亲，这样既能解决
劳动力问题，也能带动村民一起致富。

今年他种植早熟的华硕品种约有 100多

亩，还有 100多亩在中秋节和国庆节前后成熟，其余的属于
晚熟品种。“这样种植的好处就是从立秋到冬季都能采摘苹
果。”为此，他计划明年开展“农业+旅游”的发展模式，利用
三门峡的旅游资源，打造田园农旅产业。“欢迎你明年再来我
们村看看，肯定比现在更美丽！”

眼下，位于太行山的卫辉市小店河村成了热门旅游地。
这里保存着豫北地区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清代民居建筑群，
规制恢宏，错落有致。早在2012年，这个小村庄就被评为第
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当地利用文化遗产，挖掘经济价值，发
展传统特色产业和旅游，不仅有效保护了这些民居，也为居
民带来了创收，使得这些古村落重新焕发生机。

村庄四周绿树环绕，沧河在村边静静流淌，自然清新，引
来很多人参观、游览。上周末，初中二年级的李渡随妈妈趁
着周末也来游玩。

“走进树林掩映的这片古村落，沿着曲折的街巷，脚下的
石头咚咚作响，很是幽静。”他说，在城市里看那些高大的建
筑，对于书本上讲的“庭院深深”没有多少感觉，来到这里，看
到了百年前的建筑，对中国的古建筑和传统民居有了更深的
了解。

作家冯骥才曾说，村落是我们最古老的生活
家园，它从最原始的聚落，在各地不同的山

水、自然环境以及风俗多样等情况下渐渐
发展，逐渐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村落，也
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缤纷多彩的民间文
化。这是我们国家重要的宝藏，重要
的文化遗产。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进乡村，感
受传统村落之美，寻找失落的乡愁。
如何让这些文化遗产“活”起来？在
保护的基础上加以有效利用，是最佳
方式之一。
“以前村庄里的一些房子都已面目

全非，很多人在对面建起了新村子，也有一

些去了城市。后来，政府开始保护这些房屋，修缮，开发旅
游，也在门口修了路，引来很多省内外的游客前来参观。”一
位村民说，旅游消费不但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也留住了他们
的乡愁。

当前，我省的乡村旅游市场日渐火爆，各地对如何建设
美丽乡村也正在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一些地方利用山
水做文章，一些地方文旅结合，还有一些则用独特的地理位
置和交通优势留住游客，乡村旅游的内容不断丰富，个性不
断凸显。

洛阳一位景区负责人刘海峰介绍，随着时代变迁，乡村
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如何让乡村更美好，需要因地制宜。过
去人们到村里赏花就是赏花，看水就是看水，吃饭就在农家
乐，这样的乡村旅游没有新意，村庄的发展也会同质化，令游
人“审美疲劳”。

“‘文旅农’融合发展是新路子，不仅是旅游市场的需
求，也为省内一些村庄的旅游发展提供新思路，发挥区位、
生态、农家及旅游资源优势，多元布局，走全域旅游发展新
路子。”刘海峰认为，这样有特色，也能留住游客，增加游客
的黏性。

在淮阳县，除了旅游观光胜地太昊陵，游客还可以去周
边几个村看怎样制作传统手工艺品——泥泥狗，给亲朋好友
带几个缝制的布老虎。以文化旅游带动特色产业发展，让乡
村脱贫致富，淮阳金庄是一个典型代表。

以前村庄里做泥泥狗的基本都是老年人，中年人在附近
的城镇拉活，年轻人不愿意回来，贫困户也较多。后来村里
成立合作社，将泥泥狗这项民间艺术发展成了产业，吸引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如今，这些泥泥狗不但在省内售卖，
也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并带动周边几个村一起发展产
业，成为一张色彩艳丽又独具特色的文化名片。

从改革开放至今，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进
城打工到回乡创业，从村头大喇叭、固定电话到如今的 4G
手机，从两轮自行车到四轮小汽车，村口的泥泞小道也变
成了柏油大道，小洋楼上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好日子

就在眼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让农业更
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在发展中不断寻求更好的依托产业，广袤田野正升腾起
新的希望。

云台山镇岸上乡古洞窑村依山傍水，美丽的自然风景吸
引着八方来客。为了提高农家乐的品位，为客人提供更好的
体验，许多村民请来设计师，将自家的院子改成不同风格的
民宿。住在这里，远可眺山峦叠翠，近可赏树影婆娑，成为云
台山脚下的一道风景，每逢节假日更是一房难求。

一家民宿的前台服务员小丽说：“以前外出打工，除去生
活费，也没剩下多少，还没有办法照顾老人和孩子。如今，在
家门口上班，不比外面挣得少。”她说，这几年村里依靠旅游
业发展得很好，很多人都回来从事与旅游相关的产业，“我们
既要美丽乡村，也要幸福生活。”

池塘吞落日，山坳送清风。汽车行驶在宽阔的乡村道路
上，高远的白云，碧绿的树木，规范的种植基地生机勃勃，一
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向我们徐徐展开。2

美丽乡村我的家美丽乡村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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