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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原阳县葛埠口乡娄村成为德孝示

范村。这是一个只有400多口人的小

村庄，基础设施差，人居环境也差。村

内污水横流，主街道布满了村民开荒

的菜园和各家各户的厕所，臭气熏

天。作为规划师下乡的试点村庄，去

年 7月，省国土资源调查规划院与河

南农业大学联合，着手研究编制村庄

规划。项目团队吃住在村庄，走村串

户，了解村民的愿望，寻找村庄发展的

优势和突破点。原来这个村曾经是唐

朝宰相娄师德的采邑地。该村指导专

家、河南农业大学栗滢超教授提出突

出党建和德孝、按照唐朝建筑风貌对

村庄进行改造的规划思路。这一思路

得到了村两委干部和村民的热烈支

持。如今，一进村口，就看到竖立着一

个巨大的党徽，党徽下面刻着“党建是

本，德孝是魂”。临村的墙上都彩绘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乡村振兴的目标和要求，以

及党建和德孝等方面的内容。村党支

部书记娄彦杰说：“规划师给村里找到

了灵魂。村庄如何规划、如何建设、如

何发展等都明确了。”曾经死气沉沉的

娄彩店村火了。目前，娄彩店村要建

设娄师德纪念馆，把村庄打造成全国

的德孝示范基地。还成立了农民专业

合作社，鼓励村民入股种植优质大米，

带领群众致富。

打造独具特色的乡村气质

曾经，一个濒临倒塌的小卖部，在

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新集村引起巨大

争议。主张推倒的说，这个小卖部早

就不经营了，也没什么价值；主张保留

的说，这是村里最早的一个小卖部，承

载着乡村记忆和历史。最终，这个小

卖部保留下来，用木料搭建外层将旧

小卖部保护起来。

根据这种思路和村庄规划，新集

村对村庄道路、旧房进行改造。

农村更像农村了：土路变成了石

铺地面，旧房用废砖进行了外墙包装，

坑塘长满了荷叶，塘边是废旧砖瓦垒

起的有装饰图案的背景墙……清水

墙、布瓦房、狗头门楼，一幅浓郁的豫

南农村特色景观。

农村也不像农村了：厕所都改成

水冲厕所，户户门前放了垃圾分类的

两个筐，村里建了垃圾分类中心……

新 集 村 党 支 部 副 书 记 吴 金 辉

说，对村里来说，啥叫乡愁？乡愁就

是那个小卖部，乡愁就是要保留乡

村文化和记忆。这样村庄美了，也

有独特的气质了，群众的幸福感都

提升了。

要颜值，更要气质。在村庄规划

的实践中，我省各地根据各自的资源

禀赋，八仙过海，做好乡村规划，努力

打造自己特色的乡村气质。

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村以“土”

兴村，用“土”元素构筑民居，还原原

始人的生活场景，让人穿越到 8000

年史前农耕时代，体验一次“原始

人”。这里因裴李岗文化而名扬海内

外，裴李岗遗址也因此成为我国 20

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借助乡

村规划的实施，裴李岗村按照“农业+

文化旅游”的形式，把文化、艺术和生

态田园的元素融入乡村发展，推进乡

村产业提升，打造具有吸引力的区域

特色品牌。

长垣县蒲西街道办事处米屯村以

“厨”旺村。这个村是著名的“厨师之

乡”，走出了三个国家级厨师、两个省

级厨师，现有登记在册三级以上厨师

108人。依托这一优势，村庄规划建

设了大师工坊。未来将邀请大师轮流

坐镇工坊，掌勺做菜，游客都能到此一

尝。同时，村里进行产业调整，要求各

家各户种植不上化肥、不打农药的有

机蔬菜，真正让大家品尝到绿色、好吃

的饭菜。

“乡村只有培育出独特的气质和

风格，既要面子又要里子，有自己独特

的泥土味道，才能真正实现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中原农村才会

越来越美丽，农民才会得到实实在在

的幸福感、获得感。”省自然资源厅厅

长张兴辽表示说。

乡村振兴“逆袭”之路

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所有的村

庄面临的机会是平等的。但是，也有

部分村庄将被拆迁撤并。嵩县黄庄乡

三合村就是这样一个面临选择向何处

去的村庄。

三合村地处河南省伏牛山深处，

风景秀丽，还有很多明清时期的古民

居。但是，由于这里山高沟深、偏远闭

塞，全村 416户有将近四分之一都是

贫困户。2016年，在外学美术的大学

生冯亚珂选择回乡创业，在三合村发

展绘画写生产业，为全村发生巨变种

下了“萌芽”。

2019 年，我省选派规划师下乡，

并启动“乡村规划、千村试点”工作，三

合村被列为试点村庄之一。洛阳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嵩县县委县政府抓

住这一大好机遇，遴选洛阳市规划建

筑设计研究院凌犀规划师团队编制村

庄规划。规划师入村近三个月，坚持

与村民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成为一名

地道的“三合村民”，当好村民意愿的

“代言人”。按照豫西民居风格，规划

师对村内所有的民居进行了统一规

划，修旧如旧，用旧砖、旧瓦、废石头、

旧磨盘等进行了加固、提升和装饰。

按照规划，村里设计出4条写生路线，

增添了30多个景观点，农民模特有了

舒适的“工作岗”，农家宾馆、农家乐饭

馆、织布房、豆腐坊等民俗体验店生意

越来越红火，仅 2019年就吸引了 5万

美术写生大军。村民从经济收入到精

神风貌都发生了巨变，村民人人都是

“规划师”，人人都是导游，靠劳动致富

成为新风尚。该村党支部书记武凇生

说：“规划师下乡帮我们找到了发展方

向，重塑了街道和建筑风格，改变了山

村面貌。”

其实，在全省，像三合村通过规划

“逆袭”振兴的村庄很多很多。对此，

洛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李松涛

说：“没有平凡的村庄，只有平庸的思

路。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独特气质’，

要用一双规划的慧眼，发现挖掘村庄

内在潜质，让村庄规划在乡村振兴的

广阔天地中发光发热。”他认为，未来

一个人改变一个村庄，甚至一个规划

改变一个村庄，这样的“逆袭”会越来

越多。

土楼“洋”起来了。睢县白庙乡土

楼村是一个普通的平原村庄，几乎没

有任何资源禀赋。通过规划和建设，

农家小院挂起来红灯笼，扎起了栅栏

和篱笆，鸡鸣、犬吠、青烟，自然风光和

乡村风味寄托着人们的思绪乡愁，也

激活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热情。如今，

32个农家小院被来自北京、郑州、洛

阳、商丘等地的16名艺术家租赁并打

造成集书法、写意画、油画创作、艺术

衍生品设计、民俗民居等不同特色的

文化大院，传统村落成了翰墨飘香的

“书画村”。

赵老屯“年轻”了。宜阳县香鹿山

镇赵老屯村是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周

围没山没水，都是普通的丘陵。从去

年开始，赵老屯以规划为引领，充分挖

掘该村的文化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

势，着力打造“醉美赵老屯”“富美赵老

屯”，将村民的房屋改造成青砖、灰瓦、

泥巴墙的豫西民居风格，人居环境焕

然一新，小桥流水伴精美卵石，长亭静

卧默守乡亲父老，绿竹成排点缀花草

果树，处处景观；丘陵上种植的 2300

亩的迷迭香，暖风阵阵，芳香入鼻，不

仅是村民致富的特色产业，更是赵老

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今全村节假

日游客不断，村党支部书记张公伟说：

“村庄按照规划正加紧改造，也修建了

停车场，争取今年五一节正式开门迎

客，开启赵老屯的新时代。”

根据我省村庄布局规划，全省村

庄分成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特色

保护型、整治改善型和搬迁撤并型等

五类村庄。我省各市县也按照这一要

求，对村庄进行分类布局，并按照不同

村庄的类型编制不同的乡村规划。

“乡村美不美，干净排第一。”永城

市酂城镇丁桥村下乡规划师、省城乡

规划设计研究总院空间规划二分院副

院长刘申说，就目前我省的村庄情况

来说，整治改善类的普通村庄最多。

对这些村庄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村庄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污水横流、垃

圾围村是不可能实现乡村振兴的。因

此，规划设计师下乡，必须统筹谋划污

水、厕所、垃圾处理等人居环境问题，

改变农民的生活习惯，形成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

走好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步

乡村规划是乡村振兴迈出的关键

一步，更是关乎我省6000万农民利益

的一场深刻变革。我省实施“乡村规

划、千村试点”，真是找准了乡村振兴

的痛点和难点。下乡规划师既要大胆

创新，剑走偏锋，真正编制出一个引领

乡村振兴的科学规划，又要因地制宜，

脚踏实地，编制出一个好用管用的村

庄规划。１月17日，省自然资源厅党

组书记刘金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

说。

就我省而言，乡村规划存在许多

不尽如人意之处，绝大多数村庄存在

无规划、乱规划和规划实用性差、科学

性不足、实用性不强等问题，乡村建设

存在许多问题和短板。目前，我省

4.58万个行政村中，有2.6万个村庄之

前没有编制村庄规划，结果很多村庄

有新房无新村、有新村无新貌。一些

美丽乡村建得像城市公园，失去乡土

味；一些村庄简单复制外地的模式，失

去本土味；更有很多村庄老房破旧不

堪，新房风貌杂乱，垃圾围村，村容村

貌、道路交通和人居环境普遍较差。

刘金山说，做好村庄规划，要重点

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村庄规划既要“顶天”，又要

“立地”。“顶天”要求村庄规划要充分

梳理村庄发展的宏观背景，贯彻从国

家到省到地市县等各级规划对村庄发

展的定位。同时，科学提出规划原则、

建设目标、功能目标、产业目标等，并

通过对机制创新和制度设计的探索，

促进形成具有辨识度的村庄发展体

系。“立地”要求开展村庄规划编制时，

要进行大量的、深入的乡村调研，对本

村的气候生态、历史文化、农业产业、

经济社会、区位交通等各种资源禀赋

条件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度分析，做到

摸清家底，心中有数。只有既“顶天”

又“立地”，才能找准村庄在乡村振兴

中的定位，编制出好用、管用的村庄规

划。

二是要体现乡村个性，避免千村

一面。由于地形地貌、区域特征以及

所经历的历史条件不同，村庄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乡村特质。做村庄规划时

不能把城市规划套到乡村上来，避免

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建大亭子、大牌坊、

大公园、大广场等“形象工程”。要特

别注意保护乡土文化和自然生态环

境，尊重乡村特有的田园景观、传统建

筑，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

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和

乡村环境，让乡村成为乡土文化传承

脉络的符号和乡愁记忆的空间载体。

三是要明确“我是谁、为了谁、依

靠谁、服务谁”的规划定位，充分发挥

村民的主体地位，让村民最大程度地

参与到规划的过程中。村庄规划过程

也是乡村社会动员的过程，特别是涉

及到村庄发展定位、村庄规划、产业规

划等关键内容，要把规划专家的思路

与村民的想法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

样才能使规划充分吸收村民智慧，有

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便于落地。

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规划引领是关键，必须下大功夫编制

实用、管用、好用的村庄规划，通过试

点不断探索，在探索中不断完善。今

年我省将以县域为单元，完成村庄分

类和布局规划，实现有条件有需求的

村庄规划应编尽编。

乡村兴则国家兴。中原乡村振兴

的大幕已经拉开，广大的乡村正在悄

悄地发生巨变。未来，随着村庄的发

展，一些村庄将成为乡村振兴的人口

和资源聚集高地，一些特色村、历史文

化名村将成为乡村振兴的亮点和招

牌。中原农村和数千万农民将加快实

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

梦想。

风 景 这 边 独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