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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山，是伏牛山。
三千里秦岭进入河南，把一段余脉留给了

中原大地。形如卧牛的伏牛山，形成了黄河、长
江和淮河三大水系的分水岭。秀美的汝河，发
源于嵩县南部伏牛山腹地，一路欢歌，汇沙河、
投淮河，奔流入海。

那村，是三合村。
距汝河源头仅 50 余公里，静静的河谷两

侧，就是这个村落。黄庄乡曾经的贫困村，如今
的明星村。

三三两两的游人，满脸稚气、青春飞扬的学
生，随处可见的手绘墙画，已经改变了村庄的气
质。近几年，三合村一跃成了远近闻名的手绘
小镇，美术从业者的写生基地，省市领导眼中的
脱贫典型。

世代与山林为伴，与庄稼打交道，仅仅四年
前，村里几乎没人听说过手绘、写生这些词；四
年过后，豫西山区的普通山村，却成了画家争相
打卡的手绘小镇，一个名副其实的画里山乡。

第一章 山乡巨变

只领略过三合村今天的人，很难相信它曾
经的贫困。

在静静流淌的汝河两岸，夹岸而居的是三
合村的一个居民点。距离很远时，手绘小镇的
牌坊就映入眼帘，粉墙黛瓦的马头墙，别有韵味
的文化墙。在绿水青山的映衬下，整个村落显
得格外清新淡雅。

得交通之便，拥山水之美。这样的三合村，
怎么会与贫穷结缘？

借助无人机航拍图像，再往陡峭的山上走
几遭，当年的贫困就可以想象了。12.7平方公
里的面积内，散落着 32个自然村，居住着 1400
多名村民。

有人考证，三合村因靠近汝河便于行船，清
末做过兵营，原名营房村。新中国成立后村庄
整合，营房和附近三个行政村合在一处，村名改
成三合村。今天要问村名的含义，多半有人会
告诉你，三合就是天合、地合、人合，天地人和谐
的意思。

“地像天上挂，旱涝都害怕。一场大雨下，
要啥没有啥。”人均六七分地，还常常指靠不
住。到 2014年，三合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32
户，贫困人口415人。

“山多，坡陡，路差，田少，不穷才怪。”村支
书武松生谈起过往，一肚子苦涩。

1987年，他刚高中毕业不久，汝河涨水，成
了一道天河。“父亲感冒发烧，病情越来越重，去
不了县城，又请不来医生。半个月就去世了。”
父亲的死，成了他一生的痛。

2002年夏天，武松生的女儿在10多公里外
的黄庄上学。又是面前这条河，又是涨水。要
开学了，望着这条河，硬是无法过去，家里人都
急得嗓子冒烟。武松生只得跟孩子一起翻山越
岭，走了一整天才赶到学校。

因为穷，事事难：行路难、上学难、吃水难、
看病难、娶妻难。本村的姑娘往外嫁，外村的姑
娘不愿来，好多人成不了家，村里 60岁以上的
孤寡老人就有16个。

贫困曾逼着武松生离开家，外出谋生。前
几年在城里开着饭店，“慌死慌活，人家叫老板，
实际就是给人打工的。”武松生说。

也是生活的艰辛，逼着他最终回到家里，家
里两个叔、一个哥都没有成家，还有一个年迈的
奶奶需要照顾。

要说村里，改革开放后一直在向好处变。
但真正脱胎换骨的变化，是从 2016年开始的。
这一年，村里冯亚珂和邻近三四家农家宾馆开
始接待外乡人。一批批写生的学生、画家，给这
个曾经破败的山村，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村里起名叫手绘小镇，这在省内乃至全国
都是新鲜事。

“手绘小镇是啥东西？不就是画画嘛。靠
画画能挣来钱？”

村里的群众不理解。要扩大接收能力，必
须增加农家宾馆的数量，相关的动员会开了 10
次都不止。到最后，几乎都是不了了之。

2017年春，乡里组织乡村干部、三合村的
村民代表，到信阳郝堂、孟津卫坡、栾川重渡沟
等地参观，这些地方的发展让随行群众眼热心
动：咱们也干干试试？

武松生最早跟冯亚珂一起探路，他家改造
成农家宾馆后，可以同时容纳 30多人，2017年
旅游高峰时，几个月收入 2万多元。他怎么也
没想到，以前在外拼死拼活、吃苦受罪，还照顾
不了家里；现在待家里，也能轻轻松松挣钱。

之后三四年，三合村年年在变：
村庄告别以往的杂乱无序，变得整洁、漂亮

了；写生客栈由 4家发展到 25家，写生餐厅、民
宿等越来越火，成了支撑村庄发展的一大产业；

村里不时冒出来一些新职业，乡土施工队、绘画
模特、民宿管家、电商达人；村民的精神面貌大
为改观，孝老敬贤的多了，村民们变得更加自信
了……

浅吟低唱的汝河边，不时看到时尚的城里
孩子，画画、野炊、开篝火晚会，村里开超市的、
养羊的、卖豆腐的，生意也被烘得越来越好。
经过改造的民居，成了学生写生、游客打卡的
热门景点，一些村民，成了画家和孩子们的模
特……

2018年，村里不仅摘掉了贫困帽子，还被
评为AAA级景区。很快，三合村集体经济破天
荒有了20多万元的收入。

2018年 4月，省委书记王国生来到三合村
调研。此后，他在多个重要场合，大力推介三合
村，称赞这里“一支小画笔画出了脱贫路”。

第二章 梦想发芽

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三合村的发展之
路，既有侥幸，也有偶然。

在豫西伏牛山区发展产业，最便捷的当然
是发展种植、养殖，三合村为什么选择写生基
地？

打造写生基地、手绘小镇，论自然条件、公
共基础、民居保护现状，与三合村条件相仿的村
庄，数量并不算少。为什么成功的却是三合村？

回答这些疑问，要从返乡创业的冯亚珂说
起。

2016年初，冯亚珂把郑州的画室交代给一
位学生管理，打好行囊，回到了魂牵梦绕的三合
村。

仿佛此前十几年的奋斗，都是为着这一天
的归来。

1987年 1月，冯亚珂出生在三合村。在他
幼年的印象里，村里穷是穷，但景色非常美。汝
河边、山坡上、老树下，都曾留下他与小伙伴嬉
戏的身影。初中时，学校组织了一次美术比赛，
他不仅入选了，而且还获了奖，奖品是一个让他
记忆深刻的作业本。

就是这一次比赛，让美术在他的心里发了
芽。从此，他的梦想都与美术连在了一起。

后来，他先后到几个地方求学，在洛宁师范
学校读中专、在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上大专、在洛
阳师院美术系读本科，长达 8年的时间，基本上
没有与画笔分开过。

画画，离不开写生。林州石板岩的一次写
生经历使他触动最深。

石梯、石楼、石板房，石地、石柱、石头墙……
当时从大巴车上一下来，眼前的景色，一下

子把冯亚珂的思绪拉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一
看到石板岩的风景，脑子里就冒出了一个想法：
在三合村搞写生，也一定行！”

与石板岩一样，三合村也有着独特的风
景。群山拱翠，绿水长流，灰瓦、土墙、石阶、古
树。为了生活的方便，先祖们依山就势建造房
屋，与周围山体、河流自然地“融”在了一起，方
便、宁静、亲切。还有一些明清风格的古宅，随
处可见的大树，豫西风格的四合院，热情朴实的
山民，构成了一幅温润、和谐的山居图。

大学毕业后，冯亚珂选择了参军。服役的
地点，在当时江西南昌的二炮基地。

基地首长们都知道这个会画画的小伙子。
队伍上与美术沾边儿的事，比如办黑板报、出宣
传海报，都少不了他。两年义务兵服役将满的
时候，基地首长把一份提干表递到了他面前。
面对这份表格，冯亚珂内心起了波澜。提干，是
多少战士做梦都想的事儿，不动心是不可能
的。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从事美术的那份初心
一直在向他招手，故乡也在向他召唤。

“别后悔当兵，当兵两年，至少可以保你 20
年的身体。”临走前，首长殷殷嘱托。冯亚珂后
来特别庆幸军营的历练，铁一般的纪律、每天 5
公里拉练，赋予他一种力量，温和而坚韧：“打造
手绘小镇遇到那么多困难，没有这两年当兵的
磨炼，我根本就坚持不下去。”

2011年 12月退伍，他在原郑州财经学院院
内，租了一层楼，接着在郑州干起美术培训工
作。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16年。

这年初，在业内朋友的一次聚会上，冯亚珂
郑重提议，在自己的家乡三合村，创建一个长期
稳固的写生基地，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响应。

冯亚珂回到了老家。当年，他是山沟里飞
出去的“金凤凰”。

“说实话，当时我手里只有 4万块钱，整个
写生客栈建成花了125万元。缺口都是爸妈从
亲戚朋友那儿借的，为盖这个房，借了好几十
家，亲戚朋友们都借过来完了。”

就这样，在朋友聚会讨论的第八天，冯亚珂
家的写生客栈就动工了。当年 7月 19日，这个
拥有100多张床位的写生客栈就正式开业。不
久，省内一家培训机构先后三次安排几百名学
生来这里写生，冯亚珂暗喜：这个事成了！

这年夏天，黄庄乡党委书记石胜军来三合
村调研，被眼前的景象雷到了：从大巴车上下来
这么多人，这是干啥的？在问清事情的原委后，
石胜军赶紧联系了冯亚珂。

手绘小镇的设想，萌生于冯亚珂多年的写
生实践，发端于美术工作者的独特眼光。石胜
军仔细听他讲创办写生基地、手绘小镇的设想
和创意。石胜军敏锐地意识到，许多贫困村苦
于找不到脱贫产业，写生基地或许真能为三合
村的发展，蹚出一条不一样的路。为什么不大
胆试一试呢？

乡里专门成立了手绘小镇建设指挥部，三
合村的发展路线图也越来越明晰：先期建造牌
楼和小广场，改造街道两旁农家宾馆立面，装修
豆腐店村民组的民居，在此基础上逐步提升。

十几天后，石胜军就带着设计施工人员，在
三合村行动起来。

回顾三合村的发展历程，人们常常心生感
叹：三合村是幸运的，因为遇到了好政策，遇到
了冯亚珂；冯亚珂是幸运的，因为他赶上了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新时代。

第三章 工匠“出山”

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王澍，在《造房子》一书
中感叹：建筑文化传承的希望，在乡村。

在三合村，就能感受到这种历史和传承。
坡屋顶、黄土墙、石板路，农家的大树，还有村口
的辘轳井，让人一进入山村，浮躁的心就能迅速
沉静下来。

冯亚珂提出建设写生基地的想法时，别人
的议论很快传到耳朵里。“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懂个啥？”

“咱们这儿这么穷、这么破，谁会来？”
冯亚珂告诉大家：“这些老房子和老物件，

在画家的眼里，是建不出来的原生态，是难得的
宝贝。”

慢慢地，保护村庄的理念得到了大家的认
可。在村庄修复过程中，不拆房、不填塘、不砍
树、不填井，力求还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豫西
山区居民的生活情景。

设计稿在图上，画稿在墙上、纸上、布上，要
把三合村修复提升真正落到地上，最不能缺的，
就是能工巧匠。

“在三合村的建设中，造就了不少民间工
匠。”黄庄乡常务副乡长杨江波认为，专注传统
景观的设计专家李青峰，醉心民宿打造的崔高
峰，都是这些民间工匠的代表人物。

三合村环境打造的第一战，涉及几项工程：
牌楼、仿古文化墙、文化广场、农家宾馆的立面
改造，还有三合村一个自然村——豆腐店的环
境提升。如果说，冯亚珂是在用画笔塑造三合，
李青峰就是在用砖瓦塑造三合。

1982年，李青峰出生在黄庄乡龙石村。初
中没毕业就出去闯荡，卖过百货、水果，跑过运
输，也做过水族馆，设计过假山、水系。他喜欢
钻研，喜欢学习，嘴里经常蹦出来对称、比例等
新鲜词。

石胜军找到他，对他说，要把三合村省道旁
边村庄的外立面整理一下。具体怎么整，石胜
军提出理念，具体的由李青峰作主。

“转了三天，想了两天，电脑弄了一天。第
七天，就直接上手开始干了。”三天时间太短，李
青峰只能在附近转悠，他到了伊滨区的道湛村，
去了嵩县的两程故里，从古砖老瓦的传统建筑
中汲取养分。

300米的文化墙要展示什么？李青峰用石
块、砖瓦组成了一幅幅山水民居图。山水田园、
古树古宅，经他一组合，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加
上文化墙画框里充满乡土气息的手绘作品，幻
化成一幅宁静拙朴的美好图景。

牌楼怎么建？李青峰的选择是，少用钢筋
水泥，多用自然的材料。用圆木、圆柱、茅草，牌
楼上书“手绘小镇”四个大字。就像一幅写意山
水画，寥寥几笔，勾画出了农耕文化浸润下的乡
土风情。

李青峰搞设计“神”，脑子里先有个大概，与
工匠们沟通后，再在施工中调整。经常是垒两
层砖，就在旁边看着、想着，感觉不对立马调
整。建建拆拆，拆拆建建，工匠里也经常有被

“惹毛”的，干脆撂挑子不干的也有。
工程最紧张时，石胜军带着十几位乡干部，

连着十几天“钉”在工地上。在维修豆腐店自然
村的护栏时，他一不小心从两米多高的坡上摔
了下来，被乡亲们送进了医院。

“石书记为咱村摔伤了！”李青峰和三合村
的乡亲们一样，又感动又心疼，干起活来更拼
了。经过李青峰设计建造的这些工程，成了秀
美三合的“脸面”和“招牌”。

在农村，房子是老百姓财产的大头，建房是
不少家庭最大的生活目标。往往一家人省吃俭
用好多年，才盖起一所房子。前些年，经济力量
有限时，自然也盖不成多好看的房子。农村盖

的新房几乎都是红砖墙、平顶房、火柴盒，没有
变化、没有装饰，千篇一律。

这些年，老百姓腰包鼓了，眼光高了，一两
层的平顶房越来越看不上眼。在三合村农家宾
馆的立面改造中，李青峰很是动了一番脑筋。
利用旧房拆下来的砖瓦石块，农村淘汰的老家
具、石磨、坛子、罐子，给这些平顶房“穿衣戴
帽”。

有人说，建筑也像是人，或端庄，或敦厚，或
伟岸，屋檐是它的发髻或帽子，青砖是它的衣
装，墀头是它的领结。瓦坡顶、三七柱、砖砌花
墙，平顶火柴盒房经过他的设计改造，呈现出中
原传统建筑风格，与周围山水浑然一体，立马有
了神韵，有了气质。

三合村出名了，被动转型搞传统景观设计
的李青峰，名声越来越响，眼界也越来越开阔
了。去年去欧洲参观，就特别留意那里的传统
建筑，他发现，德国 100多年的电梯还在用，框
架都是木头的，那色彩、纹理，透着一种年代感，
美到了骨子里。

欧洲归来，他对传统景观设计更着迷了。
当下，嵩县不少地方在推进临街建筑的景

观改造。传统风格的大坪广场，临路平顶房的
立面改造，不少方案出自李青峰之手。他的设
计，成了嵩县的“驰名商标”。一有什么难题，连
县长宗玉红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叫青峰来，他
有办法。”

第四章 多彩生活

今年1月 6日，三合村上央视新闻联播的消
息不胫而走，在中原大地传为美谈。

村里一下出镜两个人，一个是冯亚珂，用画
笔撬动村庄的返乡创业青年；另一个是张嵩现，
曾是生活艰难的贫困户，经过奋斗打拼，变成了
一个身残志坚、脱贫致富的典型。

张嵩现生于 1963年，家里姐弟 5个。母亲
常年有病，生活非常困难。9岁那年，一场意外，
让他丢了一条腿，另一条腿上也留下了触目惊
心的伤疤。张嵩现没有向命运低头，他发奋读
书，是当时村里少有的读完高中的人，作为残疾
人更是十里八乡头一个。

为了谋生，张嵩现尝试了许多工种：开过
小卖铺，当过裁缝，干过木工，开过修车铺，修
过摩托车，干过电气焊等。回村后，在村小学
当了十来年的代课老师。为了方便工作和生
活，张嵩现学会用一条腿骑自行车，爬梯子、做
衣服、下地干活等，凡是正常人能干的他基本
上都能行。

在张嵩现家东边，有一棵粗壮的黄连树，谁
也不知道啥时种的，树龄也有 100 年以上了。
家里有 3间摇摇欲坠的堂屋，除此之外，陪伴他
的，只有那棵无言的老树。

2014年，张嵩现家被确定为贫困户。那段
时间，他经常失眠，觉着党的扶贫政策这么好，
扶贫干部三天两头往家里跑，怎么能靠着墙根
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他下定决心，自强不
息，不光要像正常人那样活着，还一定要靠自己
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

瞅准了村里的生态优势，张嵩现开始养
蜂。村里打造手绘小镇后，学生和游客越来越
多，为他的蜂蜜销售打开了市场。借着支持贫
困户创业的到户增收资金政策，张嵩现用8000
元到户增收资金一下子购置了20箱蜜蜂，当年
产蜜400斤，挣了2万块钱。

“听到我发展养蜂的事儿，县残联为我送来
了5000元创业基金，包村干部帮我协调贷来了
5万元金融扶贫款，还教会了我上网查资料，帮
我开辟了网上销售渠道，还送我外出学习养蜂
技术。”

解决了资金关，又攻克了技术关和销售关，
张嵩现的养蜂事业快速发展起来。到2017年，
养蜂已达 60多箱，年收入 5万多元。搬迁扶贫
让张嵩现免费分到一套新房。2018年过完年，
在县里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张嵩现被授予“脱贫
光荣户”。

更可喜的是，通过在网上销售蜂蜜，张嵩现
结缘了现在的妻子，结束了大半辈子的单身生
活。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送他一副对
联：

人勤劳蜂勤酿生活甜蜜蜜，
搬新房娶新娘幸福奔小康。
如今，张嵩现成立了养蜂合作社，注册了

“铁拐张”商标，合作社已经吸收了20余户贫困
户，有的已经靠养蜂脱了贫。

在嵩县的宾馆里，“铁拐张”牌蜂蜜摆在大

厅最显眼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作为残疾
人，只要我们自立自强，一定能过上幸福甜蜜的
新生活！”张嵩现说。

手绘小镇给张嵩现带来了机会，也为其他
贫困户带来了希望。烧烤生意红火，让养羊的
贫困户日子越来越滋润；老师学生们画素描，也
催生了一批“农民模特”……

60岁的张星立，住在离张嵩现家西边不远
的地方。因为家里穷，一辈子也没成个家。手
绘小镇开业后，张星立成了画画学生们的模
特。“业务”多的时候，一个月有六七拨儿，每次
两个多小时，收入50元。

“我这头型老长，好画。”他跟画画的孩子们
处得特别好。老师和孩子们留下来的肖像素
描，他会特别郑重地挂在墙上。

第五章 蓝图新绘

2019年 3月，三合村来了几位戴眼镜的年
轻人。坐着老百姓的三轮车，突突突行驶在山
路上。时不时停下来，朝着村庄和山峦指指点
点。

这些年轻人，是来自洛阳规划院的规划师
凌犀和她的同事们。此行的任务，是响应省自
然资源系统号召，为三合村制订多规合一的“实
用”规划。

凌犀是北大毕业的研究生，这些年从事的
多是城市规划。1988年出生的她，长着一张娃
娃脸，在乡亲们眼里还是个小姑娘。她能感觉
到，乡亲们的目光里，既有期望，也有怀疑。

正是春寒料峭的季节，他们一行，就住在武
松生家开的农家宾馆里。山太陡，汽车开不上
去，他们就请乡亲们骑着三轮车带着，到 30多
个自然村里调研，一家一家跑。如今，三合村很
多典型民居院里，还留有规划师们的手绘图。

在与冯亚珂交流时，他提出一条意见，要把
规划做在老百姓的心坎里。经过反复思考，凌
犀把它“翻译”了一下，就是用专业的素养，结合
村庄的实际，反映群众的需求。

与村民打交道时间一长，年轻的规划师们
学会了听“弦外之音”：

比如写生餐厅的老板，不知道啥时上客、来
多少人，难以准备菜品……这意味着需要一个
网上预约平台；比如群众抱怨紧临省道车辆多，
经常为接送孩子上下学耽误挣钱。这意味着，
应该给村里设计一条慢行步道……也有村民很
不客气：“俺村资源那么多，怎么不在规划里体
现？”

在这位村民的带领下，他们还真到了未曾
到的地方，特别是汝河南岸的一条隐秘的小山
沟，当地人称青冈山。时至盛夏，小溪潺潺，瀑
布叠叠，让他们眼前一亮：原来三合村不仅可以
写生，还有这么多原生态的避暑休闲资源！

这也提醒他们再深入一些，把乡情村情吃
得更透。后来优化规划时，哪里有口古井，哪里
有棵老树，哪里有所民宅，都标画得清清楚楚。

三合村的规划关注的中心，是让村庄留得
住人，村民就得了业，产业用得了地。真正关注
村庄的内在动力，获得了乡亲们的认可，有些已
经从图纸变成现实。

文化墙经过调整，更有味道了，根据张嵩现
家改造的蜂农之家，给黄连树增加了围栏，增设
了连椅，根据张嵩现的经历，还在院内种上了一
棵象征幸福的合欢树。

今年年初，在自然资源部举办的优秀村庄
规划成果展评会中，河南省 5个村庄规划入选
优秀案例，三合村就是其中之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破旧的民房，经过崔高峰设计装修，变成了

乡情、乡恋、乡愁民宿。
洛阳市援建的精品民宿项目落成了，静静

地坐落在汝河岸边。画家们观山涛、听水流，呼
吸清新的空气，萌发独特的创意和灵感。

村里越来越多年轻人把眼光投向家乡。
1989年出生的高彪，前些年在村里办起拓展基
地，这两年生意越来越好，还创办了汝河漂流项
目，一年能赚上几十万元。

冯亚珂当上了村党支部副书记，还被选为
洛阳市人大代表。6月 30日，他还作为基层党
员代表，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集体学习研
讨活动中发言。

不久前，冯亚珂买断了附近一个废弃村庄
的经营权，准备依靠机制创新，吸引全国各地画
家亲自设计装修，打造一个画家基地。

梦里水乡、十里画廊，正一步步走进现
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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