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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永旗回到雷洞村的时间，是去年春天一
个月明星稀的夜晚。

开出租车的老乡说：“哥，到雷洞村了。”
“我是不是被拉错地方了？”雷永旗觉得有

点儿不太像：过去一步一坑的“泥水路”，变成了
笔直通畅的水泥路，明晃晃的路灯映照远方；村
口的破旧老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
村委会大院和雷洞旅游开发公司办公楼；“红石
老匠”等民宿招牌在灯光下很醒目，三三两两的
游客正在喝茶聊天。

“外出打工几年没回来，雷洞变化太大了，
有一种做梦的感觉。”雷永旗说。

5年前，雷洞还是位于许昌西北角的一个凋
敝村落，没有“结庐在人境”的诗意栖居，却有着

“而无车马喧”的沉寂落寞。“白天黑夜这里都静
得吓人。”雷永旗说。

如今，雷洞的荒山变成了青山，青山变成了
金山。村里不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村
庄活力像山上逐渐长高的绿树一样洋溢充盈。

雷洞，换了人间。
探究雷洞，就像欣赏一幅意境深邃的画，看也

看不够；就像品读一首味道隽永的诗，读也读不完。

第一章 风光寂寞

襄城县有座紫云山，雷洞村便在紫云山脚
下。相传宋元时期，雷姓人为避战乱来到这里
挖洞而居，雷洞村因之得名。

紫云山环抱着雷洞村，给村庄带来了秀美
的风景和美丽的传说。

紫云山是国家3A级风景区，被誉为平顶山
市的“后花园”和许昌市的“前花园”，以“奇、秀、
幽、古”著称，有万亩槲林，满山秀竹，千顷碧海，
一池清泉。山间紫气缭绕，四季风景如画。宋
时焦赞孟良曾在此啸聚山林，“焦不离孟孟不离
焦”这句俗语，就出自雷洞村，焦孟寨至今遗迹
尚存。明朝成化年间的户部尚书李敏曾在此创
立紫云书院，与诸生讲习“二程”之学，500年文
化浸润，书香氤氲，名动中州。

紫云山多红石，村民就地取材，利用红石建
屋砌墙，垒堰修渠。红石房、红石墙、红石路、红
石磙、红石磨盘、红石渡槽、红石炕烟房……红
石文化，为有着诗意山水的雷洞村平添了一种
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这样的雷洞村，应该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世
外桃源”，就像曾两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大奖的
襄城县词作者许会锋在踏访雷洞村山水田园后
所写的那首《古村人家》——

春雨石径洒，

秋叶染红霞，

岁月慢慢雕刻出厚重的冬夏；

老树落归鸦，

小院围篱笆，

青苔悄悄装点着堂屋的老瓦。

你的古色古香多了人间的风华，

你的古风古韵添了生活的优雅，

一份淳朴泼墨写意一幅风情画，

紫云深处安居古村的人家。

但事实是，这样的“世外桃源”，却成了“养
在深闺人未识”的穷乡僻壤。

2006年，被紫云镇党委领导诚意感动的杨
胜超回到了雷洞村。摆在这位新任村主任面前
的村庄，既是一个亟待开启的宝藏，更是一座难
以翻越的大山。

为讨生计，49 岁的杨胜超 17 岁时走出大
山，在平顶山市白手起家，娶妻生子、买房买车，
成为让村里人羡慕的“能人”“大款”。

回村时他踌躇满志：“一个人富不算富，要
让乡亲们的腰包都鼓起来，让雷洞村有一个更
好的未来。”

但现实的骨感很快击碎了理想的丰满。在
多次调研后，杨胜超长长叹了一口气：“难呐！”

当时的雷洞村，是典型的“三不通”村庄，不
通水、不通电、不通路。与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
山外相比，雷洞村几乎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

听村里人说各自的经历，杨胜超每次都眼
眶发红、喉头哽咽。

70岁的王寒是村里的老闺女，快40岁才从
外地招了个同龄男子组成家庭。风平浪静的日
子没过多久，丈夫闵长喜在村头挑水时不慎跌
倒，腰脊断裂，从此与轮椅为伴。

失去了壮劳力的王寒不得不挑起家庭重
担。村里只山下有一口井，去时三小时，回来时
更长。王寒体弱，每次只能挑半桶水。山路难
行，磕磕绊绊回到家，剩下的水甚至不够做一顿
饭。有一次，王寒挑的两桶水滚落在地，她坐在
泥水里，难过得号啕大哭。

刘圪斗是雷洞村的村医，行医20多年来，已
不记得走过多少山路，磨破过多少双鞋。“前些年
村民出山还是一条‘蚰蜒路’，外边来走亲串门的
乡亲，都坐驴车上山。村民居住过于分散，遇到晚
上村民有急病需要出诊，一个半小时都走不到。”

由于没有路，漫山遍野的野果运不出去。

村民们只能用扁担挑着山果翻越大山，步行数
公里走到公交站点，再坐车往城里卖。

不通水，让雷洞村如滩涂上搁浅的舢板；不
通电，让雷洞村困守着农耕的星火；而不通路，
则让雷洞村如奥地利诗人里克尔诗中那只在千
条铁栏中旋转的豹子：步子在极小的圈中旋转，
千条的铁栏后没有宇宙。

对雷洞村和杨胜超来说，不思变，便只有眼
前的苟且，没有铁栏后的宇宙，更没有山外的诗
和远方。

第二章 男人外“嫁”

雷洞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当年淮海战役前
线指挥部，就在不远处的商庄村建立。至今，当
地还保留着“商庄军事会议遗址”，诉说着烽火
硝烟中的一段辉煌历史。

横亘在眼前的紫云山，既成就了雷洞村的
历史荣光，也带来了雷洞村的现实困境。

一则顺口溜道尽了雷洞村昔日之穷：“山高
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男男女女都外‘嫁’，村里
光棍扎成堆。”

为了能成家立业，村里仅与刘圪斗年龄相
近的男劳力，就有30多人都是通过“倒插门”的
方式走出大山，远“嫁”外地。

男人无奈外“嫁”，媳妇娶不进来，当别的村
庄繁衍生息日益壮大时，雷洞村却在历史的洪
流中留下了一声长叹，人口锐减，村庄急剧缩
小。2014年雷洞村建档立卡时，6个自然村共
有622人，比上世纪90年代少了200多人，其中
贫困户有83户 285人，贫困发生率达到45.8%。

“有个叫张玉龙的，‘招亲’走的时候扑通给
父母跪下磕头，说不能尽孝道心里有愧，三步一
回头，边走边哭。”刘圪斗说，“要是有一点儿门
路，要是家里比外头好，哪一家人愿意这样做？”

58岁的贫困户徐国民，年轻时家里穷得叮
当响，最艰难的时候，一条泛白的裤子穿了 6
年。有一年春节，他兜里只有 20块钱，过年待
客连个荤菜都吃不上。

俏媳妇王巧是 1998年从陕西省安康市一
座大山里嫁到雷洞村的。她的到来，一度在山
村引起了轰动。一位老人激动得胡子直颤：咱
村多久没娶媳妇了？

王巧戏称自己远嫁是“卖身救父”。她丈夫
的七大姑八大姨东拼西凑了一笔钱，救了她病
重的父亲一命，她才嫁到了雷洞村。本来想着
走出大山能过上好日子，没想到却从一个坑跳
到了另一个坑里。

嫁到雷洞村第二年，王巧扛着大肚子去镇
上卫生院做孕检，翻了好几里的山路才能见到
公交车，但怎么也舍不得花两块钱买票，每次都
硬挺着走 10多里山路到镇上。家里养了几只
鸡，但月子里也不舍得吃鸡蛋，攒了 40个鸡蛋
带到山外卖，为的是换回10块钱。

在平淡而贫穷的日子里，王巧时常静静地
望着山外，目光越过树木，越过时聚时散的山
岚，越过连绵起伏的山脉，想象着山外的滚滚红
尘与盛世繁华。

她曾想过，她这一辈子，会像祖辈一样每日
为生活挣扎，然后无声无息地终老山林。但她
没想到，一场席卷全国的脱贫攻坚战，会将她和
山外的繁华连接在一起。

第三章 “紫云”春来

2016年，春天。深锁大山的雷洞村从冬眠
中醒来。村民脱掉冬装，草木伸出嫩芽，花朵姹
紫嫣红。

春风骀荡，紫气东来。一个消息让雷洞村沸
腾：脱贫攻坚，要让雷洞村的老少爷们同奔小康。

王寒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襄城县邮政
局机关干部薛斌伟 2016年初来雷洞村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的那一天。那天早上，她把坐在轮
椅上的丈夫闵长喜推到小院中臭气熏天的茅
房，帮他方便后又重新推回小院。小院很脏，一
只小羊慵懒地卧在邻近茅厕的角落里，周围是
零落的干草和几堆粪便。黄土裸露的院子里坑
坑洼洼，轮椅载着闵长喜在大大小小的坑中跳
跃而行，腰有重疾的闵长喜不时痛得直咧嘴。

那天，薛斌伟刚好到王寒家入户调查。坐
在散发着浓重异味的小院里，薛斌伟嘘寒问暖，
同时在本子上写写画画。王寒一家的困难和渴
望，他写在本上，刻在心里。

走村入户、访贫问苦、宣讲政策、建档立
卡……工作繁忙而琐碎，但薛斌伟和村委党
员干部的激情却日益高涨，脱贫攻坚的路线
图日渐清晰——

不用心就难换真心，不修路就没有出路。
王寒至今忘不了前年冬天，薛斌伟在风雪

天为她送暖手宝的情节。
那个上午，雪下得正紧，门突然被推开了，

她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娘，我来看看您。”
她走到门口，看到门外有一排深深浅浅的

脚印，薛斌伟头顶一层雪花，脸上带着笑，手里
递来一个带卡通形象的暖手宝：“娘，天冷，试试
这暖手的东西！”

王寒夫妇有一养女，高中辍学，现在外打
工。10 多年来，她未领过一个同学到家里玩

过。家里的穷、脏、乱，让这个妙龄少女既自卑
又自闭。一次因琐事同王寒顶嘴，养女突然失
控，嚷出一句：“我为什么要到这个家呀！”

薛斌伟每次来，都会帮老两口洒扫庭院，整理
家务。这个让闺女都嫌弃的家，因薛斌伟的到来
重新充满了生气，久违的笑声时常在小院回荡。

“老头子瘫痪14年，每次帮他上厕所，我都
得把他从轮椅上抱下来，扶着他大小便。”王寒
说，“这次小薛专门给老头子在厕所装了个坐
便，帮了我大忙了。”

到村里不久，薛斌伟就能叫出每一个贫困
户的名字，了解他们每一个人的困难和愿望。
贫困户们看到他，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拍
着他的肩膀说笑，向他诉说自己的喜怒哀乐。

他们感谢这个山外面的孩子。
是他，拿他们当亲人；是他，为他们东奔西

走，为村里新建和修缮了6座蓄水池，铺设6000
米入户管道，让群众用上了安全的自来水；是
他，协调资金 15万元建起了大樱桃采摘园，收
益全部用于贫困家庭和村集体经济发展……

因为他，贫困户们离幸福更近；因为他，他
所代表的党和政府和乡亲们更亲。

让雷洞村念兹在兹、望眼欲穿的道路，这时
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说起修路，杨胜超百感交集。
村集体当时收入为零，要修路，必借外力。

倡议雷洞籍在外人士捐款捐物，邀请县革命老
区建设促进会的老领导前来参观调研，各种招
数使尽，才从附近矿山运来矿渣，为雷洞村填出
了一条矿渣路。

矿渣路毕竟是权宜之计。由于标准低、使用
频繁，矿渣路很快就出现了塌陷和裂缝。期盼中
的“路在脚下”，又成了迷惘中的“路在何方”。

一晃数年，当脱贫攻坚的鼓声响彻雷洞村
时，那条千呼万唤的“梦中之路”，终于在各级领
导的关注下落地。2017年，一条20公里长的高
标准公路建成通车，连着雷洞6个自然村、通到
每家每户，又载着希冀通往山外。

这条路，挽起了党心与民心，连起了山内与
山外。山外的精彩与繁华，心中的诗和远方，将
在雷洞村村民面前徐徐展开。

第四章 村庄“造血”

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向好。但杨胜超他们
很清楚，这种“向好”，大多来自政策“输血”。能
救一时之急，却非长久之计。

实现从外在“输血”到自我“造血”，让贫困
人口有稳定的收入、致富的机会、发展的平台，
才是脱贫攻坚的康庄大道。

雷洞村的选择是发展产业。
这是一条艰难而曲折的发展之路：村民种

药材、养鸡鸭、喂獭兔，可技术不足，最终半途而
废；引入外来资金，建设千亩“花田花海”，但花
期短暂，热闹过后很快便曲终人散。

2017年 11月 28日，时任许昌市市长、现任
市委书记的胡五岳轻车简从，前往襄城县紫云
镇雷洞村，就脱贫攻坚工作进行调研督导。

雷洞村是胡五岳的脱贫攻坚工作联系点。
多次的调研走访，使他对雷洞村的情况了然于
胸。在听取了村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的困惑
后，胡五岳明确指出，要充分依托雷洞村的绿水
青山和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做好乡村旅游文章。

在此基础上，襄城县委书记宁伯伟提出了
更为具体的意见：发展民宿。

这让杨胜超他们眼前一亮。
发展民宿，雷洞村有优势：紫云山风景区的

自然风光，紫云书院的人文胜景，让雷洞有成为
网红打卡地的潜质；有亮点：雷洞村四周红石遍
地，“红石文化”历史悠久，是雷洞村风格独具的
文化标签；有机遇：随着旅游消费市场升级和消
费形式的转变，民宿已成为游客的新宠。

看起来很美，但做起来很难。
不少村民反对：山沟沟里办民宿，客源从哪

儿来？万一失败了咋办？
反对最厉害的是王黑孩。他的房子依山傍水，

位置优越，非常适合改造成民宿。但王黑孩一口回
绝：让外人睡老辈传下来的房子，对不起老祖宗！

紫云镇人大主席李占锋是雷洞村“民宿计
划”的执行人之一。为了说服王黑孩，他和村干
部先后十几次登门拜访，跑细了腿，磨破了嘴，
看到的还是王黑孩的一张黑脸。

最后，李占锋使出了“绝招”，和王黑孩立下
“军令状”：村里找房子让王黑孩免费住；“如果
不赚钱，我自个儿掏腰包给你！”

堡垒最终被攻破。另外三户村民也同意让
出房屋。这些房屋统一纳入雷洞旅游开发公司
旗下，委托专业人才进行设计、管理。

民宿改造时，杨胜超就像“钉”在建设工地，
高烧仍带病工作。

李占锋将办公室“搬”到雷洞，每天工作至凌
晨，因过度劳累导致眼疾复发，右眼视力下降至
0.1。项目完工，李占锋捂着眼到医院看病，医生脱口
而出：“啥工作让你这么急眼！想要眼，就别不要命！”

去年 4月 30日，襄城民宿产业发展启动仪
式在雷洞村隆重举行，当天 4户民宿便被订购
一空，生意天天火爆。

6月 10日，记者走进一处名叫红石老匠的
民宿小院。小院里历经时间打磨的古木餐桌、
保留乡村特色布局的房间、屋檐下悬挂着的一
串串玉米和大蒜……从大格局到小摆件，都是
农家的味道，都有淡淡的乡愁。

这就是经过改造的王黑孩的老屋。王黑孩
的儿子去外村当了上门女婿，老伴儿因病去
世。孤身一人的他自此每年有了 4000元的纯
收入，加上土地流转、低保和公益性岗位等收
入，王黑孩去年收入超过20000元。

如今他逢人就乐：“穷了一辈子，没想到老
了老了成了万元户。”

在不远处的另一处民宿小院，俏媳妇王巧
正在招呼客人。房子红墙黛瓦，白天是农家乐、
晚上是民宿，她当大厨，丈夫是跑堂，每天营业
额超过2000元。

王巧的民宿小院，是她摆地摊儿卖凉粉一
碗碗赚来的。为了挣钱，她推着三轮车每天走
四里长的山路到紫云书院。游人多时，她每天
往返七趟，卖 20多盆、1000多碗凉粉。几年下
来，积攒了一些家底，但当年的俏媳妇却满脸风
霜，如一棵风中的弯腰树。

但现在的她容光焕发，脸色红润，青春的气
息又回到了脸上。

王巧的小院里有一棵核桃树，树上挂满了
青色的果实。她说，她在雷洞村生活了 20 多
年，就像这棵树，也到了开花结果的日子。

如今，雷洞村民宿小院已发展至 16 家。
2019年，全村接待游客8万余人次，集体经济收
入突破了20万元。

一栋房子的改造，见证着一个村落的复兴。

第五章 游子回归

从襄城县城驱车西行不到20分钟，就能看
到路口刻有“红石情怀，山水紫云”八个篆体大字
的塔形路标和刻有“雷洞村”字样的长方形村标。

放眼望去，斑驳的红石渡槽宛如长龙穿村
而过，依山而建的古朴民居参差错落，漫山遍野
的鲜花在阳光下绽放。红石磨盘铺就的步行甬
路和风车造型的彩色小屋相映成趣。

6月 15日 11时 30分，在“紫云山庄”农家
乐的停车场，停满了来自郑州、许昌、平顶山等
地的车辆。小院里，凉亭浸绿，瓜果飘香。

树上的杏、李、桃在眼前诱人地晃着，触手
可及，吸引了不少游客采摘。

耿建方是这家农家乐的主人。20年前，16
岁的耿建方离开家去平顶山打工，饭店、网吧都
干过，在村里属于见过世面的“排场人”。

6年前，耿建方回家过年，租了十几亩山地
种上了桃、杏、李、核桃等果树。果树第二年就
挂了果，杏黄桃红李紫，果实累累。“当时想着总
能赚一笔钱，没想到最后烂在了树上。”耿建方
说，“果子运出去卖，连路费都赚不过来，干脆叫
上邻居，谁想吃谁来摘，不管了。”

耿建方把果园抛在脑后，回到平顶山掂起
勺子重操旧业。但去年夏天，耿建方卖掉了房
子，转让了饭店，回到雷洞村干起了农家乐。

他劝说整天发脾气的媳妇：雷洞变了，你的
眼光也得变。

他领着媳妇看民宿，家家生意火爆；他领着
媳妇站在路口，看一辆辆各地牌照的小汽车进
进出出；他领着媳妇，让她看的是机会，是希望，
是未来。

耿建方的农家乐主打农家菜。河里的小鱼
小虾，山上的野菜树芽，田间的鸡鸭，天上的昆
虫，都成了他店里的名品。烹饪方法也独特：少
放油盐，不放作料，讲究绿色天然，突出原汁原
味。“这就是我的特色。”耿建方说，“吃惯了大鱼
大肉的城里人就好这一口儿。”

他的农家乐很快就火了起来。去年收入超
过 20万元，还带动了 4个人就业。连让他遭受
滑铁卢的果园也跟着沾光，游客们吃过饭大兜
小兜地带走，每年能卖3万多元。

在雷洞村，像“紫云山庄”这样的农家乐已
达到39家。而像耿建方这样的游子陆续回来，
正扎根乡村翻腾出一朵朵浪花。

不远处的雷洞老酒坊，一个个酒坛摆放有
序，正在进行大曲地缸发酵。店主名叫耿培昌，
有家传的酿酒手艺，纯粮酿制的白酒香味浓郁，
口感上佳。

前些年，他一直在外地艰辛奔波，挖过煤、卖
过菜，空有一身好手艺却无“用武之地”，如今在
村党支部的支持下，终于把老手艺“拾”起来了。

去年秋天，宁伯伟到雷洞调研产业扶贫工
作，听完耿培昌对酒坊的介绍后，得知尚未给酒
起名，就为他出谋划策：“就叫雷洞老酒如何？”

耿培昌一拍大腿，连声说好。
如今，雷洞老酒坊规模越做越大，正在申请

注册雷洞老酒系列商标。
村里的年轻人陆续回来了，不再是一副随

时拔腿走人的样子；一个个农家乐如雨后春笋
般“冒”了出来；快要废弃的老房子翻修了，回归
到当地原汁原味的狗头门楼、红石墙。村庄人
气、生气在集聚。

“过去村里男人女人都外‘嫁’，现在上门的
媒人越来越多，都想着把家里的女娃嫁过来。”
杨胜超说，“就连村里过去外‘嫁’的男人，很多
人都求着回来。村里人数不再是越来越少，而
是越来越多了。”

杨胜超说着，随手在空中划了一道曲线。
曲线上翘，像一张微笑的脸。

▶▶尾声：希望在望

在雷洞村，我们听到了一个“野人”的故事。
“野人”刘五申，雷洞村村民，现年57岁。
刘五申以前是个正常人，因家贫入赘他

乡。为养家糊口，他到山西大同当了一名挖煤
工，一干就是十几年。一次遭遇矿难，伤痕累累
的刘五申侥幸捡了一条命，但补偿款却被亲戚
卷走，妻子也与人私奔。急怒攻心之下，刘五申
神智全失，成为人们眼中的“疯子”。

2012年，“疯子”辗转回乡，终日不发一言，有
人相近便报以老拳，后来便穴居紫云山上的山洞
中，蓬头垢面，形同“野人”，在山上一直住了7年。

“野人”刘五申行踪不定，紫云山上的山洞
数以百计，到处都是他的容身之所，村干部屡次
寻访，都影踪难觅。雷洞村欣欣向荣，唯独刘五
申每况愈下。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但是，到哪里去找刘五申呢？
杨胜超说，他们用了最“笨”的办法——蹲

守。2018年夏天，他们连续三天三夜吃住在山
上，终于发现了刘五申的行踪，连夜联系派出
所、民政部门，将刘五申送至襄城县精神病医院
进行康复性治疗。

6月 22日，记者见到的刘五申，已经是一个
白白胖胖的中年人，头发微白，衣饰整洁，眼被
笑容挤成一条细缝，与记者交谈时口齿清晰，时
常有成语蹦出，俨然有乡村教书先生之风。

“天壤之别。”刘五申这样形容自己的变
化。为了佐证，他掏出身份证，向记者展示自己
下山时的形象。照片上的刘五申瘦骨嶙峋，怒
目圆睁，似乎在发出愤怒的嘶吼。

“当时为了给我办身份证，几个人按着我照
相，我极力挣扎，大喊大叫，才有了照片上的形
象。”刘五申解释，“这还是他们给我理过发、刮
过胡子才照的，当时的我确实像个野人。”

刘五申说，他对现在的日子很知足。村里
免费为他新建了房子，还专门为他安排了公益
性岗位，做村庄保洁员，一个月 700块钱工资，
加上低保、养老金、土地流转、光伏补助等各种
收入，一年下来能挣两万多元。

从疯癫到清醒，从“野人”到常人，从与世隔
绝到融入社会，刘五申的命运转折，是个人的幸
运，是乡村的复苏，更是脱贫攻坚在这个时代散
发出的璀璨光华。

时代光华笼罩之下，雷洞村每个人的生活
都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王黑孩靠着民宿分红实现了脱贫摘帽，一贯
热心肠的他现在有了新身份，成为村红白理事会成
员，整日在村里东奔西走，倡导村民破旧俗、树新风。

曾经过年时都吃不起一个荤菜的徐国民，
如今住上了整饬一新的房子，每年收入都在一
万元以上。他说，他知道是谁让自己过上了好
日子，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共产党的好。

回到家乡的雷永旗，决定不再外出打工，正
信心十足地参与雷洞民宿小院的建设。

三年驻村工作结束后，表现出色的薛斌伟
在乡亲们的挽留中，经上级部门批准，成为襄城
县唯一留任的驻村第一书记。

滴水穿石，久久为功，一个小山村的脱贫故
事，一群人的命运转变，一场誓教日月换新天的
接力攻坚，最终被提炼成一串具有历史意义的
数字：截至 2019年年底，雷洞村 285名贫困人
员全部实现脱贫，村民人均纯收入从2014年的
2100元增至2019年年底的1.2万元。

这些枯燥的数字，被那位襄城县词作者许
会锋幻化成美丽的诗篇：

石桌一壶茶，

采摘夕阳下，

多少向往踏寻这世外的潇洒；

房前葡萄架，

屋后土鸡鸭，

欢乐洋溢农家院客人遍天下。

你的古色古香醉了一路的步伐，

你的古风古韵美了一生的牵挂，

一份休闲勾勒描绘一幅田园画，

幸福时光萦绕古村的人家。

歌声里的雷洞村，安静祥和，风光无限。

现实中的雷洞村，希望在望，未来正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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