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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角树下皂角树下

自从老皂角树根部扎上了木栅栏，栅

栏里那块裹着老根的土整天都是湿洇洇

的：不管是皂角广场的保洁员还是古树堂

的管理员，瞧见树根部地皮干了，都赶紧把

水管拉过来浇上一阵子。

和中原乃至中国的乡村一样，庙荒人

最在意的东西有两个：一是祖坟，二是祖

宅。不管你官有多大、钱有多少，每年清明

节都要回家上坟、十月一要给先人烧寒衣

的；自家分到的老宅，哪怕几十年不住人、

即便房倒屋塌蒿草过人，他的就是他的，别

人动不得。

今年“五一”节前，庙荒村铁犁寨自然村的

张老板从太原回来了，才做了眼睛手术没多

天、还用纱布捂着一只眼睛的郁林英带着村干

部拿着皮尺、本子来到了张家。

铁犁寨自然村整体提升改造的时候，

张老板从爷爷那一辈分到的老宅荒芜很久

了，打电话给张老板，张老板就一句话：“我

的祖业谁都不能动！”

“过了春节，我去了一趟太原，见到了张

老板。他见老家父母官来了，召集了商界有

头有脸的朋友请我吃饭，坐到桌上我刚想开

口说事，张老板凑我耳朵根说，在太原咱只喝

酒，回庙荒了再吵架，不能让山西人笑话咱河

南人！”郁林英说。

事情很快说好了，张老板要立即按规

划翻盖房子，铁定要归乡养老。

乡村振兴、乡村重生，除了基础设施建

设，活力是人。把人的思想激活了、积极性

调动起来了，群众从被动变主动了，乡村振

兴的路就通了。

45岁的莫永香是庙荒村史家庄村民组

的，这个过去只会围着锅台转的农妇现在在

村口儿童游乐场出摊卖烤面筋。

“行啊，平常一天能挣三五十元、百儿

八十块钱，周六周日一天松松地挣200多

元呢！”莫永香即便和陌生人也是一脸笑

意，有亲人般的真诚。

之前的莫永香是个未开口就脸红的闷

葫芦，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有嘴哑巴”，村里

组织去山西袁家庄等地美丽乡村参观学习、

开眼界的时候，郁林英拽住她，逼着她说

话。庙荒村举办春节晚会，郁林英专门让组

织者给莫永香安排个角色，让她参演《四个

老婆逛庙荒》。

仍旧是这个莫永香，但又完全变了样：

胆大了，嘴巧了，干事了，挣钱了！

引子

太行山的夏苍翠欲滴。

皂角沧桑地挂在这棵已经有1200年

树龄的老皂角树上，皂角独特的紫黑映照

着庚子年五月的新叶，山风一吹，新叶拍

打着那老皂角，唰唰唰！

中国的山脉多为东西走向，南北走向的

太行山是个例外。十分任性的太行山把黄

河逼得从内蒙古掉头向南，在地图上呈现一

个曲折的“几”字。

太行山绵延到河南境内的林州依然

孤傲地昂头向南，山的东侧，有个800多

口人的村：林州市黄华镇庙荒村。

这棵老皂角树见证了庙荒村300年

的村史，更见证了脱贫攻坚以来庙荒村翻

天覆地的变迁；皂角树也因为这个太行山

下的中国乡村从恢复元气到强筋壮骨而

老树新芽、枝繁叶茂。

中国乡村自有中国乡村的元气，中国

乡村自有中国乡村的样子。2020年 7

月，庙荒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宋朝

8月，皂角已经到了成熟的时节，山

风一吹，皂角相撞，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这哗啦啦的声音对刚刚派到庙荒

村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来说，听出来的

可不是赞歌，反而让人心焦。”陈军说。

2015年8月底，河南省、市、县三级

联动，向全省派出了1.2万名第一书记驻

村帮扶，人数之多、力度之大，史无前例；

按照中央部署，河南打响了脱贫攻坚战。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中的一员，1968

年出生于山东沂蒙红色家庭、曾在安阳

部队服役的安阳市扶贫办干部陈军，此

时，到林州市黄华镇扶贫开发建档立卡

贫困村庙荒村上任了。

“8月31日到村，我第一个要解决的

问题就是刘柯的上学问题。”陈军说。

1996年出生的刘柯正捏着华中科技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为学费犯愁，刘柯的

父亲刘志明患有精神疾病，不犯病的时

候出力挣钱都没有什么问题，一犯病挣

来的钱根本不够看病支出；刘柯的母亲

李荣梅过分瘦小，丈夫长时间患病的熬

煎也使她心灰意冷。

9月1日，郁林英带着陈军推开了刘

柯家的门，刘柯的父亲满面兴奋地夸奖儿

子“有出息”的话扫不去李荣梅凑不齐学

费的满脸愁容，刘柯更是几乎没有抬头的

勇气：“我也考虑放弃去学校报到了。”

当天晚上陈军就回到安阳，向安阳

市扶贫办主要领导汇报了情况，同事们

当场表示，每年捐出5000元，帮扶刘柯

到本科毕业。

2020年5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刘柯还没有到武汉上学。已经是华中科

技大学动力机械工程硕士生的刘柯上完

了网课，和妈妈李荣梅一起在给自家大

门外墙边花坛里盛开的月季花浇水。

“我爸爸的情况现在好多了，前一段

时间他跟大伯去湖南打工了；村里给我妈

妈安排了保洁员的公益岗，一个月也有几

百块钱的收入。根据我学的专业，毕业后

想回河南，到汽车制造厂工作。”刘柯说。

普通的农家院被李荣梅收拾得一尘

不染，放在墙边的几片太行山红石板都

干干净净的。

“孩子的事我基本不操心了，还是担

心他爸的身体！”李荣梅说，每天晚饭前

后，她都要和远在湖南的丈夫微信视频。

“那里的环境可好了！”李荣梅打开

手机播放了一段视频，“你看，这是湘江，

多美！”

李荣梅的手机里下载有学习强国

App。她是党员吗？

“不是呀，我看俺郁书记他们都在学，

我就让人帮我下载了一个，上面好多东西

过去都不知道，我没事了就去答题，你看

看，我现在已经学了17145分！”李荣梅

说，儿子已经在2018年入党了，是党和政

府救了他们这一家，她知恩更要报恩！

陈军初到庙荒村的时候，全村共有

贫困户128户291人，到2020年5月，全

村只剩下了贫困户3户4人。

陈军想要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乡村。

老皂角树腰身处长成的“象头”树瘤的

眼睛里，日日都有陈军在树下徘徊的身影。

走遍了庙荒村的7个自然村、5个村

民组，把所有人家的门槛都踏了一遍后，

并不擅长文字写作的陈军在2015年10

月22日拿出了一份万字的庙荒村社会经

济发展调研报告，10天后，经林州市扶贫

办和庙荒村党支部充分酝酿讨论成型的

“庙荒村2016年到2018年社会经济发展

规划”出台了。

“庙荒村确实很尴尬的。背靠太行

山却没有旅游资源；尽管是人工天河红

旗渠唯一穿过的村，却少有亮点，连个优

美的传说也没有；发展农耕吧，地少不

说，一年就种一季玉米！”郁林英说。

但面容黝黑、光头、壮壮实实的陈军

的到来，激发了郁林英让庙荒村改头换

面的信心。

“真开始推进工作的时候我才知道，

庙荒人的那个太行山犟劲用好了是动力，

用不好就会成为工作的阻力！”陈军说。

村中的那棵老皂角树早已被庙荒人

神化为“皂爷”了，村中无论大人小孩，每

年只去捡拾被风刮掉的皂角，从来没有

人敢爬树或者用棍子去够。

“最初整理皂角广场的时候，老皂角

的树洞里有一棵桐树，凭我怎么说，一圈

人谁都不近前去拔掉它；任凭拖曳很低

的皂角树枝打脸，村里人也不会去剪掉

树枝；平常小孩子要去拽一个树叶，必定

挨大人的一顿训斥！”陈军说。

政府花钱办好事，村民不承情；开展

工作有阻力，怎么办？村党支部组织庙

荒人开始在老皂角树下开会。

大家想不想把日子过好？想！街道

要不要整修硬化？要！街上的厕所能不

能拆？能！垃圾桶让不让放？让！天然

气想不想入户？想！通自来水方便不方

便？方便！街上的石头蛋子粪堆要不要

清理？要！以上这些改造项目到你家门

口还挡不挡了？不挡了！

农民有农民的行事方式。开会的村民

相互使个眼色：我们说的话“皂爷”听着呢！

郁林英当了20多年村干部，知道村

民想的啥，明白如何安抚他们的情绪；加

上陈军这个外来的“黑脸包公”，庙荒的

事真都做成了。

街道、墙面、停车场、公厕、标注了长

度的步道、广场、指示牌、图书室、光伏电

站等相继改建完成，整个庙荒村在短短

几年的时间里，旧貌换新颜！

鸡犬之声历来被视为中国乡村的标

配，但这棵老皂角树下的庙荒村似乎自古

就少有这些乡村式的“鸡犬不宁”。

72岁的村民刘明生珍藏了一本1980

年出版的《林县志》，林县就是今日的河南

安阳林州市。全村唯一的一本被雨水或

者是汗水部分打湿过的地方志上，关于庙

荒村仅仅很让人失望地标明是一个有着

很别扭村名的村而已。

300年前，刘姓人家的弟兄几个随母

从外地迁到这里，南、北相对平坦富庶的

地方早已经有了桑园村、方止村；只剩下

这更靠山、更缺水的地方才能安身立命。

庙荒村指的是庙荒行政村的中心村，

除了这个中心村外，还有铁犁寨、孤石上、

观霖沟、史家庄、籽重队以及小庙荒共7

个自然村。

无论是中心村还是行政村，庙荒村的

历史可以用一个字来写：穷。

穷到什么程度？没有鸡鸣狗叫。

“这些年为保护红旗渠沿岸的生态环

境，养殖业基本上算是取缔了；推进这项

工作的时候，庙荒村阻力不大。从我知道

这个村、嫁到这个村，村里的养殖业就没

什么规模。”1967年出生的郁林英是省人

大常委会常委、庙荒村党支部书记。

庙荒人原来也养鸡，小鸡娃长大能分

出公母后，家家都要立即卖掉只吃食不下

蛋的小公鸡，只留会下蛋换盐的母鸡继续

养：村里每人平均不足半亩瘠薄山地，出

产的粮食连果腹都很困难，如果为听鸡鸣

而养下公鸡，是傻子。

“养狗的几乎没有！”刘明生说，养狗

干啥？看家！家徒四壁，有啥好看的！咋

说狗也是张嘴货，总是要吃东西的吧！

村中年长的人的记忆里，只有已经去

世的老村医刘新喜养过一条狗：当医生的

可能有俩钱吧，能养得起！

刘新喜的孙子刘炳樟并不认同村中长

辈的说法：当时三里五村只有爷爷一个赤脚

医生，老人生病、媳妇分娩，不论时辰爷爷必

须随叫随到，三更半夜、风高天黑、大雪封

路，那条狗不过是爷爷的一个路伴而已。

2018年春，老皂角树洞里的那棵谁都

不愿意去拔掉的桐树没有再长出新叶；夏

天一到，老皂角树瘤上面的一个小窝窝里

面又长出了一棵太行山上常见的小枸树。

“原来我们在老皂角树下开会推进工

作，有点借题发挥的意思；没想到村里人对

老皂角树居然有那么深厚的感情。”陈军

说，皂角广场完工后，几个老人找到他说，

皂角树的根都是平铺的，现在铺装后会影

响树的呼吸，不能呼吸会把“皂爷憋死”，建

议在石块上打呼吸孔。陈军同意了。

让陈军没有想到的是，施工的村民居

然把这些呼吸孔打成了一组漂亮的图案。

村民自家的事儿，那就更积极主动

到不用任何人去催了。

石晓红是刘明生的儿媳妇，也是村

里有名的巧媳妇，她的丈夫刘宏光从郑州

电业高专毕业后在林州电厂工作。庙荒

村焕然一新后，他们一家人嗅到了商机，

很快就行动起来。

“到庙荒村来玩的人越来越多了，村

里不但没有可供住宿的店，甚至连口热饭

都买不到，如果开个农家乐应该会有生意

吧！”石晓红说，他们在2017年年底开始

改造自己的农家院，设计了6间客房，一

顿能管30个人吃饭，起名“红家乐”。

没有想到“红家乐”2018年“五一”开

业后，假期期间天天爆满！

面对越来越多的游客，郁林英和陈军赶

紧组织人马，在老皂角树下露天开伙摆桌，

每人15元，大锅熬菜随便吃。最多的时候

一餐在庙荒村吃大锅熬菜的有将近300人。

28岁的刘林艳是村民王凤花的老二闺

女，庙荒人都叫她“二妞”，已经出嫁到林州

的刘林艳一直在桂林做小生意，那年“五

一”回娘家看母亲，正遇上老皂角树下熬大

锅菜，嘴甜腿快、干净利索的刘林艳被村里

紧急招来当了几天“店小二”后，见多识广

的她开始与母亲王凤花进行“友好磋商”，

各自投资10万元，很快就把娘家的宅院改

建成了庙荒村第二家民宿“民风小院”。

刘林艳成了庙荒村回娘家就业的第

一人。

2020年“五一”假期，红家乐、民风小

院、友善小院、幸福小院、邂逅驿站、皂角

树下、李园春天、一朵云等庙荒村开门迎

宾的民宿共有18家。

如果说庙荒村的基础设施是乡村面

子的话，一个个农家院的改造逐渐完善了

乡村的里子。

陈军说：具备迎宾条件、正在改造的、

有明确意向要改造老宅的全村还有18

家，要不了多久，庙荒村就会成为别具特

色的民宿村了。

老皂角树西侧是一处闲置的石头民

宅，安阳一家公益机构和村里协商后把这

处老宅改造成了对村民和游客开放的乡

村公益图书馆。图书馆名叫“古树堂”，大

门上的对联是：老树知岁时，名园有天地。

“别说像二妞这嫁出去的闺女回来了，

以前外村的闺女嫁到俺庙荒村，回娘家都

说嫁到桑园村那一片了，要说嫁到庙荒，都

丢娘家的人了！”65岁的刘书吉有一儿一

女，1998年儿子和对象要结婚的时候，对

方提出一个条件，刘书吉必须给小两口在

山下新盖五间房，不能住在庙荒村。

“现在说出来跟听笑话一样，我当时

真给儿媳妇写了保证书，还拿到村委会

加盖了章呢！”刘书吉说，“那些年庙荒村

老公公给儿媳妇写保证书的可不是我一

个，村委会不盖章娘家人还不依呢！现

在好了，房子也盖了、保证也履行完了，

村子一变样，儿子儿媳妇还合计着返乡

利用老宅创业呢！”

“这几年到村里来的人一年比一年

多了，2019年我们接待的参观团、学习观

摩团就有500多个，有时我一天要讲几

场，连口水都顾不上喝。”郁林英说。

刘炳樟没有像他爷爷一样当医生，

他现在是庙荒村旅游公司的负责人。

2018年前后，市里面建议村旅游公

司可以适当收点讲解费，郁林英讲一场

收四五百元，其他同志收200元。刘炳樟

说：“真没想到，2019年光讲解这项收入

就达到了12.36万元，除了村里的其他产

业，我村集体经济收入又开了一源。”

庙荒人没有想到的事接踵而至：资

本进村了。

先是北京一个房地产老板投资几百

万元在村里打造了一处民宿叫邂逅驿

站；而那个捐建公益图书馆的负责人王

锐又从安阳带来了一群学美术的娃娃来

写生，太行山色加上庙荒距离安阳只有

50公里的优势，娃娃们的家长“脑子一

热”众筹30万元在村里打造了一处民宿，

还起了个十分洋气的名字“一朵云”！

如果“一朵云”还有点飘忽的话，耿

和平和谷亚非这两口子可算是上山下

乡、扎根庙荒的新时代“知识老年”了！

谷亚非是个快言快语的女人：“1955

年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主要讨论保卫和

平等问题。我俩都是1955年生，他叫和

平我叫亚非，没想到还成了两口子了！”

两口子退休后住在安阳，闲！偶然的

机会女儿带他们来了一趟庙荒，就惦记上

了这里的乡村生活，再后来干脆拿出平生

积蓄在老皂角树下租了一套闲置民宅，打

造出了档次甚高的民宿“皂角树下”。

“没想着挣钱，投资能不能收回去都

难说呢！”耿和平说，但生活在这里真得

劲！早上散步，山里的空气像放了糖，没

事了往老皂角树下一坐，和村里的老人

拉呱一阵，下下棋、钓个鱼，村里谁家有

喜事了拉他去喝杯酒！

村里人的厚道让谷亚非很震惊：不

管谁家下镇上买东西，都要挨门问问捎

啥不；石晓红从山上挖来的野菜会送她

一把，刘二妞蒸了一锅馒头肯定先给她

端来俩；谁家院子里杏熟了，摘下来的第

一篮子挨门送了尝鲜!

谷亚非说：“我就一直揣摩着，庙荒

这人与人的关系，可能就是习总书记说

的‘乡愁’内涵之一吧！”

庙荒村派来了个第一书记叫陈军

太行山的石头硬又犟

嫁出去的姑娘回娘家就业了

山里的空气像放了糖

胆大了，嘴巧了，干事了，挣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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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皂角树如果有记忆的话，它应该记得：

春节后每天清晨，当白云还在太行山腰缠绕、

露珠还在树叶上滚动、旭日还藏在东方地平

线下的时候，就有一个年轻人匆匆地从它的

身边跑过，沿着新修的山路跑步进山了，而且

几乎是天天如此。

这个跑步的年轻孩儿叫刘国栋，21岁，

是郑州黄河科技学院的在校生，庙荒村人。

在当下半夜不睡、天明不起、拿个手机耍

半天的网络时代，几乎很难找到刘国栋这样

黎明即起、跑步进山的年轻人了！

“是的，我已经坚持很久了！虽然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不能到校，但锻炼身体、

提高身体素质是必须的！”

为啥？

“我要当兵！”

听说刘国栋要当兵，最兴奋的就是行

伍出身的陈军了；一有机会陈军就打听消

息，并且一直在寻找第二个入伍方案：如果

从学校走不了，能否从村里直接入伍。

陈军给刘国栋说：“你一定要当兵，你

爹给你起的名字就是要让你成为国之栋梁

呢！”

村里比刘国栋大了整整70岁的老人

张秋荣，还能经常出门到街上走走转转，她

来到庙荒村也有70年了，多半生都在为一

家人的吃喝操心，唯有这几年出来家门满

眼都是稀罕。

在老太太的眼中，不要说红男绿女了，门

外摆放的垃圾桶一个个都是“好样子”。

郁林英说，91岁的老太太张秋荣在庙

荒村有个很特殊的故事呢！

有年春节，张老太太的后辈几代人几

十口子都回到庙荒村过年了，老太太整日

高兴得两只眼睛都成了一条缝。

天气晴好的那天，全家人要拍全家福，

张秋荣老太太头排中间坐定后，忽然她抬

起胳膊紧急叫停了摄影师的拍摄。

她的孙子们吓了一跳，以为出了什么

大事，当他们围住奶奶细问端详的时候，老

太太伸开了一直握着的拳头，手心里是她

在门外街上拣到的几个烟头，还没顾得上

投入垃圾箱。

历史上的中国乡村，曾经被一些城里

人认为是“愚昧、贫穷、鲁莽”的代名词，而

在经常带孩子来庙荒写生的安阳美道美术

培训机构的老师孟雪看来，中国乡村有无

限的文化深度。

“说个简单的例子吧，青红皂白这个成

语，在城市里给孩子们讲半天，也很难让孩

子对‘皂’这种颜色有确切到位的理解；如

果在老皂角树下来讲‘皂’那就简单了，捡

起被风吹落的老皂角，只需让孩子们传看

一遍就什么都有了。”孟雪说。

除了高高的太行山，西高东低的庙荒

村那棵老皂角树就算高耸入云了，不过弄

不清楚什么时候，村里有了比老皂角树更

高的存在，那就是插在农家民宿二层房顶

上鲜艳的国旗。

73岁的刘来金现在已经干不动修红旗

渠时候的石头活儿了，但被外地在庙荒打

造民宿的一个老板相中，每天去把院子打

扫一下、给花草浇浇水，人家一天给50元

报酬：“可不少了，一个月挣1500元呢！”

有时他陪外来的人逛村，冷不丁他就会

指着一堵石墙说：“这墙，我当年的手艺！”

虽说庙荒村连个像样的传说都没有，

但在陈军的眼里宝贝还是有的：石板、泥

巴、红砖！

村南有户人家2019年冬开始改造自

家的老宅，按照村里的倡议，石头墙、石板

房顶、土坯墙、红砖墙都是必须保留的东

西，但这一家从外面打工回来的俩孩子就

觉得临街的石头墙不够“洋气”，一晚上把

临街的石头墙全部抹上了一层水泥！

“第二天一看，我气死了，把这俩娃儿

叫到大街上，恨不得踢他们两脚！”陈军说。

太行山大峡谷红石板是类似花岗岩一

样的石材，庙荒村不少的房子上覆盖的都

是这种一二平方米的石板，这种石板经历

几十年上百年的风吹雨打，依旧坚硬极少

被风化。陈军说：“不少城里人投宿庙荒

村，就是为了住一次这样的石板房！”

乡村的价值在于发现和挖掘。

庙荒村西的路边有一棵庙荒人谁都叫

不上名字的树，有碗口那么粗。刘来金说，

他们从小到大就没见这棵树怎么长，就因

为不占地方不碍事，全村人基本不搭理它。

“前一段村里来了几个林业专家，看到

这棵树他们都很震惊，认定这是一棵柘树，

木材质坚而致密，木料极其贵重！”陈军说，

当时专家给他说，要好好保护，因为专家跑

遍了河南的山山岭岭，这是他见过的一棵

最大的柘树。

就像这棵被忽然发现的柘树一样，外来

的人流激活了庙荒的司空见惯和习以为常。

水泥糊住了石头墙，专家发现了老柘树

如今的庙荒村充满了闲适。

谷亚非说：城里人大部分都是每周五天

工作制，现在我们村里人基本上都是每周两

天工作制，每星期也就是忙周六周日这两天；

其余的时间基本上是按自己的心意打发！

刘林艳也就是刘二妞，依旧嘴甜、腿

快，客人要在村里吃住，她能带着连看好多

家，直到客人满意为止。

庙荒村那棵千年老皂角树还在努力地生

长、结果，还在注视着、呵护着崭新的庙荒村。

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物质匮乏早已

经成为历史。决战脱贫攻坚，又从根本上

解决了贫困家庭的吃、穿、住房、子女教育、

基本医疗保障等关键问题，物质富足时代

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精神幸福时代，精神幸

福那就是人人有志、人人有智、人人有爱

心、人人有行动！

庙荒的名字依旧叫庙荒，但这是一个

已经进入精神幸福时代的太行山村、中国

乡村。

老皂角树如果有记忆的话

历史上，庙荒村的
狗叫就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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