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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的甜香直达内心（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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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黄河，浩浩荡荡，奔流到海，不舍昼夜。
一泻千里的黄河在三门峡渑池县奔腾而

过，留下了早期中国一缕文明的曙光。
99年前，1921年的春天，在渑池仰韶村南

的一片断崖上，43岁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意
外发现了含有石器和彩陶片的地层。首次发掘
就证明，在这个中原村庄的地下，存在着距今
7000—5000年间的史前文化。

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个考古专业词汇“仰韶
文化”诞生了，渑池县仰韶村自此名扬海内外。

时光流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渑池县的又一个乡村走出了大山，走进了
国人的视野，走进了万千游客的心中。

四龙庙村，一个如珍珠般镶嵌在豫西大山
深处的美丽乡村、魅力乡村，开始和仰韶村一
起，辉映在生机盎然的中原大地上。

地处深山中的这个乡村是如何快速崛起
的？拂来春风化作雨，脱贫攻坚，是这个乡村破
茧成蝶的密码。

小山村静卧云深处
遇春风旧貌换新颜

沿仰韶村向北而行，群山连绵，峰奇石怪，
白云缭绕，涧幽谷深，一条山路盘旋而上。越野
车在崎岖山路上起起伏伏，如同漂浮在绿色的
海洋间。

树木葱茏，满山尽是天然野趣。鸟在林上
盘旋，在石头上蹦跳，忽一阵，惊翅而飞。山岚
随云岫袅袅而生，阳光随清风翻卷，投影在叶片
上，哗哗啦啦点染起了整个春天。

段村乡四龙庙村，就在那大山深处。
山间植被茂盛，处处被绿叶覆盖，从山顶向

下望去，27平方公里的小山村若隐若现，一下
子竟看不清楚小村的踪迹。

村落依山而建，地势南高北低，村北，有河
流依村而行，村南，有山势延伸而去。

四龙庙村像个盆景，或是雕塑，在午后的光
影里。

一阵小雨洒过，满街滋润，清清爽爽。谁家
的架子上，红红的西红柿挂满了水珠，摘下一个，
湿润润咬一口，酸酸甜甜。一条小狗从一个墙角
钻了出来，向空荡荡的街巷扫了一眼，忽而就消
失在了街道的尽头，像突然发生又从未发生。

有的房子上长了一层深厚的苔，太阳将一
棵树打印上去。一座屋挨着一座屋，在这山里
就有了意味。那是一幅画，挂的时间久了，来个
人就稀罕，脚步随着稀罕去。

一位老人走过来，80多岁了，一辈子没出
过小村庄，守着一山青翠。村里人说，老人常常
坐在崖头，像一块石头，喜欢一个人静候夕阳，
看云卷云舒。

村中央的大槐树，老树虬枝，枝繁叶茂，五
六个鸟窝传出一长串欢快的鸣叫。

院落整洁，几头老牛，一群小鸡，还有房前屋
后几方油绿的菜地，山野间的一切，生生不息。

在四龙庙村起伏连绵的丘陵上，是一片片的
柿子林。暮春里，绿茵茵，树枝间的叶柄上，细碎
的黄花像小手在摇曳，随风飘散着淡雅的清香。

若到了农历八月，红透了的柿子，像挂着一
树树的红灯笼，满山满岭。夕阳西下时，那一树
树金色火焰般的艳红，让人不由得放慢脚步，驻
足观赏，心生欢喜。一直到下雪天，树叶落净的
时候，那高高的树梢上还会挂几枚红透了的柿
子，留给过冬的鸟儿做口粮。

这是何等的一幅丰收图？仅仅想一想，就
让人充满憧憬和向往。

老柿树无言空寄望
苦日子如影长相随

四龙庙村的山上，有一棵老柿树，枝叶茂
盛，年年能结柿子500多公斤。

它在风雨中站立了近 300年，成了一处风
景，一个图腾，让村民仰望。

有一段时间，树的身上挂满了红布条，村民
们来到树下烧香，祈愿，祈祷好日子早点儿降临。

年年盼，月月盼，天天盼，老柿树依旧无言；
围绕在它身边的村民，还是逃不出两个字：贫困。

全村1366口人，10个村民小组，18个自然
村，村民散居在“七沟八疙瘩”的山间。耕地也
在山上，亩产最好的收成也就是二三百斤，一年
下来，只有可怜巴巴的300多块钱。

山货倒是有，野生柿子、花椒、连翘……村民
常常零星采摘一些下山卖，但也卖不了几个钱。

贫困，仿佛在四龙庙村扎下了深根，怎么也
拔不掉。村民们就在贫穷中窘迫度日。

李拴军，51岁，妻子患了肝硬化后，一直没
钱治病。2012年，眼瞅着两个孩子分别上了初
中和大学。2015年，妻子因为肝硬化导致的脾
脏增大及胃底静脉曲张，进行了胆囊和脾脏摘
除手术，前后花费 8万多元。术后又一直处于
药物治疗期，每个月药物费用在900元左右，一
年下来超过万元；李拴军还要分担父母的住院
费用。一年算下来，家里的费用近3万元。

远亲近邻，他挨家去借钱，外债越发堆成了丘
陵，堆成了山。妻子常常半夜醒来，哭湿了枕头。

家徒四壁，住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李拴军经
常唉声叹气。

51岁的王爱军，也有点儿命苦。1987年，
教书的父亲因为车祸不幸去世，家庭顿时失去
了经济来源。弟弟要上高中，妹妹需要照顾，无
助的母亲要担负三个孩子的上学和家庭开支。
17岁的他，懂事地踏上了打工路。可他身材瘦
弱，没有学历，只能在建筑工地上干一些零星小
活儿，东一天西一天的，不停换地方。

李拴军和他生活的四龙庙村，是乡村的苦
楚，更是政府的牵挂。

村民们期盼着：好日子啥时候能降临？
2014年，中国开始全面部署和实施精准扶

贫战略，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家庭被纳入国家档
案和国家关怀。

精准。这两个字蕴含着太深的涵义。社会
的变化、思想的深化，都是一个由粗放到精准的
过程。比如，过去对于像李拴军、王爱军这样千
千万万的贫困户，政府一直在帮扶，社会也在帮

助，可一直没有彻底解决他们的贫困。也许，他
们的贫困都是一样的贫困，致贫的原因却各有各
的不同。精准扶贫，才是彻底消除贫困的钥匙！

走出山山民开眼界
回到乡乡里生“黄金”

上了年纪的村民们说，山上老柿树的身边，
也曾经有过大片大片的林子，各种各样的树木。

其实，仰韶柿树有 2000年的栽培历史，结
出的柿子个大味甜，肉细汁多，状如牛心，又被
称为“牛心柿”。晒成的柿饼，外白如霜，内似红
糖，声名远播。明、清两代，柿饼就曾作为贡品，
进奉朝廷。

仰韶“牛心柿”的主产地，在渑池县段村、南
村等乡（镇）一带，海拔在600—2000米，属于温
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太阳辐射量大，
昼夜温差大。那一带土壤类型为红黏土，中性
偏酸，非常适合柿子树的生长。天时、地利的自
然因素，造就了仰韶“牛心柿”的优良品质。

山野上散落的花椒树，是村民的宝贝，摘下
花椒就能卖点儿钱。

清香四溢的小花椒，一直是中国人热爱的
农作物。最早的文献记载出现在《尔雅》上，被
称为“檓”或“大椒”。《楚辞》中也有记载：“椒，香
物，所以降神。”或许，人们觉得它满身是刺，果
实味道奇特，便有了敬畏之情，恭恭敬敬摆放在
敬神的供桌上。在古人看来，香气，大约是给神
灵最好的礼物了。

连美丽的洛神，也曾走过飘着浓郁花椒香气
的小路，曹植名篇《洛神赋》中就有：“践椒涂之郁
烈。”花椒在中国古代诗词中被演绎得气象万千。

守着金山要饭吃？不服输的山里人，梦里
都想去寻找一束光亮。

牛心柿子树适应山地，寿命长；花椒树耐
旱、耐瘠，产量高，价格不低；连翘在肥沃、贫瘠
的土地、悬崖、石缝处都能生长。想办法把它们
引下山，大规模种植，一定行！党委、政府都在
为四龙庙村脱贫致富想办法、找出路。

但是村民却议论纷纷：“不中不中，咱村老
几辈都是种庄稼，地里栽上树，人吃啥？”“咱卖
不出去咋办？”

乡亲们穷怕了，不愿意拿养家糊口的一亩
三分地去冒险。

村委会向群众解释：“乡亲们，大家放心，技
术有人来教，销售由村委会统一签合同。一句
话，咱只管种！”

村民更是激烈反对：“只管种？前些年村里
让栽苹果树、红果、桐树、杨树，苹果树长得老高
呀，苹果结哩还没核桃大，喂猪猪都不吃，最后
只好把树砍了当柴烧。”

“苹果树还能烧火，花椒树浑身都是刺，烧
火都扎手。”

村民也不相信种柿子能致富。
柿子，也是陕西省富平县的特色产品，村民

通过制作柿饼发家致富。段村乡乡长侯建星是
铁了心要种柿子，2009年秋天，他组织几个村
的村民到富平县考察，让群众看看柿树怎么栽
成林，柿子怎么能致富。

密密层层的红，渲染着一川秀色，柿树林一
望无边，累累硕果缀满枝头，球形、扁桃或近似
锥形、方形，柿子形状不同，浅橘黄、深橘红，柿
子的颜色各不相同。

亲眼看到成片的柿子树和柿子产业时，村
民又惊又喜。王恒祥回来逢人就会说：看到人
家做得确实不赖，咱还有啥说嘞，回来就种呗。
一传十，十传百，村民们渐渐打消了一些顾虑。
但是担心又来了，万一赔钱了怎么办？

村委会一合计：先把买树苗的钱垫出来，免
费分给大家。

树苗买了，村干部不厌其烦，天天在村子里
无数个来回，挨家挨户去跑，逐一去动员，还到
地里帮他们干活。终于，家家实现了种植三个

“1”：1亩牛心柿、1亩花椒、1亩连翘。

牛心柿红透千家院
小花椒香飘万户厨

柿子由小到大，由青变黄，每一个点滴细微
的变化，都让人牵肠挂肚，修剪、施肥、打药，技
术人员教得详细，村民学得认真。

秋色浓如酒，红叶映碧波。田野上，山坡
旁，一棵棵柿树，撑着密密的树盖，枝干上满是
牛心一般的大柿子簇拥着，如同燃烧的火炬，绵
延而去，红遍山村。

家家户户的院落中、道路边，散落的大柿子
仿佛秋天的童话。100万公斤的果实，吸引着
蜂拥而至的客商，1公斤柿子被卖到7元。这几
年，村民还搭乘上“电商”快车，“养在深闺”的特
色农产品，远销各地。

果实的甜香直达内心。3年后，经济效益让
持观望态度的村民眼前一亮。村民二话不说，
家家种下了花椒和连翘。

坐在李拴军家的院子里，他停下了手里的
活儿，打开了话匣子：“被识别成了贫困户以后，
一家人得到政策补贴，享受到了易地搬迁政策，
按每人 25平方米标准，一家 4口搬进了 100平
方米的新居。老婆慢性病购药享受减免政策，
每月最高报销有400多元。大妮硕士毕业后在
郑州上班，年收入在 3万元以上，儿子正在读高
三，享受国家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另外，俺两
口每个月还能有500元的公益岗收入。”

他说：“村委会干部免费提供柿子苗、花椒树
苗，鼓励发展产业。村里每年免费举办柿子、花椒
管理培训班，教我们咋修剪，咋防治病虫害。我们
参加培训，每人一天发30元的培训补助,大家积
极性可高了。秋天卖柿子、花椒的时候，村委会和
结对帮扶单位能找到好多客商上门来收购。我们
的柿子、花椒和连翘，一点儿也不愁卖。”

2016年，李拴军种下牛心柿11亩、花椒 10
亩、连翘50亩。按照政策，贫困户发展花椒，每
亩可获得 400元的补贴，他新发展的 6亩花椒，
一次性享受到2400元的补贴。

2019年，他的家庭收入达到5.6万元，人均纯
收入1.4万元。他说：“今年总收入预计能达到8
万元左右，我不光是脱贫了，还是农业发展大户。”

瘦弱的王爱军不再外出打工，发展了牛心
柿 16亩，连翘 50余亩，年收入达 10万元以上，
还在县城买了一套房。

“你给咱村牛心柿饼做出品牌，那才算是个有
本事的人。”在弟弟的建议下，王爱军在村里成立
一个牛心柿专业合作社，带动110余户农户致富。

“家家有园子。”张东堂说：“这些产业，肯定
能保证老百姓 50年内不返贫，2020年，全村人
均收入将达到 1 万元。靠打工，老了怎么办？
这些树，是致富树，也是养老树啊。”

渑池县委书记杨跃民说，四龙庙村的故事，
诠释出“精准”二字。渑池县确定了以“双椒一
药”（花椒、辣椒和以丹参为主的中药材）为主导
的扶贫产业，注重精准扶贫，“龙头企业+贫困
户”“合作社+贫困户”“基地+贫困户”等模式，
确保产业扶贫效益稳定，贫困户收入稳定，贫困
村集体经济有保障。

从渑池县一路向西，沿 310国道行驶 15公
里左右，是大片大片的金银花，好似绿色的长
龙，在层层山坡上回旋，那是英豪镇水源村的千
亩金银花基地。

英豪镇引导全镇 11个村群众种植金银花
5000 多亩，成为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导产
业。镇长张文扳着手指算了一笔账：“种植 3
年的金银花，平均亩产鲜金银花 1000 斤，全
镇 5000亩就是 500万斤，按每摘 1斤金银花 9
元，付给群众的劳务费就有 4500 万元，仅此
一项，对群众增收致富的带动作用就非常明
显。”

漂流游延伸产业链
田园趣开拓致富路

初夏的太阳透过云层，洒几缕金光在苍山
间，远山如黛，层叠相连。

素有小龙门之称的渑池石门沟，就在段村
乡境内。石门面西，宽三五丈，长二三里，百丈
悬崖耸峙，飞鸟盘旋，峡谷内碧水缓流，鱼翔浅
底。《渑池县志》载有唐代诗人骆宾王的一首诗
《过石门》，诗曰：“层岩远接天，绝顶上栖烟。松
低轻盖偃，藤细弱钩悬……”

北宋时，欧阳修门生、渑池县令徐无党，听
说这里“人迹之不可到”，非常好奇，带人来探
秘，写了一篇《小龙门记》。按照他的记录，山涧
有一条小路，“两岸皆石壁峭立”，“行约五十里”，

地势陡峭，水流湍急，怪石嶙峋，又前行一段，看
到了桑树、枣树和几户人家。他想追根溯源，追
问小村落的来历，人们却什么也说不清楚。神秘
莫测的小村落，就是中国传统村落赵沟村。

一条畅通无阻的乡间公路，连接起了小龙
门、赵沟村和四龙庙村。

四龙庙村紧临大峡谷，抬头仰望，便是一线
天上的行云流水。

能不能让更多的人来感受这一片神奇之地？
2008年，村支部又提出一个大胆的规划：

开发漂流项目，发展旅游产业，带动消费。
村民不理解，有人问他：“咱光这花椒树、牛

心柿就够吃几十年了，你们折腾那干啥？”
支书张东堂说：“乡亲们，咱不能只图个温

饱就满足现状啊。修大坝能蓄水，能漂流，又能
浇田。修建观光园采摘园，每年还能吸引不少
游客。大坝建成后，还能带动村里产业链，门口
销售土特产，发展农家乐，农民就业也有活儿干
了，奔向小康就在眼前……”

2008年，经县里牵线搭桥，四龙庙村与郑
州市一家公司联合投资了石门沟漂流项目。
2009年，漂流项目建成，谁知，一场洪水冲毁了
刚刚整修过的河道和游客服务中心。

在村委班子的努力下，2014年夏天，重建后
的漂流项目盛大开业，当年就吸引了不少游客。

四龙庙村活跃起来了，小商贩 30多户，农
家乐宾馆 3户，短短几年，漂流项目共接待游客
20余万人次，45个村民有了固定职业和收入，
村集体每年有了 2万元的收入。做了漂流管理
员的村民王松林说：“俺一天工资 100块，没有
这个好办法，咋会有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啊。”

2014年，采摘园种下3000亩樱桃，5000亩
核桃，当年就吸引县城及周边市县游客，有 200
多名村民到园里工作，每人每年收入2万元。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
的乡村建设田园综合体。他们又从山西引进一
个集果园、冷库基地和柿子醋基地于一体的立
体农业生态观光项目。投产后，千余名村民人
人有工作，户户可分红。

一个集种植、加工、观光于一体的产业链，
在四龙庙村成型、拉紧。

张东堂率众刨穷根
玫瑰谷激流唱欢歌

水泥路弯弯曲曲，小路的一侧，有一个上世
纪 80年代建成的农家院，虽然整洁有序，但青
砖包围的土坯结构，还是呈现着老旧的气息,那
是四龙庙村党支部书记张东堂的小院。

他家的堂屋里，只有长条桌、矮板凳几样能
数得清楚的简单家具，最醒目的，是茶几上那些
大包小包的药品，小心打开数了数，竟有 20多
种：有治疗心脏病的，有降压药，有调理肠胃功
能的，有治疗失眠的……跟癌症抗争了 10 多
年，张东堂的身体有些虚弱。以前，这些药他一
天吃5次，现在需要吃6次。

一位 66岁的病人，怎么就成了全村人的主
心骨？

张东堂说：我一直记着乡亲们的恩情。
49年前，1970年冬天，四龙庙村敲锣打鼓，

为两个参军的娃娃送行，17岁的张东堂就是其
中之一。

山路十八盘，崎岖二十里，乡亲们敲锣打
鼓，把他们送到了乡里。走累了，张东堂的二叔
顺手从怀里掏出个黑窝窝头，从地上拢起一把
雪，就着吃了起来。

“当时我的眼泪就出来了。”张东堂说。等
到人群渐渐远走，张东堂向着四龙庙村的方向，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冲着巍峨的韶山发誓：

“等我从部队回来，一定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
子，吃上白馍馍！”

1977年，带着 5张嘉奖令和2套旧军装，张
东堂踏上了回家的路。

大山深处，有一条曲曲折折的黄土路，一路
走来，满面尘灰。

家乡还是老样子，村民点着煤油灯，走着盘
山小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

张东堂心里沉甸甸的。军人和党员两个关
键词，在张东堂身上融合了两种力量，他决心和
四龙庙村紧紧捆绑在一起。

修路、引水、通电，村里的条件一步步得到
改善，张东堂成了村民的“定盘星”。

1978年，他从民兵连长开始，文书、会计、
村委会主任、村支书干了遍。2009年四龙庙村

党支部换届，他再次以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谁也没想到，张东堂健壮的身体却亮起了

红灯。他时常感到腹痛，同时伴随着尿血。村
里一堆事儿等着他，夏忙种，秋忙收，冬天来了
忙防火，张东堂就是想不起来去看病。

2009年春节临近，肚子疼得实在受不了，
他才去医院做检查，很快，被确诊为膀胱癌晚
期。医生说得赶紧做手术，如果情况好，还能活
个三五年。

那时，四龙庙村的漂流项目河坝正在合
龙。张东堂放心不下，把手术的日子一拖再
拖。河坝合龙后的第二天，他倒在了病床上。

手术4个多小时，他昏迷了三天三夜。一间
小病房里，挤满了来看他的人，眼圈都是红红的。

40天后，张东堂带着尿管出院了。这个从
来什么都压不倒的中年汉子，已是骨瘦如柴。
但他还是操心，这家柿子的疏果，那家花椒的灌
溉，从产品的销售到资金的回笼，从贷款的落实
到旅游项目的开发……

2014年夏天，为了赶上重启的玫瑰谷漂流
项目剪彩，张东堂赶了100多里盘山路，摸黑回
到村里。村委会主任陈宝松看到他，大吃一惊：

“你不在县医院住院，跑回来干啥？”
张东堂皱着眉头说：“咱们村这么大的事

儿，我得站出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
张东堂头上的汗珠一层又一层地往外冒。

别人以为那是热的，只有陪他到医院的村民王爱
军知道，那是疼的，张东堂的身上还挂着引流袋！

“药只能止疼，工作才能救命。”每天，张东
堂都在后山上转转，村里还有21户未脱贫的贫
困户，为他们发展的有 44.5亩花椒和 11.2亩牛
心柿，他牵挂着贫困户的那些“养老树”。

他的无私和忘我赢得了乡亲们的尊敬，也
赢得了政府的肯定！张东堂荣获2017年“全国
精准扶贫带头人”，2018年全国“最美退役军
人”，2018年“河南脱贫攻坚奖”“十大出彩河南
人”等荣誉。

“一抹红”踊跃解民困
党支部坚定筑堡垒

阳光清透，村落无声。道路两旁，绿树掩映，
遒劲的枝干自在舒展，绿色的枝丫带着欣喜。

四龙庙村的小路上，经常会见到佩戴党员
徽章的人，“一抹红”在村子里格外明显。

“我是把当兵时连队党支部建设的方法搬了过
来，大家都服气。”张东堂说，四龙庙村委班子建立
重大决策村民大会制度、村民对党员定期评价制
度、村委24小时值班制度，常年坚持，雷打不动。

“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有的孤
寡老人生活艰难，党员干部主动承担起了照顾
的责任。有的老人去世后，身边无子女，几名村
干部同时为老人安葬送终。留守儿童、老弱病
残、婚丧嫁娶……谁家有难事操心事烦心事，村
委会尽力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帮助。

“有困难找党员”是村民的口头禅。那年 9
月，王茹燕在山上采药时，一不小心，突然遭遇到
被群蜂蜇咬，顿时昏迷倒地。被人发现后，火速
打电话给村委会主任陈保松。陈保松开着自己
的面包车，风风火火把王茹燕送到了40公里外
的渑池县人民医院。村民转危为安了，陈保松多
了一个承诺，他说，村子离县城太远，以后谁家有
事就来找他，他免费接送。看到一些村民办理低
保还得跑到乡街道上去复印身份证时，他索性买
了一台复印机，无偿提供给村民使用。

渑池县委宣传部部长石线伟说，四龙庙村身
居大山，离县城很远，离党组织却很近，在党员管
理上，村党支部摸索出了一套独到的“五字经”模
式：学、建、联、管、干。学是党员定期学习党规党
章；建是建立廉政、财务、党建等制度；联是每名
干部联系3个贫困户，每名党员联系1个贫困户；
管就是管帮扶、管服务、管致富；干就是带头干、
主动干。村委班子把双脚扎进了泥土里，在群众
心中架起了传递党和政府温暖的桥梁。

20多年来，四龙庙村没有上访，更没有刑事
案件，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采访结束时，特意绕道仰韶村，再次看到令
人神往的彩陶。

月牙纹、花瓣纹、鱼纹、波折纹和几何图形
纹……仰韶的红陶，浮现出神秘的纹饰，好似文
明的密语，在轻描淡写间，传递着中华文明悠远
的信息。

远古与现代，仰韶村与四龙庙村，共同的富
裕与和谐，在花开花落间，悄然发酵、成熟。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