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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碧水青山、乡村道路通畅整洁、农家小院瓜果飘
香……金秋时节，“望山见水留乡韵”的美丽乡村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城里人度假休闲。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发展乡村旅游不
要搞大拆大建，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
好”，“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
搞活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
国庆假期，记者走访北京、河北、河南等地乡村发现，乡村旅游业的

兴起，让农村变美、令农民致富、促农业发展，激发了乡村振兴新动能。

到“绿海红歌”里感受乡村之美

“别看小孙子才 3 岁，这已是第二次到堂上村看大红旗（党
旗）啦！”3 日一早，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郝红忠带上一家老小 5
口人，驱车前往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他要给刚上幼儿
园的小孙子讲一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故事。

出京城向西，沿着风景如画的 108国道，就可直达群山环抱
的堂上村。

从北京城区到郊区农家，一路随处可见红旗招展，人们脸上
洋溢着欢乐和喜庆。

进入村庄，960 平方米巨幅金属材质的党旗依山而立，鲜红
耀眼，“红色元素”与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交相呼应。几十辆各地号
牌的小汽车将停车场塞得满满当当。

停稳汽车，郝红忠抱着小孙子来到党旗广场。“去年也是 10
月 3 号，小孙子坐在大红旗前拍了张照片，看到的人都说特别
棒，今年我们要再拍一张！”

2006 年，堂上村建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新
馆，开启红色旅游，游客络绎不绝，口口相传，远近闻名。

“以前山上光秃秃，身上黑乎乎。”堂上村党支部书记罗广仓
介绍，过去村里人靠挖煤为生，现如今“绿海红歌”成为新的发展
目标，新的生活模式。

今年 30岁的李晓熙 5年前结束在外打工生活，办起村里第一
个“农家乐”。“山野菜、本地豆角，吃过的都说香！我们家来的大部
分是回头客。”如今李晓熙的农家院，旺季时一天能接待三十多桌
客人，去年收入超过 15万元。

近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被评为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截至今年 8 月底，纪念馆已接待游客 13 . 3 万人次。

农家院里游客多

“前几天全村的民宿都住满了，每天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发
展太快了，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期。”国庆假期的火爆场面，让韩光
莹对发展乡村旅游充满信心。

韩光莹是河南新县田铺乡田铺大塆“老家寒舍”民宿业主。
河南新县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田铺大塆是县城通往许世友将
军故居的必经之路，众多游客会路过此地。

为留住客人，2015 年开始，田铺大塆大力整治村容村貌，发
展乡村旅游。

2016 年初，韩光莹从漂泊多年的韩国归来，把自家旧宅修
葺一新，取名“老家寒舍”，他成为全村返乡创业发展民宿第一
人。“原来就想着离家近，不用外出，挣个零花钱。”韩光莹说，没
想到村庄越来越美，游客越来越多。全村逐渐发展起 11家民宿、
17家创客小店和 2家农家餐饮店。

“以前县城过来只要半个小时，今年国庆假期居然堵车，要

一两个小时。”韩光莹笑着说，这是他返乡创业以来第一次遇
到这种状况，“到村里来的车停都停不下”。

如今，这里既有小桥流水人家，又有工坊、茶馆、礼品店以
及书屋、旅馆、咖啡间。国庆假期，许多城里的游客到此一游，
既能动手体验绣花鞋、鞋垫儿等传统工艺品制作，也能感受田
园风光。

韩光莹正在谋划下一步发展，计划趁冬季旅游淡季，把全
村民宿都“搬”上网，方便游客预订，同时下大力气解决游客吃
饭问题。

田铺大塆是近年来河南新县以红色引领、绿色发展激活
乡村旅游的缩影。

在乡村旅游带动下，2018年 8月，新县成为大别山地区首个
脱贫摘帽的贫困县，今年 9月，新县又成功入选首批全国全域旅
游示范区。

千年乡村古镇的火热复兴

“各位东家、掌柜的一路辛苦，里面请……”随着“大管家”
扮演者赵斌洪亮的开场白，河北省武安市伯延古镇实景剧《商
帮归来》拉开帷幕，把游客带入了 150 多年前伯延徐家庄园的
故事场景。

千年古镇伯延镇，地处河北省武安市城南。在这里，有
150 多座清末老宅院。这里曾发生过“以县立帮”的商界传奇。
但多年来，这些古朴精美的老宅少人问津，日渐萧条。

68 岁的徐九成说，他之前搬出去的宅子是清朝末年时修
建的，几年前回来看时，杂草将近 1 米高。

伯延镇党委书记邢晓飞说，武安商人的足迹曾遍布全国
18个省份，武安商帮在民国期间最多达 1950余家，创业故事

不胜枚举。
2018 年 10 月，伯延镇决定利用丰富的商帮文化、古民居

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经过建设修缮，古镇于今年
9 月正式对外开放。

“我做了很多年生意，没想到这千年古镇里还有‘商帮文
化’景点。”从石家庄驱车赶来的李超凡说，他打算在此住上几
天，好好体验武安商帮的“味道”。

为给游客带来更多体验，千年古镇的历史故事还被改编
成实景剧上演，场场爆满。

大饱眼福之后，还要一饱口福。千年古镇的美食文化也非
常丰富。记者看到，1916 年建成的一座徐氏宅院现在被改造
成民间风味“三道饭”的经营场所。“三道饭”是当地祖辈流传
下来的农家席，先上 7个凉菜，再来 1个开席汤，最后上炖肘
子、红烧鱼等热菜。

徐九成住过的老宅子经过修缮，成了旅游景点。他重新回到
这里，每天给游客讲讲老一辈的传奇经历、老房子背后的故事。

据统计，国庆假期，古镇日均接待游客数量约 2 万人次。
“人气”的提升也让村民们收入大涨。村民温卫素原先一天收
入也就 30 多元，现在古镇卖特色小吃，一天至少能赚 200 元。
他说，发展旅游让村民在家门口致富，村里再也找不到“闲
人”了。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全国乡村
旅游总人次达 15 . 1 亿次，同比增加 10 . 2%；总收入 0 . 86 万
亿元，同比增加 11 . 7%。

“绿海红歌”、名将故里、老宅古镇，正成为美丽乡村建设
的一道道风景，让更多的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执笔记者：骆国骏、王君璐，参与采写：余俊杰、李鹏、赵鸿宇）

新华社北京 10 月 8 日电

在魅力乡村“望山见水留乡韵”
国庆假期乡村旅游气象新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岳德亮）从小梦想着走出大山的沈晓琳
未曾想到，3 年前，已成为都市“白领”的她，还会重返农村老家，
和父亲一起开办民宿创业。

“国庆节前两天，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假日模式。”在浙江省湖
州市德清县莫干山镇仙潭村的清栖民宿，沈晓琳正在忙着插花
造型，客人有的在院子里荡秋千、有的欣赏花卉造型、有的交流
着附近的“打卡地”。

每逢节假日，对于沈晓琳来说，都是“累并快乐着”：招待远道而
来休假的客人，会忙得直不起腰；接踵而至的订单更是“甜蜜的负
担”。但是，在家门口赚钱，的的确确是件快乐的事情。

“小时候的梦想，长大了一定要走出大山，所以大学毕业就
留在了城市里工作。”但是，不经意间家乡已经发生了变化，洋家
乐、农家乐等业态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现在我们农村不比城市差，守着金山银山为什么还要到
外面去谋生？”沈晓琳说出了回归“田园”的原因，“在我们村子
里，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已有 100 多人。”

仙潭村党支部书记沈连根说，2018 年来仙潭村的游客达
到 12 万人次，旅游收入 6000 多万元。

这样的乡村，在湖州已经越来越普遍。李志友经营的养鸡合
作社，每年营业额达到 200 多万元，他回乡创业，还带动了周边
十多户农家的转型，引领更多村民走上致富路。而当年初中毕业
后的李志友则是一心想着在大城市闯荡，“根本不想再回来。”

湖州市安吉县天子湖镇高禹村是李志友家乡，因为地理
等原因一直发展受限，甚至被称为安吉的“北大荒”。李志友少
年时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当时只有一条土路，骑自行车必须
带根棍子，用来刮掉车轮上的泥。”

2003 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尤其是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人
心，李志友的家乡生态经济之路越走越宽。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我们村子所有决策村民定、所有讨论
可参与、所有决定都签字……以往‘散乱’的民心渐渐聚在一
起。”高禹村党委书记李更正说，现在村里有产业，村民有主业，
2018 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了 829 万元；建有图书馆、数字
电影院、移民博物馆……村民的生活，不比城里的市民逊色。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湖州
市乡村振兴发展评价报告(2018)》显示，2018 年湖州乡村振
兴发展总指标分值为 93 . 39 分，接近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农民和市民一
样，共享全面小康成果。

从小梦想仗剑“出山”如今却盼卸甲“归田”
浙江湖州：发力城乡融合发展，美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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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10 月 8 日电（记者
王建)金秋十月，三江平原，金黄色的
稻海，一望无际，一派丰收景象。在我
国“东极”黑龙江省抚远市，玖成水稻
种植专业合作社生态有机田的水稻，
已进入收割期，沉甸甸的稻穗低下了
头，展示着丰收的喜悦。

抚远市因黑瞎子岛而闻名，近年
来旅游业快速发展。在当地，玖成水稻
种植专业合作社是一家明星合作社，
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和金黄色的稻海
合影留念。

玖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抚远市东安村农民孙国良抓住机会，
向游客介绍他的“鸭稻米”。他说：“稻
田里的鸭子可以吃虫，粪便可以作为
肥料，人工锄草，不上化肥农药，种出
来的水稻，绿色健康。”近两年来，不少
游客变成了孙国良的客户。

在孙国良的手机里，有个“生态有
机农产品”微信群，有客户将近 200人，
“大部分都是游客，走后变成了我的客
户”。如今，孙国良种的绿色“鸭稻米”销
售到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

早在 30 多年前，孙国良就有一个
绿色“稻梦”。1982 年，当时孙国良 18
岁，本村两位乡亲种水稻，蒸出的大米
饭香喷喷的，让他至今念念不忘。“那
时候我就想，啥时候自己也要种出这
么好吃的大米。”孙国良说。

由于技术和效益等问题，20世纪
八九十年代，水稻在当地并没有推广开
来。直到前些年，农业技术人员采用超
早育秧机插大苗技术抢回积温，成功具
备了大面积推广优质水稻品种的条件。

2015 年，孙国良在哈尔滨一次学
习中，接触到东北农业大学的一个教
授，了解到绿色有机大米的重要性。孙
国良的绿色“稻梦”重新被“点燃”。当年
他开始探索“鸭稻”，即在稻田里养鸭
子，水稻生长过程中的施肥、除草和灭
虫全都由鸭子来完成，不施化肥和农药，生产绿色有机水稻。

为了不上化肥，孙国良还从外省购买发酵后的羊粪。
“一吨羊粪 200 元，运费高达 300 元，每公顷水田要上 8 吨
羊粪。”成本大幅度增加，但孙国良相信“好东西”会受市场
欢迎。

在种植过程中，孙国良还总结出发展绿色有机水稻的
三条经验：地块要独立、要远离公路、周边要有树林围挡。
“远离公路是为了减少车辆尾气污染，有树林围挡是防止其
他稻田打农药飘进来，这样才能保证水稻是绿色有机生态
的放心粮。”孙国良说。

不料，前两年却赔了不少钱。“我们只知道种了，没有注
重找市场，鸭稻米卖不出，最后和普通大米一样价格卖。”吃
了亏的孙国良对怎么卖大米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不光要
种得好，还要卖得好。为此，孙国良开始跑市场，根据订单发
展“鸭稻”。

2017 年，孙国良充分发挥当地旅游资源，在“鸭稻”田
边上搞起了生态农业体验游，让游客感受良好的种植环境，
慢慢地游客变成了客户。

客户越来越多，孙国良的绿色“稻梦”也逐渐变成现实。
今年他种了 300 亩“鸭稻”，迎来丰收，“明年肯定会扩大，订
单多了”。孙国良坚信，绿色生态农业是未来发展方向。

孙国良的绿色“稻梦”是黑龙江发展绿色农业的一个缩
影。目前，黑龙江全省绿色食品认证面积 7396 万亩，有机食
品认证面积 650 万亩。黑龙江正从“中华大粮仓”向全国“绿
色大厨房”转变，以确保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总 书 记 关 心 的 百 姓 身 边 事

▲ 10 月 4 日，游客在江西南昌新建区溪霞国家现代农业园的“天工开物”农耕博物馆参观。国庆长假，江西省南昌
市新建区溪霞国家现代农业园迎来大批市民游客参观游玩。人们在参观的同时感受传统农耕文化，体验现代农业科技
带来的变化。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柴海亮、勿日汗）56 岁的草原牧
民阿有西扎布的生活从未像现在这般“讲究”。每次做饭、熬奶
茶，他都要用“甜水”，而让水变“甜”的是一台壁挂式净水器。

阿有西扎布口中这台“神奇”的净水器，真正的作用是将
自来水含氟量降低到安全范围内。这位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
正镶白旗浩日庆敖包嘎查的牧民此前持续吃了半辈子含氟量
超标的“苦水”。

他世代生活的这片草原严重缺水，在他小时候，有充足的
水吃是牧民们最大的奢望，没有人关心水的质量。他们夏天从
河里取水、冬天凿冰化雪。在他青年时代，人们挖井饮水，但地
下水的含氟量比安全饮用水含氟量最高界限高出一倍，可人
们不知道。当他年过半百，家里有了自来水，人们也知道了牧
区老人骨骼畸形是因为水，饮用水安全问题逐渐被人们重视。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草
原牧民的收入水平逐年提高、科学文化程度不断提升、享受的
惠民政策日益增多。钱袋鼓了，眼界宽了，牧民们对美好生活

的要求也随之“升级”。他们不再满足于“将就”式简陋的传统
生活，一步步把日子过得越来越“讲究”。

走进牧民斯庆花草原深处的家，客人们惊喜于其宽大而
现代的卫生间。泛着白光的瓷砖地面、抽水马桶和洗漱池，还
有高高挂起的电热水器……这些在城镇再普通不过的陈设，
仅在 5 年前，对于生活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哈拉图嘎查的斯
庆花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内蒙古草原地广人稀，相邻的牧户之间相隔少则几公里，
多则数十公里，无法像城镇一样集中布管道通水。过去，对于
牧民们来说，草原到处都是“厕所”，辽阔的草地，随便哪里都
可以解决。而如今，草原上新建的房屋基本都有设施齐全的冲
水式卫生间，每一个牧户的用水系统都自成体系。“讲究”起来
的牧民们从“草原处处是‘厕所’”变成“只在屋里上厕所”。

在内蒙古苏尼特左旗萨如拉塔拉嘎查，国际领先的高保
温墙体和太阳能供热技术，让牧民宝力德巴特尔的节能房在
严寒冬日里不用烧火取暖。

“草原上的采暖期有 7 个月，以前冬天烧炉子是居家过日
子做的首要大事，住进这个房子之后，日子过得干净、舒适，还
环保。”在蒙古包里出生长大的他，虽然对传统民居有着眷恋，
但还是喜欢住在用现代科技建造的房屋里。这种可移动的节
能住宅正在我国一些牧区大力推广，60 平方米的房屋造价 10
万元。

越来越“讲究”的还有牧民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眼界
的开阔，很多落后的观念正在被颠覆。

草原牧民世代以放牧为生，财产的多少取决于畜群的大小。
在这种“财富论”的影响下，超载过牧给草原造成致命伤害。而如
今，这样的观念已失去“市场”，以草定畜和精养的生产方式渐成
主流。

“生态好的草原，才是牧民最大的财富。”秉承着这样的观
念，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恩和吉日嘎郎嘎查牧民孟克巴特尔减
羊增牛，因为养 50 头牛和 500 只羊的收入一样，但养牛成本低
于养羊，而且对草场破坏相对小。

内蒙古：牧民生活从“将就”到“讲究”
（上接 1 版）要让好人“有位子”“有面子”。江西各地及

时推荐好人参评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等先进典型、荣
誉称号，彰显好人崇高地位的同时，还创新推出道德“红黑
榜”机制。在江西省广昌县，当地对家庭和睦、孝老敬亲等先
进模范和好人好事晒出“红榜”，弘扬好人的先进事迹引领
道德风尚。

江西还通过设立“江西省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奖励
帮扶资金”“江西省关爱好人基金”等，探索形成精神鼓励、
物质奖励、社会保障“三位一体”的好人褒奖机制。在江西宜
春，当地还为 232 名见义勇为人员建立档案，及时解决他们
的生活困难。

江西省文明办专职副主任邬定忠说，不断完善的制度
建设，从体制机制上让好人无后顾之忧。

以德润心，以文化人

一位好人感召一群好人，一群好人带动满城春风，不断
放大的“好人效应”，日渐形成红土地上深入人心的“好人文
化”。

以德润心，以文化人。人口仅 200 万的“小城”萍乡，拥
有志愿者 26 万人、志愿者队伍 627 支。萍乡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聂晓葵说，萍乡市连续 21个月在“中国好人榜”上榜
不间断，一个个凡人善举奏响一曲“大爱”乐章，这就是“好
人文化”浸润的直接体现。

“好人文化”润物无声，让“好人”就在身边。在江西省新
余市渝水区新钢街道含笑社区，活跃着一群“敲门嫂”，她们
每天主动敲敲社区空巢、独居老人的门，问声好、拉拉家常，
帮助老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这一“敲”已经 5 年，“敲门
嫂”们坦言，做这些不图啥，看到老人脸上笑容就已心满
意足。

“好人文化”，还穿越时空。打开网上“江西好人馆”，一
位位不同时期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感人故事感动无数网
友。一位浏览者留言，要不是这个网上好人馆，竟不知道
2019 年 4 月入选“中国好人榜”的江西省庐山市白鹿镇敬
老院退休职工周桂花，就是小学语文课本中《一张珍贵的照
片》的主人公。

1961 年，周恩来总理到江西视察途中，在庐山观音桥
和“放牛娃”周桂花合影留念，还走进家里了解农村问题，关
心群众衣食住行。长大后，周桂花当过大队妇女主任，到敬
老院工作时把孤寡老人当自己的亲人，退休后又走进机关、
学校、企业，义务宣讲这段珍贵经历，至今已 200余场次、听
众 2 万余人。

邬定忠说，红色基因赋予这片红土地独特的精神气质，
“好人文化”正为这里添上“另一抹红”。

江西好人：为红土地添“另一抹红”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