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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为这个村庄只是罗源县
一张人与鸟类和谐相处的名片，
前去探访之后，才发现这张名片
的背后，竟有一串长长的故事。

这个村庄名叫濂澳，和苍鹭
结缘已有 40 多年了。那一年，正
是改革开放初期，有一天，山上
飞来几只苍鹭，但村民却不知道
它们叫什么，只凭鸟的颜色，称
为“灰鹤”。因鹤有吉祥之意，素
来有爱鸟传统的村民格外珍惜，
立即把它们保护起来。不久，还
自发制定了一个爱鸟护鸟的村规
民约。那一年到底来了几只苍
鹭？有人说是 4 只，也有人说是
10 只。如今，每年来此的苍鹭数
量已超过了2000只。

濂澳村位于闽东北沿海，三
面环山，山内有宽广的港湾，便
于船舶入港避风。走进渔村，但
见延伸的水泥路旁，新旧楼房错
落比肩，间或菜畦齐整，花木葱
茏。一些土石垒成的老屋墙头
上，小花悄然绽放。近前领略，
幽香沁鼻。草丛中飞起羽毛鲜亮
的珠颈斑鸠，在空中画着弧线，
由这头落在那端。从高处回望，与村庄毗邻的浅滩、海岬历
历在目。

当地友人老周介绍：“如今，每年夏季和初冬，上千苍鹭
都会飞来这里。其他季节，各种鸟儿也越来越多，许多摄影
爱好者、旅游者闻风而来。眼下，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村
里在景区前设立体温监测点，日接待量不超过往日最大承载
量的一半。”

令我没想到的是，村里还有一些历史古迹。濂澳村有两
个自然村共同拥有一段高达二丈余的旧城墙，因而有“城
里、城后”的俗称。据介绍，城墙是旧时村民为防海盗入村
抢劫而建，上面还架设着大炮，经多年风雨冲刷，目前还留
下部分残迹。走在古村落中，时有砖木、石木为主的硬山顶
式清代建筑群映入眼帘。狭窄的巷子里，青壮年出海捕鱼去
了，只剩三三两两的老人，有的坐着晒太阳，有的携孙漫
步。抬头看，古屋上空的苍鹭，或轻轻盘旋，或树上觅食，
或驻足屋顶，怡然自得。

一路上，老周向我讲述了苍鹭栖息该村的奥秘：村子旁
的峭壁山崖挡住了大风，茂密的树林提供了栖居的环境，肥
沃的滩涂为它们送上小鱼小虾和昆虫等丰美的食物。几十年
来，濂澳村民对苍鹭爱护有加，杀鹭鸟、掏鸟窝的事从未发
生过，就连苍鹭栖息的林木，也严禁采伐。每年冬天，苍鹭
南迁，村民会自发对其居住的树林进行清理，让苍鹭在来年
春天安享育雏期。一些老人还常上山义务巡逻，阻止外来盗
鸟贼；对游客和拍客，他们总是一再叮嘱，别惊吓到鸟儿。
村里人常说：“你敬它，它也敬你。”“你让它住，它给你福。”

说话间，我们从山脚踅上一条观鸟的石步道。老周说，
这几十年间，因为苍鹭的眷顾，百年古村的生态愈加焕发生
机。如今，慕名前来的游客逐年增加。为服务好外来观鸟
者，同时降低人类活动对苍鹭的影响，去年濂澳村在山上和
山下两个观鸟点修建了凉亭和楼台，目前村里正申请挂牌建
立“濂澳苍鹭生态保护基地”。

我们登上观鸟的高处，朝下看去，几株高大的松柏树赫
然在目，树顶上有十几个鸟窝，一只只苍鹭或立脚昂首，或
自由地在高枝上游走。邻近的樟树和泡桐树上，也栖息着双
双对对的苍鹭，任微风梳理它们美丽的羽毛，别有一番仙姿
神态。

人类和鸟类的沟通，一定蕴含着许多看不见的密码。在
濂澳这个苍鹭天堂，我们或可悟出一点门道。

八百里舞水河从贵州瓮安一路奔
腾而下，由玉屏东入湖南流经芷江，
最终流入洞庭湖。芷江境内的舞水河
全长92.5公里，将古城分为河西、河东
两岸，其景“舞水拖蓝”尤为壮观。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曾几何
时，芷江舞水河面涌现出了大量的采
砂船、餐饮船、网箱养鱼，芷江老百
姓的钱包鼓起来了，但河水也脏了。

为还舞水河洁净，芷江强力治
污。“通过关、护、管，舞水河水生
态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河里的游鱼
越来越多，昔日白鹭飞舞、‘舞水拖
蓝’的景观也得以重现。”怀化市生
态环境局芷江分局副局长刘文杰说。
同时，芷江还积极实施舞水河民生工
程，涉及芷江二水厂建设、污水处
理、城区黑臭水体整治等 15 个项
目，投入资金10亿元。

芷江镇下菜园村是城郊蔬菜种植
区域，也是最大的产出地，黑臭水体
不仅污染舞水河水质，也影响了当地
居民生产生活，更导致良田荒废了一
半。芷江镇下菜园村党支部书记李培
民感叹：“最怕下雨天，一下雨就发
生内涝，两边的土地被黑臭水一泡，
老百姓没办法种植蔬菜。”

“我们采取清淤疏浚、截污分
流、铺设管网、浆砌挡墙等方式进行
综合整治，生活污水经地下排污管流
入下游县污水处理厂，经处理后达标
再排放，最终看不到黑臭水体，也闻
不到臭味。”芷江住建局副局长杨宜
东介绍。

黑臭水体整治让村民重归良田
耕作，也提高了他们的环境保护意

识。村民自愿加入水体维护，争当
环保卫士。

芷江先后投入资金近3亿元完成
了以防洪为基础，集生态修复、环境
美化等功能于一体的6期舞水河县城
段防洪堤建设，修建沿河大道 4 公
里，设置滨河景观 10 多处，惠及 15
万群众。

家住县城舞水河边的市民杨梅
说，每天早上，她都会陪家中老人沿
河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清晨或傍晚
在县城舞水河两岸锻炼、散步，听鸟
鸣、闻花香，已成为芷江人休闲的新
选择。

“潇湘行尽千山水，犹道芷江更
清美。”芷江舞水河不仅是一条生态

之河、民生之河，还是一条开放之
河。舞水河七里桥段的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湖南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每年接待游客百万人次；
县城段河西岸的天后宫和丛文阁、河
东岸的万和鼓楼群和侗族吊脚楼群、
连接东西岸的龙津风雨桥让游人百看
不厌。

国家级生态示范县、国家水利风
景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这是芷
江人引以为豪的称号。来到芷江，当
地人总会热情地挽留：“住几日再
走！”当你小住几天后离去时，胸中
一定会生出些许难舍的情愫。一个水
美、宜居、好客的芷江，怎能让人不
喜爱！大地春归，正是一年中最有活力的时节。近日，

记者走访了北京的多家公园，感受到了浓浓春意和勃
勃生机。

在天坛公园东门入口处，工作人员正依次给每位
进园游客测量体温，一段悠扬的萨克斯曲飘进我的耳
朵。我循声走进一片松树林，一位中年男子站在阳光
下，微闭双眼，一边陶醉地吹奏着萨克斯，一边享受
着徐徐清风带来的舒适。周围远远地站着几名游客，
安静地聆听着乐曲。走出松树林，眼前出现一片开阔
地，人们或站或坐，三三两两地聊着天，放风筝的人
目光紧紧跟随着蓝天白云下的风筝。不远处的祈年殿
金顶，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闪着金光。一对母女偎依
在一起，用手机拍下这特殊时期的合影。

景山公园山顶东侧，一树玉兰花已悄然盛开。爬
上公园的最高处即可远眺故宫北门广场，如今游客
少，皇家宫殿建筑群似乎更多了几分霸气。远远看
去，京城标志性建筑“中国尊”高高耸立，与近前的
古建筑交相辉映，摄影爱好者们各自寻找着最佳拍摄
角度，希望记录下这春日里的“传统与现代”。

朝阳区红领巾公园里的湖岸边，阳光下，一位坐
在长椅上的老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穿着红色外

衣，正聚精会神地读报，就连相机发出的“嚓嚓”声
也没有惊动她。离她不远处，几位大妈伴着欢快的音
乐，上下舞动着手中的彩带，似彩虹、似花环。我急
忙用相机将这一动一静的精彩瞬间定格。

公园内，年轻人穿着短裤背心绕湖跑步，乒乓球
台前，球友们挥动着球拍，切磋技艺。绕湖慢行，我
来到一堵红色围墙下，墙下灌木丛中，一位女士正用手
机为孕蕾待放的花苞拍摄特写。我凑前攀谈，她告诉
我，宅家久了，到公园里，看到这些充满生机的植物，心
情一下子豁然开朗，情不自禁地想要拍下所有的植物，
为这个春天留下一些记录和痕迹。尽管公园里到处是
戴着口罩的身影，但春风早已吹进了人们的心田。

同处朝阳区的团结湖公园，周围居民楼众多，这
里已成为居民们遛弯儿、锻炼的好去处。沿湖的步道
上，人们或散步或慢跑，悠然自得。湖边的一处空地
上，人们正跳着交谊舞，音乐声伴着微风在公园上空
飘荡，欢乐地舞曲不仅让游人跟着哼唱，也让人们的
脚步轻快起来。

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公园里游人渐渐
多了起来，北京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

图为游人在公园内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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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芷江

重现“舞水拖蓝”
向云清 田 鸿

“两山”理论的美丽诠释

余村村口，一块巨大石碑傲然矗立
着，其上镌刻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十个大字分外醒目，已深深印在安吉
人心中。

位于安吉城郊的鲁家村被视为乡村
发展“逆袭”的代表，而它成功的根源正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十多年前，鲁家村是个典型的贫困

村，村里“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蚊蝇
满天飞，臭气四季吹”。鲁家村下定决心
改头换面。整治河道、建化粪池和污水
处理池、通自来水、铺设柏油路，多措并
举，村里的环境慢慢变美了，村民的生活
便利了。2013年，鲁家村成功获得“美丽
乡村精品村”的称号。

绿水青山回来了，怎样转化成金山
银山？鲁家村探索形成了“公司+村集
体+家庭农场”的“鲁家模式”，引入旅游
公司，共同组建经营公司，实现产业融合
发展，村子成了大景区，村民不仅能拿土
地租金，还能分红。鲁家村引进资本近20
亿元，建设了 18 个差异化的家庭农场。
每天，一辆观光小火车搭载着游客，在这
些家庭农场间往来穿梭。在这里，游客可
以体验骑马、采茶、果蔬采摘等项目。
2017 年 7 月，鲁家村入选国家首批 15 个
田园综合体项目。如今，这个曾经山不够
高、水不秀丽、没有悠久历史、没有名人
故居的平凡小村，已在游客心中留下“有
农有牧，有景有致，有山有水，各具特色”
的鲜明印象。鲁家村村民也实现了“住在
景区里，钱袋子鼓起来”的目标。

全域旅游日渐成熟

3月21日下午1时，安吉竹博园景区
内，25 名来自杭州的游客在进行体温测
量和登记后，开始游览。这是疫情发生
以来，安吉接待的首个由旅行社组织的

外地团。在这片气净、水净、土净的“三
净之地”，满目绿水青山，旅行团的游客
们深感不虚此行。

天气渐暖，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安
吉的竹山花海，安吉乡村旅游的勃勃生
机开始显现。2月以来，安吉积极推动旅
游业复工复产，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前提下，全力实施文旅产业“黄金抢救
期”行动，提前设计了一批研学、亲子游、
团建、疗休养等产品。

“每年春季，我们都会去安吉找一家
农家乐，打青团，迎接春天。”浙江临安游
客黄先生告诉记者，从住农家乐、吃农家
菜，到如今体验采茶、陪孩子做手工，“每
一年我们都能收获不同的体验”。

黄先生的经历也正是安吉乡村旅游
不断“进阶”发展的写照。2005 年，余村
村民潘春林办起农家乐，带动了余村乃
至整个安吉农家乐发展的热潮。15 年
来，安吉的农家乐不断升级，乡村旅游也
由起初的粗放式发展逐步向集民宿、高
端旅游综合体、特色小镇等于一体的全
域旅游发展，安吉逐步成长为“全时、全
季、全员、全产业”的全域旅游目的地。

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安吉境内有一家小有名气的民宿
“帘青”，它的主人陈谷是一位回乡设计
师。这个民宿由上世纪 90 年代的民居
改建而成，使用原竹、原木、竹编等以体

现当地的建筑材质文化，民宿内，客人每
天可以体验安吉白茶的制作、冲泡或是
竹编等特色活动。

像帘青这样体现当地特色、当地
文化的民宿在安吉比比皆是，白茶、
竹子等在这里成为独特的旅游产品或
是旅游吸引物。更让人欣喜的是，越
来越多的安吉人回到家乡，投身乡村
旅游的发展与创新，为乡村振兴提供
源源不断的活力。

在鲁家村，许多年轻人重新回到乡
村就业、创业、乐业，曾经的“空心
村”变得活力满满。旅游业发展，一业
兴带来百业兴。安吉县文体旅游局局长
彭忠心说，在安吉，旅游业是乡村振兴
的首要途径。

如今，在被誉为“浙北农家乐第一
村”的天荒坪镇大溪村，全村70%的村民
从事乡村旅游，全村经济总收入的 70%
来自乡村旅游，村集体收入的 70%来自
乡村旅游。大溪村成为安吉旅游发展大
放异彩的最佳例证。数据显示，2019年，
安吉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2800多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达388.24亿元。旅游业成为
安吉的新兴支柱产业。

浙江安吉美丽乡村建设不断“进阶”

村美民富旅游旺
本报记者 尹 婕

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时隔15年再次到浙江

省安吉县余村考察。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习近平在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如今的余村，青山叠

翠，农家小楼整洁美丽。习近平说，美丽乡村建设

在余村变成了现实。

位于浙西北的山区县安吉，入选首批“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境内拥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1

家。比这些“国字号”名头更加耀眼的是，安吉美丽

乡村建设的实践历程。2008年，安吉在全国率先开

展“中国美丽乡村”建设，2015年，安吉县制定的《美

丽乡村建设指南》被确定为国家标准。如今，“安吉

样本”成为许多地方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参照，安吉

也在不断探索、拓宽美丽乡村发展之路。

安吉报福镇统里村利用竹子优势制作竹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 潘学康摄

鲁家村一列小火车串起18个家庭农场景区。 夏鹏飞摄鲁家村一列小火车串起18个家庭农场景区。 夏鹏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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