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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王智勇 文/摄

“铺床单、 换被套、 摆茶具、 擦玻璃……” 1月9
日一大早， 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民付玉静就开
始忙碌起来。 今天她将在这座名叫 “姥姥家” 的民
宿点接待来黄山店村旅游的客人。

今年50岁的付玉静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黄山店村
民， 原本在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山村生活 ，
但2008年黄山店村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让付玉
静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摇身一变 ， 成了 “民宿管
家”。 而这个昔日有名的山区贫困村也“改头换面”成
为了享誉八方的 “北京最美乡村”。

改变缘何如此之快？ 村民高文志深有体会地说：
“全靠党的政策好。” 作为黄山店村的两委干部， 高
文志见证了黄山店村由弱到强的 “发家史”。 “十多
年前， 我们村集体连给大伙儿买几个烧饼的钱都没
有。 2001年， 当时刚刚上任的党支部书记张进刚一
上任便忙着招商引资， 兴建水泥厂。 组建由集体控
股、 村民参股的股份制矿业 （运输） 公司， 村民兜
里一下子鼓了起来。” 但 “好景不长”， 伴随着房山
区产业转型发展的进程不断加快， 传统资源消耗型
产业没了落脚之处。 但张进刚觉得这是一个契机 ，
他决定依托党和政府的政策扶持 “腾笼换鸟” 带领
村民发展生态经济， 打造高端旅游， 建设幽岚山旅
游景区， 发展精品民宿。

“以前是靠山吃山， 现在也是靠山吃山， 如今
村民手里端着 ‘金饭碗’。” 高文志介绍说。 2009年
至2013年， 黄山店村投资2000万元， 分阶段、 分项
目实施了坡峰岭景区建设工程， 迈出了产业转型的
第一步。 2011年， 首届红叶节在坡峰岭景区成功举
办， 黄山店村 “一炮而红”。 2015年， 黄山店村和社

会资本合作， 整体改建村里老宅 ， 发展民宿产业 。
全村500多户村民入住到由村集体出资兴建的现代化
楼房， 腾出的老宅由村集体统一管理， 加固、 改造、
装修， 建成外部保留原始风貌、 内部装修现代考究
的精品民宿。 去年， 黄山店村30套民宿收入就高达
600万元。

转型同样让从事 “民宿管家” 的付玉静尝到了
甜头。 “我经过培训上岗， 当了民宿管家， 一年有3
万元的纯收入， 丈夫在景区工作， 一双儿女参加了
工作， 加上村里的分红， 日子过得很幸福。” 付玉静
说。 在黄山店村， 不但村民持股参与各项经营， 实
现百分百就业， 还辐射带动附近邻村的劳动力实现
就业。 之前在外工作的村民也陆续回村创业干事 ，
作为第一个回到家乡跟着村集体创业的人， 村民刘
丽英感概地说： “我们村不仅留住了乡愁， 还种下
了 ‘摇钱树’， 端起了 ‘金饭碗’。”

从建设幽岚山旅游景区到发展精品民宿， 从幽
岚山红叶节再到冰雪节， 经过全村多年的不断努力，
村党支部书记张进刚实现了当年和村民许下的承诺：
为村子谋发展， 把黄山店村建成一个春季踏青观花、
夏季避暑乘凉、 秋季赏漫山红叶、 冬季观瑞雪奇景
的一年四季能吃、 能住、 能玩的精品景区， 为村民
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

北面毗邻宽阔的柏油马路， 南面充满幼儿园儿
童的欢声笑语， 宽敞的楼间距让小区洒进更多阳光，
门口的五红星红旗迎风飘扬……伴着课间操、 舞太
极的音乐声， 回迁后的余庄村民所居住的新余庄园
是顺义区高丽营镇南部的精品住宅， 而居民们也都
“脱胎换骨”， 走进了燃气取暖、 有物业的现代生活。

走进整洁的住宅小区， 时而有三三两两的老人
坐在路边晒太阳。 在一处空地， 71岁的老人邓仕全
正在带着村里的太极拳队 “操练”， 引来村民围观。
“我十几岁便出去参军， 2015年回来， 发现村子拆迁
后变成了美丽的现代化小区， 环境、 绿化让人心旷
神怡。” 生活环境给老人带来惊喜之余， 也让老人萌
生了带头提升村民精神文化品质的念头。 不久， 村
里的太极拳队便成立了。 村里的组织委员周红辰说：
“余庄村2009年拆迁后 ， 大家都住进了现代化的楼
房。 生活环境改善了， 大家也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
更高的追求。 村里对太极拳队的成立非常支持， 为
学员们购买了服装、 音响， 人数多的时候， 小区里
会出现三四十人打太极的盛况。”

除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村里在回迁后， 为
了解决一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 还成立了村级的物
业服务管理体系。 小区内， 见不到随意倾倒的垃圾，
村民家哪里需要维修， 只需给物业打个电话， 便能
享受到维修的服务。 53岁的张守信向记者介绍， 20
栋楼， 1500多人的村子， 有80多名村民在物业工作，
自己则在物业负责一些维修业务。 “每天在小区内
有事可做， 为老老少少服务， 生活很充实。” 张守信
说。 据他回忆， 拆迁之前， 村子各家各户没有物业，

环境得不到及时治理， 村民有什么不方便也很难解
决。 住进居民楼， 加入了村里的物业， 可以集中力
量绿化、 美化小区环境， 解决居民遇到的小困难 ，
方便了不少。

上午十点多， 伴随着悦耳的音乐， 200余名小朋
友在老师的带领下， 正在高丽营第三幼儿园健步走
锻炼身体。 高丽营第三幼儿园内有各种健身设施 ，
最方便的是， 幼儿园就坐落在新余庄园南侧， 余庄
村的二三十名小朋友上学放学就在旁边 。 据了解 ，
高丽营第三幼儿园选址时便考虑到余庄村有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 周边环境整洁， 设施完善， 遂落户在
此。 余庄村委会还为在幼儿园上学的本村儿童提供
补助， 免除其在幼儿园的全部学习生活费用。 周红
辰还表示， 除了幼儿园上学补助外， 全村居民采取
集体供暖， 供暖费每平方米只收10元， 还不收取物
业费。 他说：“余庄村是高丽营镇第一个回迁的村子，
回迁后村民生活上的变化有目共睹。 我们在回迁后，
也在不断努力， 采取现代小区的管理服务方式， 在
为居民提供方便的同时， 让大家逐渐养成文明的生
活方式， 共同优化小区环境， 维护小区良好形象。

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 新余庄园正在成为高丽
营镇南部的新农村文化地标之一。

“真是瞬息万变， 我都不认识了。” 半年多没回
到小辛庄居住的马女士被村中的变化惊呆了， 眼睛
四处寻望， 不停聚焦。 年初还是268头奶牛的养殖场
和工业园， 转眼间成了村民的休闲广场和菜市场 、
花海， 以及拥有560个车位的停车场。 马女士惊叹变
化之大， 笑着说： “这环境能搬回来养老了。”

刚刚建成的小辛庄村文化休闲广场最近人气特
别旺。 跳舞的、 锻炼的、 遛娃的、 叙家常的……村
民谈笑风生， 好不惬意。 虽然已经入冬， 大家趁着
午时阳光， 享受久违的安宁与惬意。 “现在村里建
了小广场， 还装上了健身器材， 围着小广场遛遛 ，
锻炼锻炼身体挺好。” 村民张大爷笑呵呵地说。

租住在小辛庄村的张女士前一阵子带着孩子回
了老家。 “听老公说， 村子里最近有了大变化， 还修
建了小广场 ， 道路也平整一新 ， 我们就又搬了回
来。” 张女士笑着说。

占地6000平方米的休闲广场和法制宣传广场典
雅别致。 虽已进入严冬， 但在绿草的映衬下， 这里
生机勃勃。 “广场西边可供村民跳广场舞， 开展各
种宣传活动也不愁没地方了。 东侧还建了2个羽毛球
场和1个篮球场， 给年轻人提供一处 ‘公园里的运动
空间’。” 小辛庄村党支部书记夏志恒介绍说。

距离小广场不远， 一座绿色的拱形招牌伫立眼
前。 “小辛庄清真菜市场” 也是此次村庄业态调整
的重彩。 小辛庄村是回族聚居区， 为突出民族特色，
方便百姓日常采买， 保留了一座牛棚改造成小辛庄
清真便民菜市场， 可以容纳142个摊位。 菜市场旁就
是此次新修建的可容纳560辆机动车的停车场。

看着眼前的景象， 时间倒回到半年前。 养殖场
一半养牛， 一半是出租大院， 上千间的出租房成了
小商小贩的聚集地。 “前面打扫完， 后面就垃圾一
地， 干净的地面仅能维持10分钟。” 环境、 治安、 安
全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夏志恒的心病。

今年 “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的启动让夏
志恒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小辛庄村在东小口镇
党委、 政府的支持下， 按照 “拆除一处、 利用一处”
的 “点子”， 净化生态、 调整业态布局， 从村民的获
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出发， 从整治环境入手， 逐
步提升人居环境面貌。 先后拆除了村中主街沿街占
道经营的商户， 把道路腾了出来。 用时两个半月的
时间， 完成了工业大院23家企业的签约腾退工作 ，
东小口镇也因此成为全区第二批腾退的村级工业大
院中第一个百分之百签约、 百分之百搬家的镇。

“现在全平了， 一览无余。” 小辛庄村结合北中
轴线绿色通道及辐射区拆除腾退项目， 腾退工业大
院土地192亩， 拆除建设约7.6万平方米， 清理取缔
150户废旧物品回收摊点。 目前， 该地块已经完成花
卉的种植， 待到开春 ， 233万余株的薰衣草 、 鼠尾
草、 郁金香将竞相开放 ， 以及1200棵的观赏灌木 ，
村庄将成为 “花之海洋”。

今年， 东小口镇在疏解整治基础上全面促进提
升， “抓难点、 补短板”， 合理利用腾退土地加强环
境和基础设施建设， 或 “留白增绿 ”， 平原绿化造
林， 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增进百姓民生福祉。

小广场、菜市场、花海
惊艳老乡亲

昌平区东小口镇小辛庄村：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文/摄

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通了燃气，来了物业
村居生活很现代

顺义区高丽营镇余庄村：

“腾笼换鸟”
将老宅变成摇钱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