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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欣

“草帽书记”带领村民摘掉穷帽子
怀柔区喇叭沟门乡中榆树店村

□本报记者 闫长禄

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禅房村

险些消失的老村上演“重生记”

起伏的山峦中， 蕴藏着秀丽的千
亩天然林场； 澄澈的小溪旁， 陪伴着
一条800米长的景观步道； 花团锦簇的
路旁， 林立着一栋栋独具满族风格的
民居……这里就是京郊 “北极” 的怀
柔区喇叭沟门乡中榆树店村。 被村民
亲切地称为 “草帽书记” 的中榆树店
村党支部书记彭兴利说： “正是借助
新农村建设工程和独特的地理优势 ，
我们村在奋斗了30年后， 才取得了如
此大的硕果。”

地处大山深处的中榆树店村， 曾
经连条像样的通往山外的公路都没有，
村民们的收入主要靠种植玉米， 有时
连温饱都成问题。 1989年， 刚刚当选
村支书的彭兴利决定从产业转型入手，
发展玉米制种。 这样一干就是小10年，
该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玉米制种专业村，
村民家家都有了积蓄。 随后， 彭兴利
又带领村民发展肉牛养殖， 并实现了
规模化养殖。 仅仅6年， 中榆树店村的
村民富了， 集体也摘掉了穷帽子， 并
有了100多万元的积累。

2010年， 被认定为 “险村” 的中
榆树店村迎来了搬迁和新农村建设的
双重契机。 “我们整个村庄要全部拆
除并重建新房。 这可是件大好事， 可
是难度也相当大。” 彭兴利回忆道， 那
时， 村民对拆房心存疑虑。 为此， 他
主动带头拆除了自家刚刚盖了两年的

大瓦房。 村民们一看， 书记都带头拆
房， 心里就有了底。 于是， 仅仅不到
八个月的时间， 全村就完成了120户标
准化农村新居建设工程， 共建房800余
间， 总建筑面积达10000多平方米。 之
后， 该村又投资15万元， 硬化了村中
三条主街道和一条围绕全村的环线 ，
并建起了6个休闲小花园、 1个医疗卫
生室、 1个益民书屋和1个老年活动中
心， 村民的生活环境焕然一新。

中榆树店村有一个优势———它位
于 “白桦生态谷” 旅游环线上， 每逢
旅游旺季川流不息的旅游车穿村而过。
“如果能把去景区旅游的游客留下1/3，
我们村就能挣钱！” 彭兴利说， 时代在
发展， 村里的年轻人也开始走出大山
闯世界。 “可走不出去的人怎么办？”
为了让走不出去的村民不再那么辛苦，
不离家就能把钱挣了， 他带领这些村

民围绕满族特色文化、 满族特色餐饮
搞起了民俗旅游。 “2012年， 我们借
助乡政府风情节活动推出了中榆树店
民俗村。 当时， 有34户村民开办了农
家院。 如今已有62户。”

为使旅游产业长远发展， 中榆树
店村成立了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 并
统一制定民俗接待户服务标准与规
范 ， 为每家民俗旅游接待户做了标识
牌、 设置了旅游接待户分布图， 让村
里的旅游接待拥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
为了留住游客， 让更多农民的钱包也
鼓起来 ， 村里还开办了烹饪 、 剪纸 、
礼仪、 客房服务、 环境设计等多方面
的培训； 沿河修建了一条800米长水边
步道 ， 步道旁修建有水车 、 木栈道 、
观景 平 台 等 ， 游 客 可 选 择 休 闲 垂
钓 ， 或 是在水边嬉戏 ； 修建了一条
3000米长的登山 “健身路” ,供游客健

身、 观水、 呼吸新鲜空气； 设计了具
有浓厚满族风情的街道牌楼、 文化墙，
并在显著位置标识了村标和民俗户分
布图。 “去年， 我们村年收入达到了
500万元。 民俗户中， 最高每年可收入
30万元。”

今年， 中榆树店村的部分民俗户
又有了新规划。 “我和村里六七户民
俗户打算借助怀柔区旅游委的政策 ，
依靠政府支持 ， 升级自己的农家院 ，
搞精品民宿。” 彭兴利介绍， 此前， 他
已带队考察了渤海镇的民宿建设情况，
并详细了解了区旅游委推出的新政策。
“目前， 我们正在和区旅游委提供的专
家资源接洽， 进行前期设计， 每户投
资不少， 预计需要50万元。”

“未来， 中榆树店村一定会成为
非常有特色的美丽乡村。” 彭兴利自信
地说。

初春的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禅房村，
清风白云， 苍翠环绕， 一排排连栋仿
古小楼错落有致， 犹如一幅山水画卷，
点缀着这座京郊乡村。

“您看， 那里就是我们村民的新
房子！” 禅房村支部书记李红金介绍，
这是禅房村的险村搬迁改造项目， 老
百姓都住上了高质量的二层小楼， 用
上了清洁能源， 再也不会因为冬天生
火弄得爆土狼烟了， 提高了生活质量
和幸福指数。

而在四年前， 这里却是另外一番
景象 。 禅房村位于妙峰山镇西北部 ，
海拔750米， 村域面积 4.85 平方公里，
现有人口104户173人 。 李红金坦言 ，
村中房屋多数年久失修 、 破败不堪 。
村子的交通不便 ， 老百姓出行困难 。
青壮年和小孩常年在外工作学习， 村
子里常住人口不到50人， 且大多是留
守老人。 照这样下去， 再过几十年老
人一没， 村子也就自然消失了。 从历
史照片中， 记者看到， 一片低矮破败
的石头房散落村域， 有的墙壁上石灰
脱落、 露出石块， 有的门窗损毁、 屋
顶荒草丛生。

“我们的房屋都是上世纪50年代
盖的， 汛期漏雨不说， 遇着个恶劣天
气 ， 老担心倒塌 。” 村民韩立金说 。
2014年， 禅房村被列为本市生存环境

恶劣地区， 启动重建。
说干就干！ 项目确立了， 为了确

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党支部书记李红
金和老支书、 第一书记， 结合禅房村
的实际情况， 确定了整体搬迁的改造
方向， 即全推重建、 整体布局。 “这
样既解决了百姓安居问题， 又改善了
村容村貌， 同时能腾出10亩建设用地，
用于下一步的产业发展 。” 李红金介
绍， 他们制定的改造方案在村民代表
会中以98%的赞同率一次性通过 。 改
造建设面积11000平方米， 共建设房屋
82套 ， 全部建成二层连栋仿古小楼 ，
每户均带一个30-40平方米的小院 。
为了便于沟通， 他们还建立了一个险
村搬迁改造微信群， 与全村百姓群策
群力， 及时沟通、 及时化解拆迁过程
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 。 2016年10月 ，

通过两年半的努力， 禅房村的险村搬
迁改造项目顺利竣工， 村庄焕然一新，
村民都住上现代化的二层小楼。

当记者走进韩立金家， 迎面是一
栋灰色小楼， 上下两层， 四室两厅两
卫一厨， 约164平方米。 “村里老房子
全部拆除， 原地陆续建起了82套新房，
地源热泵取暖 、 每户带一个小院儿 、
屋内配有水冲式厕所……全然一派现
代小别墅的样貌。” 村民韩立金高兴地
对记者说， “村里给装修好了， 直接
拎包入住。”

暖心工程得民心。 由于党员和村
民对李红金的认可， 在2015年支部班
子换届选举过程中， 李红金以全票当
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 2016年春节前 ，
村里的几名百姓将一幅写有 “工作尽
心尽责无私奉献， 为百姓建新房安居
乐业” 的锦旗送给了村委会。

“此次搬迁改造项目的最终目的
不仅是让村民 ‘安居’， 更是要让我们
的村民 ‘乐业’ 富起来。” 李红金向记
者介绍， 2017年以来， 在门头沟区委
区政府的支持下， 他们不断改善村容
村貌， 提升村庄环境质量。 现在， 配
套的文化中心、 村医务室项目都已竣
工并投入使用。 旅游服务接待中心和
公路改造项目都在有条不紊地顺利进
行。 下一步， 禅房村将继续挖掘 “禅”
文化， 开发禅修谷旅游景区， 结合村
情培育旅游文化休闲产业， 依托旅游
专业合作社， 打造精品旅游村， 不断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加快百姓致富
增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要
继续带着村民一起致富， 把禅房村建
成 ‘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
愁’ 的新农村。” 李红金自豪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