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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新梦想
小城大未来

记者沈艳露 通讯员缪妙 本版摄影 丁毅

横一村位于临浦镇西南角，这
两年因为梅里自然村里的千余棵古
柿树而“走红”。

通过拆除违章建筑和农村辅
房，横一村拆出了空间。这些腾出
来的空地有的被用于道路拓宽，有
的被打造成公园、停车场。

打造美丽乡村以来，横一村多
了三个休闲公园，且各有各的美。

原先的违章建筑被拆除后，一
个四季都开满鲜花的公园呈现在村
口。

沿着公园向南走，“盛世中国
醉美临浦”八个大字挂在村牌坊两
侧的竹笾内，迎接着往返的村民和
慕名而来的游客。

从牌坊进入村子，这个时节，路
两边毛茸茸的芦花在夕阳的映衬
下，格外宁谧，充满了乡野气息。

暮归的农民经过，麻雀从芦苇
丛中飞起，扑棱着翅膀飞向村民家
院子的枝头，仿佛在为人引路。

这是横一村打造的精品路，共
分两期，途径横一村村委会、七星

池、郑旦庙，一直沿伸向古色古香的
农村文化礼堂。

在大坞坑自然村，以茂林修竹为
自然背景，以一棵百年桂花树为中
心，横一村因地制宜打造了一个休闲
公园，合理搭配木质长廊和拱门等中
国古典园林的元素。金秋时节，桂花
飘香，村民们有了聚会的新场所，到
这里散步，聊天，享受山林风光。一
条坞梅路，将南河滨水公园、桂花公
园、古柿林、林道等节点串珠成链，形
成了一条精品旅游线路，春来采茶秋
摘柿，夏可纳凉冬踏雪。

美丽乡村是一项系统工程。镇
党委书记王润东，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丁裕，副镇长倪建庆等班子领导多次
到村指导。为了使两个村的美丽乡村
建设提质提速，临浦镇配强配专队伍，
抽调镇机关干部到村里“长驻”。

与此同时，美丽乡村也在凝聚起
更大的合力。乡贤们瞄准这片最有
温度的土地，把梦想的种子带了回
来。

过去一年半的时间，浙江工商大

学经济学副教授倪树高把更多的精力
花在了家乡横一村。从最初带领师生
团队实地踏勘村子，到研究制定横一
村美丽乡村规划，再到一线指导、协助
筹办首届柿子节，倪树高坦言看着横
一村发生的点点滴滴的变化内心是欣
慰的。

作为临浦“常驻”贫困村，过去的
横一村甚至连一条宽阔平整的路都没
有，用村民们的话说就是：“往外走一
圈，皮鞋糊哒哒。”坑坑洼洼的路面，就
连开车也是“非一般的感觉”。

如今，行车从临浦集镇出发到横
一村，一路都是风景。早在去年4月
横一村美丽乡村正式启动前，倪树高
和村干部就明确目标，要实现横一村
全域美丽，其中，拆违和道路既是美
丽乡村的基础，也是关键。去年，横
一村拆除违章建筑8000余平方米，
今年横一村又加大力度，淘汰低小散
产业，腾退村级工业园区。同时，建
设精品路一期二期、南河塘路拓宽、
坞梅路，实现全村道路硬化、绿化、美
化。

在苎东村，03东复线穿村而过，
上跨杭甬运河段的桥下征地一直作
为渣土堆放场所，外围用铁皮挡起
来。时间一长，杂草丛生，各种建筑
垃圾也堆放到这里，仅剩一条三米多
宽的小路供两边村民通行。

在此次美丽乡村建设中，小路南
北两边共3400余平方米的桥下空间
被清理平整，来了一场“变形记”。路
南面变出了一座健身休闲公园，路北
面则成了可容纳40余辆车的公共停
车场，原先狭窄逼仄的小路也变成了
宽阔的马路。

四岁的孙女玲玲喜欢来这里玩
滑梯和沙子，王竹文便每天带着玲玲
过来。“以前得去商场和游乐场，今年
村里多了这个公园，在家门口就能带
孩子玩。这里能铲沙子，还有秋千、
跷跷板、滑梯……村里的小孩子都喜
欢来这里。”王竹文告诉记者。

考虑到来这里锻炼的人会越来
越多，苎东村在改造桥下空间时，特
意新建了一个公共厕所作为配套。
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决策。和
王阿姨说话间，记者看到又有三三两
两的村民带着小朋友走来，也有一些
老人吃完饭来这里散步，锻炼。

虽然过了小雪节气，但连日来的

晴好天气仿佛“小阳春”。77岁的王
马法因为膝盖手术不能像前段时间
一样去桥下公园健身，便坐在家门口
晒着太阳。回想起苎东村近几年的
变化，王马法坦言“做梦也没想到”。

作为村里的老电工，在王马法看
来，苎东村打造美丽乡村，还有一些

“看不到却能感受到”的风景。
“以前我们村的电线私搭乱拉，现

在你看看我们村，是不是感觉特别清
爽？那是因为村里把弱电线全部整合
梳理到地下，电线上改下工程量是很
大的，难度也大，很少有农村会这样
做，但是我们苎东村做到了。我感到非
常自豪。”王马法说。

在苎东村党总支书记沈德法看
来，镇机关干部章杰、方柏飞、王斯栋
的到来，给村子创建美丽乡村注入了
强大动力带来了新的变化。

每天一早，三名驻村干部到村里
第一件事就是和村干部一起绕着村
子走两圈，边走边看寻找问题和短
板。每天晚上下班前再碰头，汇总当
日工作进度，梳理问题，商量对策，制
定下一步计划，周末节假日照常。

一直以来，农民建房都习惯把砖
头、石子、黄沙、钢筋等建材堆在马路
上，一辆车开过，尘土飞扬，不仅影响

美观，也影响道路通行，存在安全隐
患，也因此容易引起邻里矛盾。

章杰一行在实地走访后发现这
个问题，便跟村干部一起商量。作为
临浦镇城市建设规划办公室主任，章
杰对工程类项目管理自然得心应
手。在他的建议下，苎东村对每家在
建农户采用绿色围挡进行封包，并要
求每户人家把建筑材料搬进围挡内，
村民纷纷夸这个办法好。

前些日子，村妇联主席王燕将入
村口精品路的照片发到微信群里后，
瞬间“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是哪个景区啊？王燕你带带
我们。”

“就在精品路那里，刚完工。”
“哟！真好看！”
“我们村里还有这么漂亮的地

方！给苎东村点赞。”
三人驻村团队在进驻初期，就达

成一致意见：“苎东村要搞美丽乡村，
流经村前的杭甬运河是最大特色。
因此一定要做好运河这篇文章。”无
论在入村口精品道路边，还是桥下的
健身公园，都能看到“船”的影子。一
只只小巧的木船，载着花草，也载着
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驶”向美丽
的家园。

前两年，五水共治工程的实施，使沙
河从原先的黑臭河恢复了往日的模样。
如今，美丽乡村建设，则让沙河成为了苎
东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沿着河边的游步道，记者发现河南岸
紧邻着的人家有的放上了花箱，有的打理
出一个小花园。支持美丽乡村建设，村民
陈利芳家积极配合，把屋后用于堆放杂物
的辅房拆除，代之以花箱。

“现在一开后门，看到这些花花草
草，心情就很好。对一个地方来说，环境
是第一位的。对人来说，健康和心情是
第一位的。”陈利芳道出了村民们的真切
感受。

变美的村庄环境，也在转化为村民
致富的“新法宝”。

邱小萍的家与村委会一路之隔，往
南一百米就是杭甬运河，不时有船只经
过，划出粼粼波光。2014年，新房建成
后，邱小萍回到村子在自家一楼开了爿
饭店，名字就叫“运河人家”。

每天一早，邱小萍和员工就忙活开
了，买菜、洗菜、切菜、配菜……饭店里整
齐地摆放着圆桌、方桌等十余张，12月11

日采访当天已经有客人预订位置中午过
来吃饭。生意好的时候，十多张桌子还
不够坐。

这家饭店既不在主干道边上，也不
在工业园区等人流密集区，生意却是蒸
蒸日上。秘诀是什么？除了饭菜味道有
保证，在邱小萍看来，主要还得益于环境
变美。

“这几年，大家的生活条件都越来越
好，客人来吃饭吃的不仅是味道和性价
比，还有就餐环境和心情。道路宽阔，停
车方便，运河风景美，就连萧山城区、湘
湖、滨江的客人都赶过来吃饭。客人们
来了，都夸我们村漂亮！”邱小萍颇为自
豪。

美丽乡村，让村民们的生活发生着
不小的改变，也引领着农村生活的新风
尚。

每天一有空，王燕栋都会在家门口清
扫，妻子则在院子里给花花草草浇水。“现
在我们村都这么漂亮了，自己家能不搞干
净吗？何况我是村民代表，当然要做好榜
样，带动附近村民把自家周围打扫干净。
美丽乡村，要靠我们共同守护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梅里古柿
林不仅为横一村增加了颜值和魅力，带来
了关注和“流量”，也由此拉开了临浦乡村
振兴的序幕。去年初，横一村就被列入区
级美丽乡村提升村。临浦镇随即于当年四
月启动美丽乡村建设。

今年10月19日，临浦镇2019梅里方
柿节开幕，向乡贤、客商、游客和网友们展
现了一个崭新的“柿”界。以柿子为主题，
设置盛柿欢歌、柿村乡念、梅里喜柿、海柿
山盟、一柿情缘、万柿大吉、赏心乐柿、恋恋
柿情、流芳百柿、柿觉盛宴十大主题活动，
充满浓浓的乡村风情。

今年方柿节当天游客超六千余人
次，比去年翻了一倍多。但游客们还嫌
看不够，为此今年的柿子节过后又延续
了一波采摘游，还加演了一场“我在梅
里”的管弦乐专场音乐会。

在游客们看来，今年，横一村的环境
更好了，配套设施也都跟上来，体验非常
棒。

开幕式文艺暖场部分每一个节目都
是贴近本土的创作，让现场观众在惊喜之
余又觉得无比亲切。作为开场的第一个节
目，非遗组合秀浓缩了临浦镇市级非遗西
施传说和区级非遗横一龙马灯，还很应景
地增加了梅里炝柿子技艺这项正在申请的
非遗。

《致柿树》诗歌朗诵，弹唱曲目《梅里的
柿子红了》《回乡偶书·家在临浦》，均是就
地取材，青柿子乡村乐队改编《乡村路带我

回家》，输出了一个诗情画意又食人间烟火
的小山村。观众对乡村都有着深刻的共
鸣，因此沉浸其中。

在分会场，“小上海”时光博物馆、海
“柿”山盟打卡地、“梅里喜‘柿’”创意市集
的奇妙组合，火速圈粉，满满的临浦味道。

在业内人士看来，举办方柿节，可以
说是临浦利用美丽乡村建设契机精心准备
的一次文化输出，效果是明显的。

“百年老字号”俞同春从很多候选地
方里相中临浦，也是看中临浦环境优美，文
化底蕴深厚，地理优势突出。

2012年初，原浙江省医药有限公司董
事长章云樵在杭州河坊街50号原址恢复
俞同春国医国药号。2015年1月，“俞同
春”获评“浙江老字号”。2016年2月，俞
同春中药炮制技艺被评为杭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

老字号焕发新生机。短短七年时间，
俞同春就在全省开了8家国医馆，其中杭州
市内有3家。章云樵透露，此次俞同春与临
浦的合作项目将会更加丰富，不仅有国医
馆，还将建设研发中心、种养殖基地等。

章云樵说：“临浦作为杭州南部的一
座现代化小城市，处于杭州半小时经济圈，
又有浦阳江办事中心、出入境办事受理点、
交管服务中心等资源加持，还设有专门的
医疗健康产业园，实地考察后我们心里更
加有底。临浦镇领导和招商团队的认真态
度和贴心服务，也是打动我们的地方，期待
百年老字号在千年古镇开花结果。”

干部驻村 共绘乡村画卷

运河人家庭前绿

古杮山村美名扬

美丽乡村，可以有千种姿态，万种风情。
在临浦镇西南，具有山水禀赋、坐拥五百年古柿树林、还有两大非遗项目加持的横一村，承载了人们心中田园牧歌式向往的生活。
在临浦镇东北，毗邻杭州精密智造产业园、枕着杭甬运河的苎东村，则展示了现代化农村的幸福生活。
无论是横一村还是苎东村，我们看到，美丽乡村激发了村民的主体性，也激发了人们对于乡村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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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助力 推动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