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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口村洪水口村 种下梧桐树种下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引得凤凰来
妙峰山脚下，有一个历史上以烧木炭为生，为京城供

应木炭的小村，村名叫炭厂。炭厂村属妙峰山镇，地域面

积12.5平方公里，210户410人。

村里过去有大小炭窑40多个，卖炭翁们日复一日地

砍着山上的植被，烧成木炭，用牲口驮等方法，把木炭卖到

京城。

新中国成立后，炭厂村经历了三次产业转型。第一次

是从烧炭转向以粮为纲的大农业，开荒种地修水利；第二

次是转向林果，把山坡地都栽上果树。两次转型都没解决

温饱问题。从2004年开始，村党支部书记邢卫兵带领领

导班子不断发现家乡的山水价值。他们请来了清华大学

的两位教授，考察村里的大西沟，给山水定性，然后下定决

心利用山水搞旅游。

他们按照贴近自然、贴近本色、融入自然、保护原生态

的原则打造山水，并且像诗人一样发现细节，营造意境，最

大限度呈现自然与文化之美。为了留住乡愁和历史，专门

打造了烧炭历史的雕塑群，把当年烧炭、赶着牲口在山路

上奔波，赶赴京城卖炭的情景永久留在山水之间。2007

年，修通了通往大西沟景区的道路；2008年，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2009年9月26日，利用大西沟打造的神泉峡景区

试运行；2010年5月正式接待游客；2014年，被国家旅游

管理部门评定为3A景区；2016年，被北京市旅游委授牌

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为了填补冬季旅游的不足，村里又成功打造了冰瀑和

冰灯景区，把自然山水变成梦幻般的冰雪世界，使冬季游

客数量超过夏季。从神泉的源头，一个永不枯竭的梦，世

世代代滋养着大山，滋养着山石、绿草和野花儿，滋养着一

座座炭窑的烟火，和京西浅山之中炭厂村的卖炭翁。那头

驮着木炭的小毛驴儿和牵驴的汉子，还在山间急匆匆地赶

路，六朝古都的漫长冬夜，红楼暖阁的多情手炉儿，以及东

来顺的黄铜火锅儿，都在等候从这里出发的，明明灭灭的炭

火……

抗战时期，炭厂村被日本鬼子烧过13次，村民不畏强

暴，坚持抗战，村里出了11位革命烈士，1941年7月，昌宛

县佐公署在炭厂村成立，挺进剧社也曾在村里居住，村里的马家沟曾设有

情报站……根据这些宝贵的红色旅游资源，村里在神泉峡景区内用雕塑

重现当年抗战情景，并且建起村史馆和红色文化纪念馆，成为红色旅游和

党组织活动的绝佳基地。

在第三次产业转型的基础上，村里在2014到2016年实施险村搬

迁，对全村住宅进行了全面改造，根据地势建成阶梯式新村，占地面积

83.28亩。在建设中，支持和提倡按旅游接待户标准建设。2017年，对

村内道路加宽，建成水冲式厕所，厕所不仅干净整洁，冬天还有地暖。

修建了宽敞的停车场，村内绿化越来越上档次。村前村后是青山，青山

下边流清泉，绿树繁茂，鲜花似锦。无论春夏秋冬，村民有的看山护林、

有的打扫村内卫生、有的在景区服务、有的搞民宿旅游接待。全村人人

有活儿干，家家有钱挣，2019年人均收入18900元。临街的9户接待户

每户一年收入20多万元。

77岁的村民李成民说：“现在我和老伴住9间房，吃穿不愁，全村人

都活得越来越有尊严。我爷爷当年赶着牲口卖炭，一天走不到城里，现

在公交车一天从村里往返两趟，基本家家有小轿车，小山村完全融入了

大世界。”

今天，山的梦已在春天发芽，卖炭翁的后代以诗人的情怀和眼光，

重新审视绿水青山，从每一个细节中提炼和续写山的童话。一个村庄

站起来了，一条峡谷站起来了，举起春的蓬勃、夏的婀娜、秋的丰硕，用

花香四溢和泉溪淙淙、用绿树蓝天和小桥玲珑、用比炭更久远的传说、

炭厂村炭火里的记忆与乡愁举起山的万种风情。叠起神泉的圣水，高

举激扬的浪花，储藏阳光雨露和清风，调动山里的月亮和星星，用晶莹

剔透的灵感，开发大山的万千风景。从白昼冰雪王国的魅惑，到夜晚七

彩梦幻的霓虹，漫山琼花玉树，拥抱一沟冰堡雪城。美丽的故事藏在大

山里，引来山外世界多少惊奇的眼睛。所有的贫穷和衰败都从这里逃

遁，更多的美好和舒心的日子在这里安营。

一个村、一座山、一条沟，正以冬天里的春天，向着一个崭新的时

代，隆重地抒情。

首都屋脊的灵山脚下，蓝天如

洗，白云飘飘。“中国最美休闲乡

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的牌匾

挂在村口。洪水口村属清水镇，位

于京西边陲。全村168户313人，

靠入股、搞旅游和集体资源，人均

收入 23600 元，人均居住面积达

100平方米以上，户均汽车1.5辆。

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践行“两山”理

论，发展精品旅游和民宿绿色产

业，打造出了一个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村

内漂亮的住宅小楼整齐排列，街道

干净整洁，湖水碧波荡漾，处处鲜

花盛开。城里游客接踵而来，山村

夜晚灯火通明。

由于地势高，无霜期短，“种一

葫芦打两瓢”，过去的日子跟着山

风出逃。本世纪初起，村“两委”班

子在党支部书记、优秀中国共产党

员于广云的带领下，充分利用灵山

山麓绿色资源，组织村民成立聚灵

峡景区、二帝山市级森林公园等6

个股份合作组织，引导村民成为职

业看山人，带动村民共同富裕。

2019年，全村股金达800多万元，

村民人均分红8800元。

依托风韵尽在山之巅的绿色优

势，将险村搬迁改造与发展乡村旅游

相结合，从 2015 到 2016 年，完成

135栋民居别墅及旅游配套设施建

设，民俗旅游户增加了5倍，全村家

家捧起了“绿饭碗”。杨淑学一家6

口，5人智力残疾，村“两委”帮助他

们充分享受惠民政策，盖起了230平

方米的住宅小楼，仅2019年“十一”

节假日就挣了6400元，彻底摘掉了

穷帽子。村集体利用打造灵山冰雪

节、聚灵峡穿越之旅等多个旅游文化

活动，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

银山”。2019年春节、清明、“五一”

“十一”等节假日期间，村日均接待游

客达1600余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600多万元。村民自建的灵山木屋、

灵山小苗家、向往拾光等精品民宿，

日租最低3680元，有的被剧组租用，

年收入20万元以上，老百姓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实惠。

村里整修了道路、上下水管道、

水冲式公厕，栽植了多种树木和花

草，打造了一处三湖公园，美丽山村

犹如人间仙境。傍晚，村民们坐在村

口乘凉，畅谈美好生活。悠扬的琴声

从一家小楼里传来，是村民杨玉田在

弹电子琴。他说：“我是文艺爱好者，

过去连饭都吃不饱，哪有心思搞文

艺。现在，村里不仅有了文艺演出

队，村集体还给买了一架电子琴，这

是过去根本不敢想的。我家以前的

房子不足100平方米，现在200多平

方米，共12间，搞旅游接待，家里汽车

已换了两代。”

除了8套精品民宿，其余人家都

是普通民宿，虽不豪华，却干净舒

适。于广云说，现在，中等收入家庭

多，普通民宿价位实惠，很受欢迎。

52岁的赵连荣家是典型的普通民

宿，一层是厨房、饭厅和自住居室，二

楼供游客居住。每一间都干净整洁，

并带卫生间。院里种满鲜花，饭厅的

墙上挂着“温馨农家院·金牌商家”的

牌匾。每年从“五一”到“十一”，家里

游客不断，一年能挣10万元左右。

卢文惠是甘肃人，1998年在灵

山打工时与村里的小波恋爱，后因为

村里穷，狠心离开，到城里打工。小

波多次进城追求，真情感动下，卢文

惠又回村和小波结了婚。她说，那会

儿家里是破土房，现在有了楼房，搞

旅游接待，一年可挣七八万，年底还分

红，日子越来越好。

武秀琴家的小楼外虹鳟鱼的幌子

十分醒目，院子里，一方大水池里游着

鱼群。住宅改建时，武秀琴想到村里

有清泉水，可养虹鳟鱼，于是在院里建

了鱼池。2016年挣了8万元，2017年

挣了16万，一年比一年多。爱人在村

里的景区上班，每月有4000元固定收

入，年底两人还有分红，不但买了车，

还在城镇买了楼房。

过去因为穷，村里光棍儿多。

现在，村子成了一棵梧桐树，自然引

得凤凰来。日子好了，村民的心胸更

开阔，眼光更长远，全村没有打架斗

殴、上访告状的。旅游接待中，大户带

小户，户户相帮，人人相助，其乐融融。

梁家庄村是清水镇的另一个中

型村庄，坐落在葱郁的大山之中。

2010年关闭煤窑以后，没有了主导

产业，成为低收入村，全村303户498

人。2016 年，低收入户 95户 166

人。村里虽然安装了自来水，但管

道靠自然压力，水很小，只能一天两

次定时供水。2016年，入村扶贫的

区住建委下决心从老百姓最关心的

问题入手，首先解决用水问题。区

住建委协同万科、国万置业有限公

司于2017年实施饮用水改造工程，

投资70万元，铺设了1100米管道，

把水涧沟的山泉水引到村里，村内

每年还可节省10万元电费。2018

年，区住建委又联系市住建委监督

总站、中铁十四局隧道公司启动用

水无忧计划，修建了180立方米的

水池，不仅解决了20多户地势高的

村民水小问题，还彻底改变了全村

定时供水状况，从2019年7月1日

起，全村开始24小时供水，村民打

开水龙头，看着清澈甘甜的水流，脸

上绽开幸福的笑容。

村党支部书记肖青海感慨地

说：“区住建委办了一件大实事儿，

把困扰多年的难题解决了，不仅百

姓用水有了保障，而且也为村里的

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调研，

2017年8月，区住建委率先提出了

“立足生态涵养定位，依托红色资源

打造精品民宿”的产业帮扶思路，联

系万科、龙湖等开发企业和房屋中

介机构募集资金140万元，成功打

造了栖隐山房和观览山居两套精品

民宿样板院落，帮助梁家庄村在建

立主导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

第一步。

在此基础上，2019年，北科建

集团在镇党委的支持下，对村民闲

置院落进行整体开发，和梁家庄村

共同成立了北京梁家庄创艺乡居文

化有限公司，充分利用国企实力，计

划投资3500万元，对42套闲置民

宅进行盘活开发，打造精品民宿，股

权向村集体倾斜，村集体占股

51%。2019年11月，第一批17套

精品民宿开始运营。截至2020年6

月，累计营业额达65万元，此项目

解决村里稳定就业45人。并且与

农户，特别是低收入户的利益紧密

连接。被征租的村民按合同拿到租

金，前 3 年房屋流转租金可收入

42.9万元，每5年增长10%。有的

低收入户村民当民宿管家，有了固

定收入。

在高雅别致的栖隐山房精品民

宿，村里的原低收入户张建梅和孙

荣星正在愉快地工作。张建梅说：

“自从到民宿当管家，每月有了固定

收入，经济有了保障，生活有了奔

头。”孙荣星的丈夫常年有病，生活

不能自理，需要照顾，她说，干这个

工作离家很近，既能增加一份收入，

还能照顾家。

22岁的小伙子陈诚是新近回

村的，他是梁家庄村人，大学毕业后

在外面的酒店工作，看到村里建成

一批精品民宿，他毅然辞去了酒店

的工作，回到村里工作。他对今后

乡村民宿的发展充满信心，还准备

把同样在酒店工作的女朋友也带到

村里一起干。他说：“父母年纪越来

越大了，回到家乡，既能干自己喜欢

的事业，建设家乡，还能照顾父母。”

看到梁家庄村的发展，北科建

集团副总经理王槑感慨万千地说：

“我们把梁家庄村当成了家，越来越

有感情，越干越有劲头。”

5、6月间，村边半坡之上，10多

位村民正忙着收获。这是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派到村里的第一书记

帮助引进的高山芦笋，2018 年 6

月完成了90亩种植，2019年采收

7000斤，区住建委协助销售，共盈

利30万元。从平整土地到收获，

为10多位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增加了劳务收入。村里对公厕进

行了改造，拓宽整修了道路，建了

观景台，安装了护栏和发光灯。

前来旅游住宿的 5名画家被美丽

山村所感染，义务在村内墙上画

了多幅大型宣传画，村庄面貌焕

然一新。游客坐在任何一处精品

民宿的窗前，都能看到眼前的美

景犹如画卷。村里所有的工程项

目都由村民自己干，增加了村民的

收入。2019年，人均收入达到19000

元，提前实现脱低，2020 年达到

23000元。

红色、黄色、粉色，山坡上大片的百合花开得

正艳，给野性的青山装点着高雅与浪漫。青山环

抱，溪水潺潺，水中荡漾着绿草红花的倒影。路

边花池里金色杜鹃给山村道路镶嵌了美丽的花

边，一路灿烂，一路芬芳。芳草绿茵中，一排石磨

盘连接的小路，把人们引到山间的精品民宿，连

同村民所居的民宅，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半坡之

上。对面是街心公园，高大的杨树下，安装着各

种健身器材，漂亮的长廊后面，满园高耸硕大的

蜀葵追着蓝天白云开放 。

这是清水镇的西达么村，位于百花山脚下的

南沟，全村72户140多人。以前村里靠煤窑生

存，山上有大小8座煤窑，年产20万吨。拉煤的

大车小辆一天到晚从村里的土路经过，满村尘土

飞扬，煤灰遍地，清澈的山泉水覆盖了一层黑色的

煤末，满山绿树花草都被黑色浸染，阻断了呼吸。

2008年，全村民居进行了改造。2010年，关

闭了所有煤窑。实施退耕还林，种植了百余亩

果树。同时，根据村庄规划进行基础设施建

设，拓宽硬化了道路，解决了全村饮用水问题，

对污水管网进行了全面提升，建了3处水冲式厕

所。2018年建成200平方米的村史馆，全村面貌

焕然一新。

另外，通过收租闲置民房，建起了13间精品

民宿，开始接待游客。村史馆的墙上，有一首门

头沟诗人的红叶诗非常醒目：“是金秋写下的诗

篇/是季节拨动了琴弦/火一样的激情/渲染着京

西百里山川/谁说红叶只红在香山/京西早已万

山红遍/热量酿成烧酒的浓度/醉了群山/红了蓝

天/也美了千百张/山里人的笑脸。”西达么人对

红叶情有独钟，把这首说出他们心里话的红叶诗

镶在了村史馆，同时寄托了一个红叶梦。

没有了煤灰的污染，金秋十月，山上的黄栌、

元宝枫、火炬树、银杏等树的叶子都露出了真容，

声势浩大的红领衔美丽的彩叶秋山，美轮美奂，

西达么的红叶梦终于可以实现了。村里在红叶

景区率先修建了步道和凉亭，沿步道攀登，远近

红叶尽收眼底。于是，在清水镇的支持下，村里

开始用红叶做文章，连续举办了四届红叶节。

由于地处京西之巅，加上西高东低的地理

特点和种类丰富的森林植被，这里和清水镇的

大片山场，成为红叶最先红的地区，灵山、百花

山、小龙门景区的连绵山海红浪奔涌，黄安坨、

田寺等一个个小山村都被红叶掩映和包围。山

的不同构造形成红叶婀娜多姿的美，土层较厚的

山峰红叶红得丰润而繁盛，而从那些坦裸的山石

缝里伸展的红，每一片叶子都是一面坚韧的旗

帜，是血色的苍劲与赤诚。大自然给予红叶野的

魂魄，红叶又以它野性的、无拘无束的炽热浸染

人的心灵，点燃人的激情。当红的波浪覆盖了西

达么的峰岭，那一路的红又以身心的嬗变修成禅

的象征……

10月15日，西达么村主题红叶节开幕，彩叶

秋山、色彩斑斓，吸引大批游人前来观赏。饱览

了红叶的自然魅力，还可参观村史馆了解西达么

村的历史文化，品尝农家宴等多项内容。自10

月上旬至11月中旬，西达么村红叶节不仅是展

示京西门头沟百里山川叶正红的特色红叶节点，

还可体验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淳朴民风，用自

然与人文相融的意境，安放越来越淡的乡愁，丰

富和点亮人们的精神世界。红叶节期间，村民旅

游接待户，每户增加1万元收入。

村里的12户低收入户到2018年底全部脱

低。2019年，民宿接待游客收入50万元，仅林权

收入达人均4000元，护林员、水管员、卫生保洁员，

每份工作都有工资，在村集体出工每天挣80元，村

人均年收入18933元。77岁的村民徐殿禄说：“现

在，家家生活都不错，全靠党的好政策！”

从 绿 水 青 山 中 提 炼 幸 福 的 日 子

梁家庄村梁家庄村 有了精品民宿有了精品民宿 助力脱低增收助力脱低增收

西达么村西达么村 像红叶一样火红的日子像红叶一样火红的日子

本版文字：马淑琴

门头沟区是位于北京西部的纯山区，山区面积占地域总面积的98.5%，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贯穿全区。绿水青山，是地域
的本质特征与大自然赐予的天然美景。在北京地区发展史上，门头沟区发挥着“四个一”的重要作用，从辽代开始有煤炭开采至今，
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奉献了“一盆火”；革命战争时期，在门头沟区，有 1191名英烈献出了生命，为北京革命解放事业奉献了“一腔
血”；建国后为北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奉献了“一桶金”。进入新时代，又毅然关闭了区属全部270家乡镇煤矿，500多家非煤矿山、
砂石厂，毅然挑起了生态涵养区的建设重担，继续无怨无悔地为首都奉献“一片绿”。

近年来，我区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低收入帮扶，以“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坚定当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
守护人，咬定青山不放松，抓住绿水不松手。

2020年，我区高质量打赢低收入精准帮扶攻坚战，46个产业帮扶项目全部完工，全区低收入劳动力就业率97%，低收入帮扶基
金累计救助金额2657.29万元、惠及5.68万人次。预计全区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增长18%，增速在全市排名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