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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进村”开启乡村新想象

南京是全国目前唯一一座所有行政区都
通地铁（轻轨）的城市；在省内率先实现医保市
级统筹；实现城乡居民医保、低保和基础养老
金同标；两次农村电网改造，百万亩农田整治，
农业发展条件大幅提升。

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投用和民生政策的
实施，为乡村壮大铺平了道路。资金、人才、理
念，各种资源要素从城市流向乡村。

18日下午4点，在江宁湖熟街道和平社
区钱家渡村经营民宿的陈益青送别杭州的
客人。临走，客人们说没想到南京民宿性价
比这么高，下次要带朋友来。一幢楼，六间
房，包早餐不到2400元。房屋外景致宜人，
可摇橹行船，沿河而下，两岸是青瓦白墙和
片片稻田。钱家渡支部书记朱伟认为，钱家
渡的成功“扮靓”，一支来自城市的专业力
量功不可没。

由东南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建国
领衔的设计团队，在细心考察村庄、充分听取
村民意见后，对每一栋房子都提出改造方案。
村子废弃的小学，建筑没有了屋顶，墙体不完
整，通过设计重建，这里立起了一座水上餐厅，
一处废弃的排涝站也“蝶变”为水上清吧，乡村
顿时有情有调。团队还规划了2300亩的土地
和水面，用于发展粮油种植、高效水产养殖和
蔬菜采摘。

“我之前就是做农家乐，设计团队帮着设
计了这幢民宿。”这个周末，陈益青进账四五千
元。他嘴里不时蹦出“共享空间”“私密性”“原
生态”这些词，对用尽心思设计、处处温馨别致
的房屋喜爱不已。

北京人陆地有多年泰国民宿经营经验，选
中江宁区青龙山山腰的七甲村，租下六幢民宅
做民宿。她看中那里人迹罕至，风光秀美。“城
市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休闲市场空间很大。”
她说。

城乡前行，需要现代城市文明理念深植
乡土现实需求。在溧水白马镇的李巷村，村
民反映没有红白喜事场地，设计师在村庄入
口处对收储的两户民居进行整体规划和设
计，形成一个可供500人同时就餐的大型餐
饮空间，红白喜事、老人助餐、游客团餐，一
并解决。听取村民建议，设计师在李家祠堂
修复方案中，适当增加规模，加入村史馆和
村民议事功能，复合型公共空间为村民聚一
聚提供方便。

石臼湖畔的诸家村古村韵味浓，一群
80、90后从大城市远道而来扎根南京乡村，

组成创业团队经营“田姐家”民宿品牌。打
通城里人“进村通道”，六合横梁街道推出

“地呱呱”农房交易平台，根据村民意愿，街
道引入第三方整租村民闲置房屋，改造后在
交易平台出租，盘活农村闲置房产，平台已
吸引了一批喜欢在乡村田园风光中养老、创
业的群体。

2018年南京乡村游达2500万人次，综合
收入 75亿元，这几年的乡村游增幅不低于
15%。全国的乡村旅游呈现“井喷”状况，正走
向精品化、高端化的“大乡村旅游时代”。

民宿、运动、康养、各类工作室、总部，南京
乡村市场空间巨大。

在南京凯尔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钱
明洁看来，南京有机农产品还是一座待开垦的
富矿。“如果南京有1/50的人群食用有机产品，
那一年就是百亿元的市场。”钱明洁说，希望能
从幼儿园、中小学校推行有机食品，推动南京成
为绿色健康之都。

乡村振兴离不开城市反哺

城市建设的投入可以取之于城市税费以
及经营的土地。乡村呢，建设美丽乡村、实现
乡村振兴，钱从何来？

仅农村污水收集处理这一项，南京六
七千座村庄就要投入百亿资金，加上公厕
改建、无害化户厕改造、美丽乡村、农路绿
化等建设，所需费用巨大。像村级保洁完
成垃圾收集和清运，一个村一年费用就是
几十万元。

这两年南京大幅增加投向“三农”的财政
资金，今年市级财政“三农”资金78.43亿元，比
去年增加10亿元，加上区、街镇，“三农”财政
投入至少200亿元。

江宁交通建设集团董事长、
江宁旅游产业集团董事长费盛
忠介绍，交通建设集团共建成
乡村生态环线165公里，旅游
产业集团承担建设国家级
田园综合体试点 1 个、省
级特色田园乡村试点村
庄 1 个、乡村旅游特色
村庄 5 个、旅游驿站 16
个，目前投资达 18 亿
元，其中道路建设投资
12亿元。

溧水区今年投入 5
亿多元，对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的村分三档奖补。
村庄清洁类村庄按每户
0.2万元标准奖补；整治提

升类，按每户1.5万元标准奖
补；美丽宜居类村庄，对还未开

展美丽乡村建设的村庄按每户
0.2万元标准奖补。今年溧水预计

“三农”投入达15亿元。

褪去“破脏乱”显露乡村底色

进村就见绿树成荫，村口水塘清澈沁人，
全村有石板小径蜿蜒曲折，村居屋前庭后洁净
有序，环村是修竹茂林，时有轻风拂来。在南
京最西南端，苏皖交界处，高淳游子山下，东坝
镇小茅山脚村让人生出世外桃源之感。这座
小村已完成管线下地、雨污分流、环境美化，垃
圾日产日清。

农村垃圾一度四处散落“任风吹”，现在高
淳所有乡村的垃圾全部由保洁收集运往所在
集镇，所有集镇均配建有机（餐厨）垃圾处理
站，每天10辆餐厨垃圾收集车在乡村穿梭，实
现农村有机垃圾“公交化”模式分类收集，最后
处理成有机肥料再回到地间田头。

在溧水晶桥镇笪村，村前村后的花坛鲜花
盛开，村民的房前屋后，也是簇簇娇艳小花。
笪村村民朱怀春说，家里有花草，家人舒心。
笪村党总支书记曹光兴介绍，笪村各自然村
都遍植花草，公共花坛聘专人养护；对村民家
的小花园，结合各家卫生状况推行“积分制”，
开展“最美庭院”评选，年底与分红挂钩。“笪
村要成为独具一格如诗如画的优美村庄。”曹
光兴说。

在长江北岸，老山脚下浦口何家洼村，何
宗先的院子里瓜菜成畦，这里家家户户的庭院
都有模有样。

从南到北，南京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
乡村环境整治行动。全市有行政村610个，自
然村6000多座，对于10户以下或5年内可能
拆并的，要求做到“三清一改”（生活垃圾、村内
塘沟和农业生产废弃物要“清”，农村人居环境
的不良习惯要“改”）。对于5年内没有列入拆
迁计划、10户村民以上的4000多座自然村，要
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道路硬化、污水治理等
方面提档升级，稳步改善人居环境；对于确定
为美丽乡村示范村、宜居村的2000多座规划
布点村，要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
平，建成生产美、生活美、生态美、村形美、乡风
美的“五美”乡村。

在40余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城镇化一直
占据主导地位，城市成为发展重点。上世纪90
年代，南京实施农村“八项实事”，之后是推动
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再到现在的环境整
治提升，对“三农”越来越重视，政府投入相对
20多年前增长了千倍。

美丽中国，主体是农村，建设重点是农
村。“每一个自然村都是一颗珍贵的‘明珠’”。
8月16日下午，站在六合平山国家森林公园平
安塔远眺，六合区农业农村局陈德星发出这样
的感慨。六合是南京最北端的行政区，有自然
村2549个。放眼望去，一座座村庄“镶嵌”在
山、水、林中，与南边的国家级新区——江北新
区这个正在崛起的城市CBD一道，构成当代
城市的现实画卷。围绕南京绕越公路周边两
千多平方公里的空间，是南京重点打造的都市

农业休闲环带，在更广袤的范围，从北到南，山
河田野依旧，乡村仍在，南京明确未来要形成

“中部都市，南北田园”的发展格局。

乡村不是消失而是走向壮大

做足乡村文章，南京的条件得天独厚。南京
河湖渠塘密布，水域面积超过11%，位于宁镇山
脉，丘陵岗地占比接近六成。在规划师刘晶晶
眼里，南京不同于苏中苏北平原地区的一马平
川，既有丘陵山区的乡村形态，又有平原水乡的
江南之美。而在珠三角，尤其经济发达的广佛
一带，正在大力整治村级工业园区，回归乡村的
路更难更长。南京虽然错过了前期乡镇工业的
发展，却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留住了宝贵的乡村
形态，大部分村庄的肌理仍完好保留。

122万亩水稻、30万亩小麦、30万亩油菜、
100多万亩经济林果、百万亩水产养殖，40多
万亩蔬菜基地，南京市场上的叶类蔬菜八成来
自本地，蔬菜种植面积近年不减反保持稳定小
幅增长。6000多座自然村，190多万名户籍登
记居住地在农村的人口，40余万户农户，业内
表示实际居住农村的人口在140万左右，这就
是南京乡村的家底，优于国内大部分同类城
市，城市的发展并没有以大规模蚕食乡村为代
价，南京大都市正在发展都市大乡村。

宗祠、老井、古树、古粮仓……与仪征接壤
处，六合区东侧的横梁街道钟林村几乎保留了
传统乡村的所有元素。穿过写着“大营钟”的
牌坊，记者走进钟林村大营钟组。“以前可没这
么好走，这个季节，路上铺满了秸秆。”钟林村
党总支书记王旭笑言，如今村里组织秸秆统一
回收处理，路上再不见秸秆踪影。

修好道路，亮起路灯，建好广场，村容村貌
的变化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村民。29年前毛善
芹嫁过来，如今她被村民选为钟林村村民理事
会成员，和党员干部一起投身到全村环境卫生
管理，她喜欢村里变得越来越美，而她习惯的
老井、老屋、集市还在。钟林村村中心是有着
几十年历史的集市，曾有过一次赶集吸引上万
人的辉煌，周边几代人都知道每月逢2、5、8号
赶集，去年一场大雪砸坏了原有的集市大棚，
村里正在重建新的乡村集市。

“能保留的，连一棵树都不会动。”陈德星
介绍，六合整治乡村环境，坚持保留乡村过去
的“印记”，不搞大修大建，而是在改善人居环
境上下功夫。

四周山势连绵，村口广场旁，经修缮后的
明清代建筑群非常显眼，这里是清理出来的潘
氏住宅和潘氏宗祠。佘村古村位于江宁区东
山街道，村里有500年的古柏，有300多年的
牡丹，横山水库和佘村水库如两颗明珠点缀着
这个古老的村落。宗祠同时还是村史馆，村里
的小孩常来这转转，先人的故事已耳熟能详。
新修的四个驿站和三公里外的民宿，让向往乡
村古味的游客有了栖息处。

多少人向往在乡村水塘洗衣嬉戏。溧水
晶桥镇人大主席易海蓉介绍，晶桥镇梳理了全
镇600多座塘口，通过提水、疏浚、净化等有针
对性的治理，所有塘口全都要恢复使用。在石
山下村，记者见到村民傅才伢就在今年刚清理
过的塘边淘米。

石臼湖畔、凤栖山下，和凤诸家村是一座
由烧窑、耕田、捕鱼发展起来的村落，至今仍保
留着江南水乡古村特色，这里青墙灰瓦，房墙
相接，有“诸氏宗祠”“天后宫”和众多民居老
宅，这里的古村旧巷有600多年的历史，常有
外地游客慕名前来。

钟林村、杨柳村、佘村、石山下、诸家村、蒋
山村……南京一大批传统特色山村拂去灰尘，告
别黯淡，重获生机。今年南京完成100个以上行
政村（社区）的村庄规划，2020年做到全覆盖，
2000多座规划布点自然村也将拥有发展蓝图。
南京的乡村注定不会停留在城市“配角”，而是成
为未来的“主角”，吸引更多城里人涤荡身心。

本报记者 朱 泉 许雯斐 董 翔
王世停 颜 芳

200亿财政投向“三农”，平均到每家农户5万元，力度之大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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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
乡村。

何必远行。在南京郊区走一走，在
各种兴起的民宿待上一会儿，你一样会
恨不能忘了所有工作，甩开逼到眼前的
任务期限，不管不顾，就赖在村庄的静
谧与安宁里。

从南京市中心出发，驱车一小时，
无论是山村抑或是水乡，高端民宿还是
素朴民宅，“千娇百媚”，总有你爱的那
一款。这就是南京的好处。容得下你
的雄心，也配得上你的诗意。

一直好奇，不停追问，到底要花多少
钱，那几千个村落，那成片成片的乡村环
游带，能建成我们所向往的样子。没人能
回答。20年前，刚入行码字，报道农村八
大实事推进大会。头儿盯着挤出来的两
百字简讯追问“再没有内容能撑大一点
吗？”心里嘀咕，给农村的投入才几个钱
啊，谁关心这个？媒体追花边新闻似的每
年年末都要抢着报道城建总盘子，从300
亿、400亿，直到700亿、800亿。鲜有人问
问，乡建总盘子有多少。20年过去，今天
乡建总盘子已经有数百亿了。

南京的乡村是世界级城市群特大城
市的乡村，城市是发展的主战场，乡村未
来的发展有待于向城市转移更多的人
口，有待于城市发展得更加强大。这样
的乡村该如何安放田园乡村的梦想？都
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那是因为乡村自
身的发展逻辑有别于城市，稳定持续，不
急不躁，发展的根系牢牢扎进历史深
处。那么南京的乡村，也会依据自身的
形态，也要向下伸展发展的根系，以自己
的步伐节奏，不追不赶，稳稳走向未来。

多么幸运，山河依旧，田野仍在，乡村
在南京从未远离。事实上，南京乡村的很
多方面走在城市的前面，餐厨垃圾实现集
镇集中处理，村口河塘能洗手浣衣，全域
规划深入到村落，村庄美化延伸进庭院。

乡村的美好远不止于此。20 多年
前，美国影片《廊桥遗梦》在国内上映，
影片女主角说到底就是一名农妇，这并
不有违她丰富的精神追求，不妨碍她在
夜色之下，在庭院里默读叶芝的诗歌。
她农户的家里，一样有电唱片、浴缸、精
心的摆设，饭桌上时常有新鲜的花束和
主人喜爱的诗集。这也是农民，不过是
美国的农民，在美国的乡村。

为这样的农民，这样的乡村，我们
并没有等很久。

在南京，我们看到了不少人，包括
不少社会认定的那些成功人士、精英人
群，选择在乡村生活，在乡村创业。乡
村再也不是穷困、凋敝、甚至是落后的
代名词，农民也只是若干职业的一种，
和其他职业不会有高低贵贱之分。

这一刻已经在到来，你随时可以自由
选择，城市或乡村，都有你向往的美好。

让近郊远村
像诗一样到来

颜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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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宁
区钱家渡村环
境宜人。

8月17日凌晨五点，诸定国将菜籽饼、羊粪和水发酵，自制有机肥，

准备堆在蓝莓树下。今年光蓝莓果他的纯收入就达到50万元，加上在

手的下半年蓝莓苗供货订单，这位溧水白马镇石头寨村的村民，今年妥

妥地纯收入过百万元。上百万乡村人口，四五千平方公里的乡村面积，

今年光市级财政投入的资金就是78.43亿元，加上区、街镇，“三农”财政

投入至少200亿元，创历史新高，平均到每家农户是近5万元。还有百

亿计的社会资本，资金大规模涌入，集聚发展要素，带动各类产业、业态

兴起，南京的乡村面临深刻变化，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大国治

村”的视野下，在发达的长三角区域，一座人口千万、GDP过万亿的特大

城市将拥有怎样的乡村？有别于苏中苏北，不同于粤闽等南方城市，南

京正在展开独有的乡土篇章，从另一重要的角度诠释如何成为一座“上

升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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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金村
温暖“幸福守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