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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产经周刊旅游
休闲

“景在村中、村融景中”，这样的画面在宁海乡间并不鲜见。今年，我县5个村荣获宁波市首批“3A级景区村庄”，分别是桑洲镇南岭村、胡陈乡中堡溪村、茶院乡许家山村、桥头胡街道
双林村、前童镇鹿山村。这五个村庄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整治、村庄管理等方面融入了旅游元素，实现了景村一体化发展的理念，凸显了一村一品的特色。

所谓“景区村庄”，就是用景区化的思路打造村庄，让村庄拥有更多的旅游元素，不仅有可观赏的景观，有可推进农村发展的新型业态，还有可流传的故事和历久弥新的人文历史，要让人
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是村是景是生活 有山有水有乡愁
——记我县首批“3A级景区村庄”

中堡溪村，一个深藏在花海
里的小山村。在这里，厚重的文
化底蕴、浓郁的时尚气息、洋溢
着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相互交
融；在这里，我们聆听自然的声
音，在这里，我们沉淀疲惫的心
灵。

春天来胡陈看桃花，漫山遍
野的绯红，十里桃花灼灼，花海
里镶嵌着一颗明珠——中堡溪
村。村子位于胡陈中部的桃花源
里，由多个自然村合并而成，
山、水、林、园俱备。这些年
来，在政府和当地人民的努力
下，这个美丽的小山村获得了

“省三星级乡村旅游示范点”“市
级旅游特色村”等多项荣誉。

多年来，中堡溪村从东山自
然村的地域优势和生态环境的实
际出发，紧紧围绕休闲旅游产
业，因地制宜地展开全村生态经
济建设、人居环境建设。村里有
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东山桃园、
胡陈公共安全宣传教育基地、梦
鼎教育培训学校等，今年又创建
了桃文化广场，作为胡陈水蜜桃
优质品种展销平台。

这些年，中堡溪村在乡村旅
游、水蜜桃产业、水果采摘、鲜

花种植、农副产品销售等多方面
均衡发展。目前，水蜜桃种植面
积达 3000 余亩，全部投产后将
为全村带来 6000 余万元的产
值，胡陈的水蜜桃已经成为老百
姓的“致富果”。除了水蜜桃
外，胡陈还盛产桃胶、乌米饭、
胡陈小米、胡陈洋芋、乌饭麻糍
等。

中堡溪村东山自然村共有 8
家农家乐，农居客床 76床。通
过与旅行社合作，宁波、上海等
大城市的游客络绎不绝到村里体
验休闲农家生活，知名度和美誉
度逐年提升。接下来，村里计划
利用村民原有的空置房屋，统一
改造，统一管理，把东山自然村
打造成集休闲、养老、旅游采摘
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特色村，带动
村民增收。

除了秀美的山水风光，中堡
溪村还蕴含了源远流长的历史文
化。中堡溪是我县五大溪流之
一，也是胡陈乡的母亲河，千百
年来，中堡溪如一条玉带贯穿胡
陈乡，灌溉着两岸的良田，也润
泽了两岸栽植的万亩桃林，见证
着村落发展的历史，为村民带去
了甜蜜的生活。

胡陈乡中堡溪村
一溪清水自风流 桃花源里中堡溪

总有那么一瞬间，突然想逃离
拥挤繁华的大城市，去周边小镇走
上一趟。前童鹿山村，就是一个留
得住乡愁的地方。

前童鹿山村因鹿山而得名，鹿
山不高，在山顶可以俯瞰古镇的全
貌。极目远眺，青砖墨瓦，连绵的
明清古建筑尽收眼底。古镇就建在
鹿山村里，是藏身塔山和鹿山之间
的一块山环水抱的风水宝地。

古镇始于宋末，盛于明清，经
历了近 800年的发展，至今保存有
1300多间各式古建民居，石墙、石
花窗、卵石路、八卦水系依旧完
好，保留着完整的江南明清时期的
民居风貌。沿着卵石铺就的小径，
步入前童古镇，仿佛一下回到了几
百年前的时光中。

村民们沿袭着的传统习俗，家
中古老的家什，古人的字画、碑
帖、匾额等，无一不彰显出前童浓
厚的文化底蕴。遵循引水植树优化
环境、训育后人的美德，前童历代
人才辈出，形成了“小桥流水遍庭
户，卵巷古院藏艺文”的古文化风
范。

早些年，鹿山村给人的印象并
不美，简陋的水泥路削弱了古镇风
韵，村庄基础设施差，村民环保意
识也很薄弱。近年来，鹿山村进行
了环境整治提升，拆除危旧房、保
留房外立面改造、建设村内道路，
对村庄进行改造提升，让这个千年
古镇重新焕发出光彩。

前童十四夜，素来寂静的古镇
因为这个传统节日而沸腾，宽街窄
巷里一时间敲锣打鼓，摩肩接踵。
除了民俗活动，还有美食，豆腐、
空心腐、香干是远近闻名的“前童
三宝”，游人来此，定是要尝过才
算的。

前童古镇有 21 家精品民宿，
去年被评选为宁波十大特色民宿村
之一，今年国庆黄金周，古镇游客
接待量突破 18 万人次，前童驿
事、花桥游居、好义堂等民宿入住
率达到 100%。“破旧老宅”发展成

“美景古宅”，前童的民宿发展之路
是让民宿融入村舍，一点也不张
扬，完全保留了老房子的原味。

前童镇鹿山村
传递古韵，留住乡愁

许家山村的历史可追溯到清
乾隆时期，是宁波市区内现有建
筑群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石
屋古村，也是浙东沿海山地石屋
建筑群落的典范，是国家 3A级
旅游风景区、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中国传统村落。

许家山又名石头村，这里是
一个石头的世界，全村建筑都以
当地特有的青铜色“铜板石”构
筑，石屋、石巷、石院、石墙、
石凳，整体看就是一个石头的世
界，特色鲜明。许家山现存古建
筑三合院和四合院建筑群格局完
整，85%以上保持原有历史风
貌。古村核心保护区有 58000平
方米，从山顶上看去，全村近
300 户石屋大大小小，密密匝
匝，鳞次栉比，依山散布，场面
蔚为壮观，是华东地区难得一见
的独有景致。

许家山村自从建村始，不仅
保存着完整的石屋古村，也延续
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片
原生态的土地上，他们种植茶、
花生、土豆，也种植番薯、芋

头、水稻、玉米、高山萝卜等，
并将传统的农家手艺“进行到
底”：牵牛耕田、制番薯粉、做
番薯烧酒、捣年糕、做竹编……

许家山有著名的农家美食百
草鸡、山羊肉、石磨豆腐、阿婆
饼，最早起于红白喜事的“农嫁
十二碗”，每一碗都是来自村落
最质朴的新鲜味道。品尝过这样
的农家美味，一定会让你在昏昏
欲睡的午后充满元气。

许家山村的旅游资源可划分
为石屋古村、台地风光、地质公
园、农耕传承四大区块，是集山
村体验、文化交流、疗养度假、
休闲运动、娱乐购物等功能为一
体的山村休闲旅游区。近年，许
家山露营公园、许家山生态休闲
度假中心、许家山帐篷民宿客栈
三大民宿项目相继开工，总投资
达1.75亿元。许家山综合开发二
期总投资 1.6 亿，石头博物馆、
梅苑阁 （陈献州书画工作室）、
民情茶室相继开馆，各种新业态
持续引进。

茶院乡许家山村
感受农耕文化 发现石头王国

春有漫山油菜花，宛如黄金
铺地；夏有习习凉风，坐赏月朗
星稀；秋有稻谷飘香，尽享丰收
喜悦；冬有枯藤老树，悠然听风
吟雪。桑洲南岭村，山路蜿蜒进
山，串起桑洲万亩生态茶园、油
菜花景区、格桑花基地、桃花基
地……一路美景，美不胜收。

南岭村是宁海最南边的小
山村，依山而建，拥有得天独厚
的山岗旅游资源。顺应休闲旅
游度假市场发展趋势，桑洲提出
了“南山花语小镇”概念，打造山
地型的花海茶园景观、乡村民宿
度假产业、乡村休闲旅游，初步
形成了“茶园运动、花海观光、文
化养生、民宿度假”四大产品体
系，全域花境+花卉产业+产业联
动+民宿经济的桑洲模式。乡村
旅游经济效益初显。

以花为媒，以节活镇，桑洲
镇突出春、夏、秋、冬四季旅游特
色，着力打造四季花海，筑建乡
村全域旅游的新亮点。连年举
办的油菜花节、桑洲麦饼文化节
和金秋欢乐音乐节为桑洲赚足

了人气。南岭村是著名的油菜
花观赏地，凭借油菜花效应，节
假日到此的游客络绎不绝，高峰
时每天达上万人。就在这一波
又一波的赏花人中，村里人看到
了商机，在家里办农家乐，在村
口摆摊卖麦饼、农副产品，山里
人在家门口唱起了“致富经”。

桑洲的民宿是宁海民宿中
的先锋军、佼佼者，南山驿、南山
居、花源里以点带面引导精品民
宿集群化发展，还引进了古树苑
客栈、网易易宿、东篱客栈等精
品民宿7家。作为“诗画桑洲”的
核心景区，南岭村也是精品民宿
最密集的村庄。

今年，桑洲启动了千亩生态
茶园景区化改造项目，新建南山
音乐广场，培育专业合作社、经
纪人等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打造
高山有机“胭脂米”品牌，推广红
阳猕猴桃、韩国水晶梨等精细水
果，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平
台，构建以茶叶为主体，特色农
业为亮点，旅游为依托的农旅融
合产业体系。

桑洲镇南岭村
不老南山 花漾桑洲

秋高气爽的天气，双林村正
是人头攒动、饭菜飘香的旅游旺
季。来到这里的人们，可以于山
水之间寻一僻静之处，或漫步乡
村，或体验农趣，享受慢悠悠的田
园时光。

双林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
势，森林覆盖率达98%，是个天然

“氧吧”。双林村的旅游开发很
早，三麓潭乡村生态旅游区是名
闻遐迩的休闲旅游目的地，建有
面积 3000平方米的人工湖和湖
心亭，修建了一条 600米长，2米
多宽的沿湖大道。

近年来，双林村结合省特色
精品村创建，实施“生态美村、改
造靓村、旅游兴村”战略，整治村
庄环境。依靠良好生态，成功打
造“双林农居”，使特色民宿经济
不断迈上新台阶，走上了一条生
态美村、改造靓村、旅游兴村的富
民之路。“双林农居”由农户主导、
政府扶持、集体运作，从最初的 5
家已发展到 40多家，床位有 600

多个，从业人员 100余人，每逢周
末、节假日，双林村民宿就进入一
床难求的状态。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
春满园。在不断提质双林美丽乡
村建设的同时，街道围绕三麓潭
生态沟风景线打造集党建、生态、
旅游为一体的精品线路：以双林
村为中心向两侧辐射，以汶溪为
纽带串联沿溪村庄，分步推进岙
里片区的资源整合；沿线东吕村、
龙储村、岙马村积极实施全面小
康村、美丽乡村合格村创建，实现
以点带线，多点开花的效果。同
时整合现有旅游资源，确立了以
AAA级旅游景区创建为标准，打
造“一心+双线+三环+九个片区”
体验网格，借助慈云佛学院以及
双林民宿等独特资源，打造以禅
茶馆、素斋为特色的禅茶静修区
和疗养养护区。

（潘璐璐 整理）

桥头胡街道双林村
美丽乡村带来“美丽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