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湘北津市的西南隅， 灵泉曾

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乡镇，方圆

55

平方公里、人口

1.2

万。 在津市，在

澧水流域，灵泉，尽管名字清雅，可

一直被视为封闭、落后、土气的代名

词。

2007

年

9

月

25

日， 对灵泉人

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省民

政厅正式批准灵泉撤乡建镇。 以这

一日为分水岭， 灵泉的历史翻开了

新的一页！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走过撤乡

建镇的日子， 灵泉人仅用了短短的

一年半时间。 难怪，当

2007

年

6

月

的一天， 灵泉乡政府撤乡改镇的报

告递交到省民政厅张副厅长时，这

个几年前曾路过灵泉乡， 对该乡有

过“一面之交”的部门领导，不禁瞪

圆了双眼，简直是天方夜谭！锲而不

舍的灵泉人毫不放弃， 软泡硬磨地

把张副厅长请到现场视察。 这一来

非同小可， 灵泉的变化令这位民政

厅的领导大感惊讶， 一连说了六个

“没想到”： 没想到灵泉城镇建设得

这样快，没想到灵泉规划得这样好，

没想到灵泉的基础设施这样全，没

想到灵泉的山水这样美……

一年后的一天 ，

2008

年

11

月

24

日，又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出现

了。 这一日成为了灵泉人值得骄傲

与自豪的日子。 省委书记张春贤踏

访灵泉镇，原计划只停留一刻钟，可

眼前如梦如画的景致让张春贤书记

不禁驻足细观， 他兴致勃勃地走进

百果园、走进农民新村、走进乡村敬

老院，走进橘农的家，走近采摘柑橘

的村民，他始终微笑着颌首而行，这

是对灵泉镇新农村建设的由衷赞

许。

如今的灵泉，街道宽敞整洁、村

道四通八达、民居雅致明亮、山岭披

金挂翠、 人们意气风发。 走进灵泉

镇， 处处神奇的蝶变令你油然而生

感慨： 是蝴蝶泉的彩蝶灵动了乡村

景致， 还是遗落的彩虹美丽了自然

山水？

引蝶生活之变 舞动

田园乡村之美

灵泉镇过去没有一条像样的街

道，每逢圩场，一条窄窄的公路挤满

了赶场的人群， 给人们生活造成了

很多不便。 前届政府为此做了大量

的工作， 在集镇上辟出了一条新街

道， 不过还只完成一个土坯路基而

已，后来又勉强硬化了中间一部分，

使过往车辆顺畅了些。

然而， 街道上种菜的、 种棉花

的、 做生意的， 杂乱无章地挤在一

起，过往车辆，扬起一阵阵尘土。 尤

其是街上没有路灯，夜里漆黑一片。

夏天， 居民在中间一小块硬化的道

路上放上藤椅乘凉， 或在菜棚下面

扬着蒲扇拍打蚊子，噼噼啪啪，响声

一片，既不安全，也不雅观。

居民们渴望街道， 政府想建好

街道，关键是没有资金，所以这个决

心一直没有下。

2006

年，新任党委

书记夏先双想把街道实行硬化，但

几乎没人支持。为了形成共识，他就

经常带领班子成员到街上去看。 一

次，他带着班子成员去学校，正是学

校下晚自习的时候， 家长们成群结

队去接孩子，天下着雨，家长们打着

手电筒，行走在泥泞的路上，几十把

手电筒摇动闪烁， 形成一道伤心的

亮带。在这个亮带里面，夏书记却看

到了这样一幕：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

婆婆带着两个孩子，只打一把伞，老

婆婆把伞让给了孩子， 自己被雨淋

着，突然，婆婆滑倒了，两个孩子争

着去拉他们的奶奶……

这一幕给夏书记和他的班子成

员们一个很大的刺激，硬化道路、拉

通路灯的决心终于下了。一个月后，

80

盏路灯将街道照得亮如白昼，灵

泉的老百姓欢欣鼓舞， 路灯点亮的

那一晚， 街上所有居民都涌上街道

看路灯。

紧接着， 他们投资

160

多万元

把灵泉镇至毗邻的白衣镇的

6

公里

道路拉通了。这是一条泥泞的路，路

上坑坑洼洼，下雨天就积满了水，用

老百姓的话说， 是一条牛走路都要

卧槽的路。村民们渴望修通这条路，

可是几代人了也只能想想而已，最

终都没有结果。同样，仅用

3

个月时

间， 这个老大难的路就被拉通硬化

了。

由此，灵泉镇开始了如火如荼

的基础设施建设 。 投资

130

万元

新建日供水

1000

吨的自来水厂 ，

投资

200

多万元完成了新街道硬

化 、亮化与绿化 ，投资

60

万元新

建起了灵泉客运站，投资

528

万元

新建了有着

200

个摊位的集贸综

合大市场，投资

120

万元建设镇政

务中心。 基础设施焕然一新，改变

了村民们的生活 ， 舞动了田园风

光之美 ， 也改变了农民千百年来

封闭 、保守的生活方式 ，激活了他

们新生活的渴望。

位于灵泉集镇的五泉村，是新

农村建设示范村 。 村里有一个低

矮的山岗 ，散植着一片山茶林 ，茶

花开时 ， 星星点点的花朵点缀得

小山岗生气盎然 ， 秋天山茶树结

出累累的果实 ，又是一片好景致 ，

人们称这里为茶山岗 。 农民新村

就选定在这里。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

善， 本村及周边村的村民建房的愿

望日趋强烈。以往，村民们建房常常

沿着公路两旁建设，公路建到哪里，

房屋就跟着建到哪里。 不仅占用了

有限的耕地，而且不便于规划。为发

挥示范效应， 也为即将形成的旅游

休闲产业打好基础， 该村便想出了

一个集中建设居民新村的办法。

农民新村建设本着政府引导、

群众自愿、市场运作、资源整合的原

则，强调特色，规划先行，政府扶持，

多方融资，规范标准，统一建设。 新

村内实行三通一平， 农民交纳一定

基础建设费后自主入住 。 工程于

2007

年

5

月启动，

12

月完成了第一

期工程。 首期建设

80

套样板房，成

为新农村样板村落。由于价格优惠，

吸引了一批农户踊跃建房， 目前已

建成

20

户， 其他宅基地已订购一

空， 这个新村计划建设

200

套农居

新居， 可基本满足本村农民的建房

需求， 还吸引了周边农户来这里投

资兴家。 硬化的街道，整齐的街树，

山岗上农民休闲广场新潮别致，广

场一角，辟出一排廊道，缠绕着葡萄

藤蔓，形成一个半月形的棚架，抬眼

望去，新村置身一片山水画廊之中。

新居设计新颖，一律白墙蓝瓦，配以

各具特色的花木竹丛， 如入花园一

般，新入住的

20

多户村民高高兴兴

开始了新生活。

任振友是先期入住的农户之

一， 今年

40

岁的任振友一家

4

口

人，一个孩子，一个老人。 他家有橘

园

12

亩，棉花

7

亩，加上外出打零

工，年收入

6

万元，是村里中等收入

的家庭。 几年的积蓄已有能力建一

套新房了，听说村里建农民新居，他

头一个报了名， 建起了一幢崭新的

平房， 房内设施齐全， 家具也是新

的，生活舒适方便，住在这里和城里

人一样，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一切，

使他真正感受到了新农村建设带来

的生活上的新变化。 更令他高兴的

是，

11

月

24

日，省委书记张春贤还

来到了他的家里参观呢。

农村养老是新农村建设面临的

一个重要课题。 为弘扬敬老孝老的

传统美德， 体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

乐， 灵泉镇筹资

120

万元建起了一

个

4800

平方米的敬老院， 可容纳

112

名老人在此安享晚年。现有

110

位孤寡老人入住了这座敬老院，他

们在这里生活得幸福快乐， 内心里

对党和政府无限感激。 敬老院有活

动室，食堂，生活设施完备，院子里

花树葱郁，四季如春，是老人们户外

活动的好场所。敬老院院长甘波惠，

是一位能干的农村妇女， 她精心照

顾着这些老人， 就像照顾自己的亲

人一样。每次市、镇政府领导去院里

看望老人， 老人们在称赞美好生活

的同时，都不忘夸夸他们的好院长。

2008

年

11

月

24

日，省委书记张春

贤，在原常德市委书记武吉海、津市

市委书记何英平的陪同下， 来到敬

老院慰问。张春贤书记握住

89

岁老

人周道登的手，嘘寒问暖，老人激动

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我们现在

餐餐有鱼有肉，生活得蛮好！ ”

这些促进生活之变的基础设施

建设， 都是要以庞大的资金为支撑

的。 为筹措资金，灵泉镇采取“向上

争 、政府投 、资源换 、社会募 、招商

引” 等一系列方式， 多途径并举筹

措， 两年来， 他们共组织筹措资金

2000

多万元 ， 解决了资金运转问

题。目前，全镇共修建通乡公路

12.8

公里，村级公路

31.8

公里 ，新建了

五泉、关桥、同心、戚家四个集村部、

广场于一体的多功能村级活动阵

地，乡村旅游景区门楼、示范片主干

道路灯、路牌、交通警示标志全部配

套。 一个集生活、旅游、生产功能于

一体的新农村已盛装呈现在人们面

前，舞动起了无穷的田园乡村之美！

化蝶生态之变 剪裁

自然山水之美

灵泉镇地处低矮丘陵区， 山水

清秀， 动植物资源丰富， 而水系完

整，更是得天独厚。北接澧水支流道

水，东连胥家湖，拥有庹家峪水库、

红星水库两座小

Ⅰ

型水库， 和长湾

水库、周家湾水库、烂泥湾水库、刘

家湾水库、 神九堰水库等五座小

Ⅱ

水库，小山塘更是星罗棋布，环境十

分优美， 形成了以山水风光为主体

的乡村自然生态景观。 境内森林覆

盖率高达

35%

以上， 人工造林面积

11000

亩，其间野猪 、野兔 、野山羊

在林间出没， 这里更是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白鹭的迁徙逗留场所， 素有

“白鹭之乡”的美称。

然而， 这一切过去并没有给灵

泉带来富裕， 甚至被视为一种贫穷

和包袱。 在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过

程中， 灵泉镇立足山水资源发展生

态农业， 算是一个切合自然的现实

选择。 镇党委一班人把发展重点瞄

准在山水资源，利用自然优势，以全

镇的自然生态为依托， 形成一个完

整乡村旅游风景区， 剪裁出生态优

美的自然景观， 从而为打造新型休

闲农业奠定基础， 并由此带动经济

的发展。

2008

年

2

月，津市新农村建设

示范片定点灵泉， 为灵泉的发展带

来了机遇。借这股东风，灵泉镇全面

开启了新农村建设。 他们以超常规

的决心与勇气不断探寻，精心谋划，

得到了广泛的理解与支持。 在一个

从没有先例的领域开辟出了一条崭

新发展路径。整个工作从年初开始，

仅有一年的时间， 就在精心完成了

乡村旅游发展产业的规划的基础

上， 拉出了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框

架。全镇以山水田园生态、茶山岗休

闲广场、休闲度假旅游、森林生态观

光旅游四大板块构成总体格局，形

成了观光农业、休闲农业、游乐农业

等片区， 山地按自然形态形成生态

林、风景林、经济林、果木林几大林

区。风景林以香樟、玉兰、桂花为盛，

保留了古楝树、油茶等自然灌木，山

林参差别致，尤显自然生态之美。

2008

年

8

月，灵泉乡村旅游地

图出版， 这是全省第一张乡村旅游

图。图上出现了一长串诗意的名字：

灵泉坛、龙凤亭、百果园、神九堰、竹

园路、岩头窝路……与此同时，一批

景点也横空而出：王家堰农家乐、周

家湾垂钓中心、谢家湾休闲山庄、胥

家湖水上游乐场等等也相继盛装亮

相。景区内主干道设置了路牌、交通

警示标志， 而且路牌以褚红色的木

板构成，实行中英文对照，显得古朴

而时尚。

在果林景区， 一个芳香四溢的

百果园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园内分

布着椪柑、蜜桃、梨、柑橘、香柚、柿

子、樱桃、枇杷等，各具特色的四季

鲜果，把园区装点得格外美丽，硕果

累累时，人们穿行在果林间，自由悠

闲地采摘品尝，怡然自乐。

灵泉镇以丘陵为地貌特色，水

田分布在山与山之间的山峪里，山

地呈片状分布， 稻田便在山野间更

显魅力。 春天满坡的油菜花馥郁清

香，一片嫩黄；夏天，碧绿的稻浪在

山坳里翻卷； 秋天， 白絮如云的棉

花、黄橙橙的稻穗、金黄的柑橘令人

目不暇接，留连忘返。

近年来， 灵泉镇也添置了大量

的耕整机和小型收割机， 农业生产

充满了现代气息，同时，一些农户或

区域里， 必要或刻意地保留了耕牛

耕种， 传统的农耕方式与现代耕作

形式相得益彰，交相辉映，更显农耕

之美。站在如画的山岗，欣赏自然和

谐的农耕之美， 大有天人合一的恬

静感受。这一切，使人感到农民在画

中生产，庄稼成为自然装点，融入山

水，感受自然，享受生态之美，农业

不再是辛苦的职业， 而变成了一种

享受生命和自然的形式。日落西山，

农民从农田中归来，有路灯照明，路

灯与月光星光交相叠映， 且一路聆

听蛙虫鸣唱，吸吮着新鲜的空气，那

是怎样沁人心脾的美好感受。

如画的乡村， 自然、 质朴而清

新，给人以生命本原的“三农”体验，

回归自然的高雅享受。 在自然生态

的迷人景观里， 观光农业以一种境

界受到人们的青睐，极目远处，一排

排蔬菜大棚气势不凡，走向田野，一

畦畦蔬菜鲜嫩欲滴。 休闲农业让人

在轻松体验中感受农耕的快乐，而

游乐农业则使人类辛勤的劳动赋予

温暖和唯美， 从而构建人们内心深

处的和谐。

亮蝶生产之变 彰显

休闲农业之美

灵泉镇在新农村建设中， 把休

闲农业作为主导产业来打造， 成为

全省唯一整体实施休闲农业的乡

镇，从而彰显了无穷的生产之美。

神九堰土家民俗风情园位于同

兴村示范点内，这里青山绿水，风景

如画。 这个

100

亩面积的自然山泉

水库，以前是锁在深闺人不识。休闲

农业开发过程中， 这个过去普通的

水库突然成为一块宝地， 身价培增

了。 居住在这里的土家村民决心将

这里建成土家风情园。 风情园顺势

而建，依托山水，风光独特，别具一

格。建筑一律是全木结构、蓝瓦顶盖

的土家吊脚楼。 这可是一个旅游度

假的好去处！这里将矗立起

35

幢吊

脚楼， 建成后可成为容纳

500

人的

会议中心，集观光、休闲、商务、讲学

于一身，开发前景十分广阔。

笔者在神九堰遇到镇党委书记

夏先双。 问起为何神九堰休闲度假

中心的建筑风格时， 他讲了这样一

个故事。 当时他在思考风情园的建

筑风格时， 请来了省内外许多设计

人员， 他们主张采用欧美别墅式的

洋里洋气的风格， 但这种别墅式的

建筑成本大，群众承受力不够，不利

于休闲产业的开发，夏先双犹豫了。

为突出特色，夏书记四处参观，寻找

灵感，一次在张家界《血色湘西》影

视基地见到一个老院子， 纯粹的土

家风格，这就是他心中想要的效果，

夏书记喜出望外。 他立即寻访到了

该建筑的设计和建设人员。为此，他

一连五上张家界， 终于找到永顺土

家族木匠艺人孙师傅和中国国画院

的李国清教授。一周后，教授拿出了

设计稿，孙师傅也被请到了灵泉镇。

现在， 这个土家民族风情园正在紧

锣密鼓地建设之中。景点建成后，可

满足

40

户农户开展农家乐等休闲

农庄经营。

锦绣兰苑度假山庄位于杨家村

庹家峪水库，占地

1000

亩，现正进

行基础设施建设。 度假山庄由游乐

场、垂钓中心、停车场、欧式别墅区

构成，度假区内开辟蔬菜基地，生产

时令蔬菜， 建成养殖基地， 养殖生

猪，以满足度假区的生活需要。建成

后，可帮助

100

人来此兴业创业，并

吸纳近

500

人就业。

烂泥湾农家乐位于汉泗村境

内，这个农家乐依托库容量为

23

万

立方米的烂泥湾水库， 水库水质清

爽，清澈见底，是灵泉镇的优质水源

基地。 现已建成

20

套休闲屋，

3

个

垂钓室，成为集餐饮、垂钓、娱乐于

一体的小型农家乐休闲旅游中心。

目前， 烂泥湾农家乐由田功福夫妇

经营， 是灵泉镇休闲农业农家乐休

闲的成功范例。目前，他的农家乐年

收入在

40

万元以上，各路宾客纷纷

前来品尝农家菜、观赏清泉水、垂钓

休闲。

这些休闲农业项目，成为灵泉

新农村建设中的标志性项目 。 随

着庹家峪锦绣兰苑度假山庄 、神

九堰土家风情园 、 烂泥湾农家乐

等一批名牌景观 、 名牌休闲农业

项目的全景登场 ， 一个具有观赏

性 、体验性 、休闲性 、游乐性 、怀旧

性 、 唯美性等特点的休闲农业产

业将异军突起 ， 成为灵泉新农村

建设的产业支撑。

休闲农业经营项目的实施，既

可满足本镇劳动力的就业， 还可吸

纳周边乡镇

2000

多人就业，呈现出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广

高速建成后， 一个高速互通的连接

线正通过灵泉乡村旅游区， 这里将

广纳四方宾客， 灵泉镇的休闲农业

将迎来一个更大的发展机遇！

一个美丽乡镇的碟变

———来自津市新农村建设灵泉综合示范片的报告

李炳泉 郑媛媛

灵泉新街

灵泉镇乡村旅游景点之一的龙凤亭

整洁的居民小区

优雅宽敞的茶山岗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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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经济百强乡镇推介形象大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