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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陆波岸

“曾经被宣布‘死亡’的弄拉又活回来
了。”一步紧着一步沿着千级步道登临绝
顶，李华安环顾群山巍巍，迎着习习山
风，双手叉腰，吁吁的粗气将感慨一个字
一个字往外喘。

弄拉，广西马山县古零镇古零村弄
拉屯，是李华安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
方。这个 54 岁男人心灵的湖水里，荡漾
着对这片大山无法割舍的感情，有过爱，
有过怨，有过喜，有过悲。

弄拉曾经和许许多多山旮旯一样，
被看成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在人们的印
象中，这些地方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信
息闭塞、发展乏力。穷山恶水、山穷水尽
等词语似乎专门为山旮旯量身定制。

因此，千千万万个像弄拉这样的山
旮旯，在某种程度上贫困被视为“宿命”，
为了摆脱贫困，数以万计的人选择举家
搬迁，无奈离开养育他们祖祖辈辈的莽
莽大山，期望由此脱贫过上幸福好日子。

然而，也曾想逃离的弄拉人最终选
择了坚守，他们用半个世纪的时光伺候
着他们的家园，让这个因树木遭受大量
砍伐患上严重“地球癌症”——— 石漠化的
山旮旯，“浴火重生”成为一个森林覆盖
率超过 90% 的休闲避暑旅游度假景区，

成为弄拉人脱贫致富的“金饭碗”。
“去年，我们在这个山旮旯‘捡到了’

1 . 19 万元的人均纯收入，这个数目 5 年
后有望超过 5 万元。”李华安在山顶观光
平台上来回踱步，用数字比较着弄拉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2008 年，弄拉屯人
均收入才过 3000 元，再往前，那更是少
得可怜。”

曙光———

“喝红茶还是喝绿茶？要不每样都来
一壶？这茶不错的。”李华政一边烧水一
边笑呵呵地向客人推介他的好茶。听说
有客来访，他早早就在明净的客厅里摆
好茶具、果盘。

他家是一栋 4 层半“从地到天”的楼
房，建筑面积达 400 平方米，电视背景

墙、酒柜、皮沙发、茶几等设备，整齐干净
地摆在客厅里，整套住房装修精致考究，
实用不奢华。

“我们这所有住房都是这样的格局，
每家每户住房大小一样，楼层一样，装修
风格也都差不多。”李华政给客人沏满第
一杯茶后，打开了他的话匣子，“这些住
房，除掉购买地皮的费用，每户住房建设
造价就要 40 多万。”建设费用都由弄拉
生态旅游专业合作社筹集，“我们村民每
户交 3 万元就可以提包入住了。”

李华政的家住在弄拉新村，位于马
山县古零镇古零街上。这个新村占地
5 . 3 亩，规划总建筑面积 2533 . 8 平方
米，为了更好规划建设弄拉休闲避暑旅
游度假景区，由弄拉生态旅游专业合作
社统一规划、统一建设，计划将参与合作
社的 29户 125 人搬到这里来居住，包括
李华政在内的第一批 14户 70 人已经入
住。

“以前，我们那种生活你们没有见
过，简直不是一个‘苦’字能形容。”李华政
将一杯热茶一口吸进嘴里忆苦思甜着
说，“我住在弄拉时，不管你再怎么拼命，
石缝里都长不出黄金，10 分旱地一年收
获的玉米不够一家人半年的口粮，家里
的柴米油盐全靠我一个人外出打工，累
死累活整个家庭年收入也就 1 万多元
钱。”

如今，这个家庭慢慢从苦日子里走
出来了。“现在，我在弄拉景区上班，月固
定工资 2400 元。”李华政掐着手指盘算
着说，他爱人在景区做零工，一天有 100
元收入，有时候一个月也能拿到 2800 元
左右。加上从景区得到分红，他一家去年
的总收入超过 7 万元，“我家现在 5 口
人，去年人均收入不下 1 . 4 万元。”

这就是弄拉由曾经赤贫的山旮旯嬗
变为初现雏形的休闲旅游景区后，乡亲
们的回报。看到这片山旮旯辉映着脱贫
致富的曙光，在县城有车有房的李华安
和很多乡亲一样，选择回归守护经营这
片自己曾经想方设法逃离的大山。

“去年，弄拉人的收入主要来自停车
场、小卖部、宾馆等项目经营收入的分
红，还有一部分是村民在景区内的劳务
工资收入。”李华安说，停车场按每辆车
每次停放 10 元钱收费，由于停车场车位
有限，重大节假日有一半的车辆进不来
无法收费，等到景区各项设施建设完善
收取旅游门票后，村民的收入将会大幅
度提高。

让村民感到高兴的还有，许许多多
大山人为了生计不得不远离家门外出打
工的时候，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家园上班
领工资。这个有着 133 人的旅游专业合
作社，近 60 人在景区内上班，一个人一
天最少能拿到 70 元的工资收入。每天早
上，他们结伴从弄拉新村到弄拉去上班，
晚上又有说有笑结伴回来，满满的幸福

感洋溢在每一个人的笑脸上。
在弄拉新村，村民们扳着手指向来

客介绍他们中的“上班族”：李华军当保
安，月工资收入 2500 元；李富宁当停车
场收费员，月工资收入 3000 元；李华员
和爱人做日常各种零工，每人一天有
100 元的收入；覃爱莲周末和节假日到
景区协助管理，一天有 1 0 0 元的收
入……

25 岁的李富康刚刚从深圳打工回
来。“我这次回来不想再出去了。”他说，
自己家门口有这么好的就业机会，为什
么还要跑那么远去打工呢？“我在深圳一
个月有近 4000 元工资，但我还是想在弄
拉上班。”

劫难———

弄拉人这个脱贫致富梦，得之于生
态，也差点毁之于生态。

马山县位于红水河中段南岸，是典
型的喀斯特大石山区。这里山多人口多，
土地贫瘠致富路窄。直至今天，马山县依
然是新时期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县
人口 56 万人，其中贫困人口 9 . 4 万人。

弄拉所在地，四周石山林立，没有河
流，没有沃土，地无三尺平，贫瘠的土地
零零星星分布在山石嶙峋之中，“瓢一
块，碗一块，一个草帽盖三块”。

清朝年间，因逃避兵荒马乱和灾害
饥荒，几户人家从四川一路风尘仆仆迁
徙来到弄拉。“这里山深林密，可以躲避
战乱。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丰富的山林资
源，山上果子多，就是在饥荒年代，只要
背着篓子上山去，准能满载而归。”生长
在弄拉的李荣光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他们先辈在这里安家落户的主要原因。

“山林灭绝之日，就是弄拉灭绝之
时。”李荣光说，先辈们一代接着一代叮
嘱自己的子孙后代，没有良好的生态，就
没有弄拉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可万万没
有想到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山林在上
个世纪 50 年代遭遇了灭顶之灾。

“1958 年，到处大炼钢铁，200 多个
外面的人背着柴刀、斧头和锯子来到这
里，连续砍了两个月，附近 25 个山头的
树木都被砍得精光。”直到今天，弄拉人
掀开无法尘封的记忆时依然痛心疾首，
“就连村民屋里能拆出来的木头都被拿

去炼钢铁了。看到山上的树木全被砍掉
了，大家对着光秃秃的大山，眼泪都快流
干了。”

山上树木没有了，裸露的山石无法
涵养水分，被称为“地球癌症”的石漠化
一年狠过一年，无情地蚕食着这里的每
一片绿意与生机，曾经丰腴可人的弄拉
变得日益清瘦贫瘠，山多地少，水荒粮
缺，每家只有几分薄地的弄拉人面临着
生存的大考验与大抉择。

他们想到了逃离，背井离乡逃离世
代养育着他们的弄拉，并派专人到马山
县内和邻县到处寻找有可能让他们落脚
生存的地方。

历经一番寻找与对比，他们还是选
择了弄拉。“大家觉得那些地方都不合
意，土地需要重新开垦，家园需要重新建
设，困难很大，最后决定坚守这片祖宗选
择的大山，想办法把日子过下去。”李荣
光说，弄拉人从此咬紧牙关就是脱几层
皮也要恢复生态，让已然进入生存绝境
的弄拉得以重生。

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和退路的弄拉人
使出了狠招——— 禁刀进山。上个世纪 60
年代，就在很多人还在为填饱肚子发愁
的时候，这个山旮旯的人痛下决心恢复
绿水青山。

从 1960 年开始，弄拉开始派出 6 名
青壮年人，每天一大早就到弄拉的山林
范围内巡逻，严防死守，不准任何人进山
乱砍树木。

“那时是集体劳动，农民收入主要靠
下地干活赚工分。弄拉的巡山人同样可
以按天拿工分。”李华安说，当时，弄拉人
把保护生态环境和下地种粮养家糊口看
得一样重要。

有一次，弄拉屯附近有人想偷偷进
山砍伐木材拉到山外去卖，弄拉巡山人
发现后，先是和他们讲道理。但是，这几
个人不听劝说，执意要进山砍树，导致矛
盾不断激化，最后双方为这事打了起来。

那段时间，双方矛盾越来越深。经过
多方调解和多年磨合，双方好不容易才
达成谅解，握手言欢。

为了保护山林，弄拉人在那个年代
就制定了严格的村规民约。“哪个村民确
实需要上山砍树的，必须先种下树苗。要
砍一棵树，先要种下 6 株苗。另外，每户
每个劳动力每年要种 10 兜竹子，多种不
限。”现年 72 岁的村民李华勤说，到目前
为止，他个人所种的竹子超过 300 兜。

“竹子长得快，两三年就可以卖掉，
既增加收入，又能保护山林。”李华勤说，
弄拉人管这种育林办法叫做“以短养
长”，既能满足村民眼前的利益需求，又
能维持生态的长久平衡。

他们除了种竹子，还逐渐发展适应
石山地区生长的果树、木材、药材种植，
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相得益彰的发展理
念，维持着这个山旮旯每个家庭的柴米

油盐，滋养着这里山间石缝的每一株绿
草红花。

重生———

弄拉人苦苦守护三年后，这片已然
陷入绝境的大山开始长出了新树苗，几
乎绝望的人们终于看到了重生的曙光。
到 1992 年春天，弄拉山上已经是一片苍
翠茂密、野果累累。

“一年四季都有果，我家的野生枇杷
就有 5000 公斤，野生葡萄也有 500 多公
斤。”1992 年，李荣光家里为了把山上的
水果拉到山外去卖，专门到马山县水果
办借汽车。

“那个时候，山里哪个农民开‘东风’
牌汽车拉过货？我们弄拉人就开这样的
车把山上的水果拉出去。”李华勤说，生
态改善拉动经济发展，上世纪 90 年代，
弄拉年人均纯收入已超过 2000 元。

弄拉人觉得，他们用 30 多年的时光
苦苦呵护，让这片已被宣布“死亡”的山
旮旯得以绝处逢生，最大效益不是卖水
果得了钱，而是换回了弄拉的好生态。这
里植被覆盖面不断扩大，涵养水源能力
不断增强，干涸多年的山泉又叮咚作响，
曾经“背井离乡”的猴子也回到了弄拉。

弄拉又一次以生机勃发和绿意盎然
的姿态享誉大山内外，并被列为国家级
药材自然保护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
自然保护区。随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生态重建示范区”和“弄拉岩溶动力学监
测站、弄拉岩溶生态教学科研基地”的牌
匾相继挂到这个山旮旯。

弄拉的奇迹不是这些简单的声誉，
而是世代繁衍生息在这个山窝窝的村民
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他们的生产生
活因此变得更加如意和美好。

2008 年，大旱席卷着半个中国，我
国西南地区大部分大石山区成为干旱重
灾区，弄拉却依旧是清澈山泉日夜流淌
响叮咚，成为旱区罕见的“绿洲”。1998
年和 2008 年，广西大部分地区遭遇洪涝
大灾之年，很多石漠化严重地区山体滑
坡，粮食绝收，弄拉却能安然无恙。

“大旱之年无旱象，暴雨之后无水
灾”的弄拉现象，引起从中央到地方广大
新闻媒体的关注，一批接一批记者深入
弄拉欲探究竟。

但是，守着森林覆盖率超过 90%
大山的弄拉人，慢慢遇到了“成长的烦
恼”。“树木不能随意砍伐，退耕还林
后，耕地不断减少，随着人口的不断增
多，弄拉需要多一条发展的路子。”李
荣光脑子里转动着绝大部分弄拉人的
共同思考。

“我们出去参观发现，人家城郊搞
一个大棚种植每天都能吸引成百上千
游客来参观，一个山洞装了灯光那些
游客像小孩看动画片一样排队去看。”
在外闯荡“生意大江湖”多年的李荣
光，向他的乡亲和盘托出他的看法，
“我们这么好的生态环境，这么好的空
气条件，吸引力难道比不上一个人工
大棚，比不上一个装了电灯的山洞？”

“但是，我们不能把弄拉搬到城里
去赚钱，我们需要把城里有钱人吸引
到这里来消费。”李荣光他们想到了将
“绿水青山”兑换成“金山银山”的途
径——— 休闲度假旅游。

2008 年，广西第一个生态旅游专
业合作社在弄拉成立，村民以土地承
包经营权和林地量化入股的形式参与
开发经营合作社，发展生态休闲旅游
业，他们要把这个山旮旯变成一个脱
贫致富的“金饭碗”。

开始，弄拉人的想法是投入资金
将这个山旮旯按照农家乐的模式进行
改造。干着干着，弄拉人不愿这么干
了。随着“野心”越干越大，他们在这个
狭窄的山间竖起“中国·弄拉”的门楼，
要把这片大石山建成一个休闲避暑旅
游度假景区。

“我们经过商议，建设弄拉新村，
把居住在里面的人搬出去，人畜混居
在里面无法搞好旅游规划。”李荣光
说，他们没有杀鸡取卵式的不顾生态
环境大拆大建，而是一如既往精心呵
护这里的每一片绿叶、每一道飞泉。
“成立合作社之初，我们不允许村民放
养牛羊、上山砍柴，合作社专门筹集了
10 万元资金补贴因这项规定给村民
带来的损失。”

他们把原先坑坑洼洼的进山砂石
路拓宽修建成水泥路，“人家山里修
路，一般都是爆破后让石头随便往山
下滚，我们为了保护生态，不让山体和
树林受到破坏，开挖山石的时候都用
膨胀剂，然后一点点地把石头挖开搬
走。”马山县弄拉旅游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李荣光说，他们把这些石头挖开后，
又一块块地把坑洼的山窝填平，就像
做美容一样一个毛孔一个毛孔修复着
这片他们赖以生存的大山。

弄拉旅游基础设施基本上依山而
建，千方百计避免破坏植被。“如果因
为建设规划需要，砍掉一棵树必须在
旁边补种一棵。”李荣光说，弄拉这两
年引进大批黄花梨、红豆杉、罗汉松等
树种，安排两个村民作为专职护林员
每天对整个山林进行巡逻看护，“每人
每天给 100 块工钱”。

他们不惜血本正在各个山头建设
蓄水池，从山顶到山底、在山与山之间
布有一个完整互通的水管网络，将山
顶的蓄水引到山林的每一个角落，大
旱来袭可以浇灌树木，火患来临可以
浇灭大火。“因为有水浇灌，我们的树
栽种一棵就能成活一棵。”李荣光自豪
地说。

他们注重每一个建设项目的质
量。在建设停车场的时候，合作社联系
一家公司提供混凝土，并特意每吨加
价 30 元钱要求绝对确保混凝土质量。
“我们用了几车后，感觉质量还是不
行，最后只好自己搞混凝土。”李荣光
说，“很多人催我们赶紧建完了收门
票，但这些工程必须一个接着一个扎
扎实实建好了才行，千万急不得。”

现在，初具规模的弄拉生态旅游
已经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这里
拥有 1000 个车位的停车场节假日都
爆满，这里拥有 50 个客房的宾馆周末
需要预约才能订到床位。

“我们的目标是把弄拉建成具有
4A 级资质的休闲避暑旅游度假景
区。”李荣光说，“我们把规划项目建设
完善收取门票后，村民收入会大幅度
提高，五年内年人均收入达到 5 万元
是没有问题的。”

从曾经赤贫的山旮旯“起死回生”

中得到什么启示？李荣光稍作沉思后
给的答案是：山旮旯里贫穷不是宿命，

只要尊重自然规律，只要锲而不舍地
付出，让人与自然得以和谐共生共荣，

每一方土地都可以建成幸福美好的家
园。

敬山养山半世纪 ，莽莽穷山变“靠山”

一个石漠化山村的重生

我住在弄拉时，不
管你再怎么拼命，石缝
里都长不出黄金，10 分
旱地一年收获的玉米
不够一家人半年的口
粮，家里的柴米油盐全
靠我一个人外出打工，
累死累活整个家庭年
收入也就 1 万多元钱

山旮旯不是贫穷
的宿命 ，尊重自然规
律，锲而不舍地付出，
让人与自然得以和谐
共生共荣，“绿水青山”

在这里兑换成了“金山
银山”

当年大炼钢铁砍光了

树林，让原本丰腴可人的弄

拉变得清瘦贫瘠。满山裸露

的山石让弄拉人想到了逃

离，但最终他们选择了坚

守，用半个世纪的时光伺候

着祖宗留下的家园，让这个

一度患上严重“地球癌症”

的石漠化山旮旯“浴火重

生”，成为一个森林覆盖率

超过 90% 的休闲避暑旅游

度假景区。大山成了脱贫致

富的“金山”

200 多个人连续
砍了两个月，附近 25
个山头被砍得精光。他
们想到了逃离，重复他
们先人当年从四川一
路冒着凄风苦雨迁徙
而来的无奈与悲壮

▲

正在建设中的弄拉休闲避暑旅游度假景
区(7 月 14 日摄)。

摄摄影影：：本本报报记记者者陆陆波波岸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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