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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视察南阳，南阳的特色产业发
展、粮食生产、南水北调水源地
保护、移民生产生活、中医药发
展等都倍受总书记关注。

“一花一草”“一水一田”“一
祠一圣”“一村一品”，一年来，南
阳广大干群不负重托、踔厉前
行、奋勇前进，正在书写新时代
乡村振兴的南阳答卷。

本报今日重点推出这一年
来的“南阳答卷”，把徐徐崛起的
南阳盆地展现给时代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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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于涛曹国宏曹相飞文/图

水是淅川的丹江水，田是邓州的高标准农田，

水蕴品质田保粮。

一水一田之间，南阳把“吃喝”二字饱含的深刻

责任作为自己的使命担当扛在肩头。

淅川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和渠首

所在地，全县水源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2.8%，丹

江口水库近一半面积在淅川。通水至今，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累计调水超过470亿立方米。

2021年5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淅川，实

地考察陶岔渠首工程和丹江口水库时，明确指出“要

把水源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划出

硬杠杠，坚定不移做好各项工作，守好这一库碧水”。

截至目前，丹江口水库水质均稳定达到Ⅱ类水

标准，水质状况优良，符合调水标准。一库清水，清

澈向北，靠什么？淅川县从干部到群众形成的上下

合力！

4月29日下午3点多，在淅川县香花镇街头，招待

完顾客的张小伟拿着网兜出发，准备沿着丹江口水库

沿岸进行义务清漂，和他一起的有四五个人。

2014年他成立小伟渔家义务清漂队，带着家人

和饭店服务员一起，开始了自觉保护丹江水的行动。

图什么？图个心安。今年44岁的张小伟见证

了丹江水的变化。

“小时候的丹江水很清，吃水用担子去江边上

挑着吃。长大后，水上到处是餐饮船，水变脏了，我

就把自己的餐饮船关了上岸开饭店，现在水

又好了。”张小伟说，“换

位思考一下，咱不能让北京人喝不好的水呀。”

在香花镇宋岗码头，在此工作20多年的王女

士很自豪地说：“丹江水可好，我们天天吃的都是丹

江水，可以直接喝，还不拉肚子，现在人们都自觉得

很，饮料瓶啥的都扔到垃圾桶里。”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片碧水，

一片丹心。

淅川县委书记周大鹏说：“一年来，淅川县认真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坚持‘水质保护、绿色发

展’主线不动摇，强力实施‘守好底线行动’，多点发

力、精准施策、主动作为，全面整治侵占破坏水域岸

线违法违规问题，扛牢河湖安澜政治责任，确保一

库清水永续北送。”

“喝好水”是基础，“吃好粮”也是基础。在北京

的一户人家里，南阳水和南阳粮可能会在一个瞬间

发生结合，譬如用丹江的水煮一锅用邓州面粉包的

饺子。

在习近平总书记赴渠首考察时，他途中临时下

车，走进邓州市文渠镇李洼村一处麦田，察看小麦

长势。

看到丰收在望，总书记指出，夏粮丰收了，全年

经济就托底了。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

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

种子做起，加强良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

中国粮食安全。

再次走进总书记看过的麦田，望不到边的小麦

碧绿，只等它们不久后变成金色的麦浪。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这一年，文渠镇加紧

了智慧农业示范区的建设，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创

新了高效节水灌溉的新模式。”文渠镇镇长王宇洲说。

在距离总书记看过的麦田不足千米处，一座智

慧农业示范区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5月中旬可以

建设成功。

唐祖明是邓州市荣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邓

州市文渠镇高标准农田的区域负责人，负责这里

3000亩高标准农田的流转、种植到收获的全过程。

他指着麦田里的水肥一体机和气象、病虫监测

机器说：“现在通过高标准农田和科技化的建设，我

们一亩地能收1200多斤，以后产量肯定会越来越

高；我们在这又投资了3000多万元建设粮食原料

加工储藏基地，项目建成后能减少中途运费和成

本，收的麦子直接可以入库保存。”

邓州市用科技让粮食产量不断提升的同时，粮

食安全也得到保障。

人之大事，吃喝二字，淅川的水，邓州的麦，让

人们喝好又吃好！

□本报记者于涛曹国宏曹相飞

对淅川县九重镇邹庄村村民曹阳祥来说，五月

将是忙碌的，也是难忘的。

4月29日，曹阳祥家传出轰隆隆的声音。他站

在二楼的房间里，正配合装修工人对房间进行改

造。预计5月份，他家的农家乐就要建成了。“最近

都在为这个事忙，只要政府有规划，我相信生意肯

定不会差。等建好后，儿子儿媳妇就带着孩子回来

了。”曹阳祥说。

门前牌子上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曹阳祥家”，

让曹阳祥有了实实在在的底气，也让他一直忘不掉

总书记来时的场景。

2021年5月1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曹

阳祥家，与他拉起了家常。

“总书记问我家有几口人，问我平时都干些啥，

还问我移民房是咋建的，方方面面都问到了，让我

很感动。”曹阳祥说。

女儿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儿子儿媳妇不

久回家开农家乐；加上土地流转费用、移民扶持费

用、合作社入股分红费用，曹阳祥家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

村民邹会彦与曹阳祥有着相似的感受。

“我记得很清楚，总书记是下午5点41分来的我

家。来我家后，总书记就直接进了厨房，随后又查看

了卫生间、杂物间、两间卧室，一个一个仔仔细细看

过来。”邹会彦说，“在客厅，总书记问了我们的工作

和收入情况，了解了小麦病虫害防治和小麦、玉米的

价格情况，还嘱咐我的两个孩子要好好学习，做国

家有用之才。”

邹会彦细数着自家的可喜变化，笑着说：“我们

的日子一定会像总书记祝福的那样，芝麻开花节节

高！”

淅川是全国水利移民第一大县，因修建丹江口

水库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淅川历经半个多世纪，

先后移民36.8万人，两次出县安置移民共21.55万

人，县内安置移民共15.25万人。

邹庄村有175户750人，2011年6月因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建设，从九重镇原油坊岗村搬迁至此，

成立新建制村。

“‘吃水不忘掘井人，扶贫之后是振兴，在乡村

振兴的路上把移民放在重点。’总书记的话是我们

不断前进的动力，我们有信心把移民村的日子过

好。”邹庄村党支部书记邹玉新说。

一年以来，淅川县坚持“示范引领、点线结合、

组团发展”乡村振兴新模式，成立了大邹庄联合党

总支，将邹庄村与周边3个村联合打造，一体化布

局，一体化发展。经过实地考察和详细核算，收益

好、见效快的草莓产业被确定为发展方向。

“我们成立了草莓种植合作社，流转了1000亩土

地用于发展草莓大棚，每亩收益1.5万元以上，收益好

的能达3.5万元以上，目前合作社用工800人以上，人

均年收益1.5万元以上。”邹玉新说。

草莓种植合作社按照股份制将每亩地划分为

20股，每股本金1000元，村民景海江入了一股，家

里总共入了五股。“政府给我们提供了每亩150元

的保底收益，而且草莓种植收益的80%归我们所

有，我们肯定加入。”景海江说。

产业多，农民富，从内到外，邹庄村透露着生机

和活力。

在邹庄村外围，麦田里一片青绿，长势极好。

邹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崔丽平说：“邹庄村流转了1000

亩土地发展高效智慧农业，通过土质、喷灌等技术改

良，种地不再靠天吃饭，粮食产量也越来越高。”

在邹庄村内部，红顶白墙的二层小洋楼分立路

两旁，村容村貌刷新了颜值。“淅川县投资1000万

元，建设红色旅游线路，以总书记的足迹在邹庄村

谋划了15个旅游点位，成立旅游服务专业合作社，

可吸引1000多人从事旅游管理、交通、保洁、餐饮

等工作，人均月增收3000元。”崔丽平说。

如今，邹庄村600平方米的藤编车间已经运

行，让村民在家门口都有工作；村劳务公司已经成

立，给闲置村民提供就业岗位；掘井人合作社开始

发展，让村民人人入股都有钱挣……

“邹庄村产业多，一村多品，样样都做好，一定

牢记总书记嘱咐，让邹庄移民村成为乡村振兴的代

表。”崔丽平说。

花变经济草成钱 水蕴品质田保粮

张小伟在看着远方的丹江口水库

一村多品产业旺

□本报记者孙雅琳曹国宏曹怡然文/图

5月的南阳，是月季花的海洋，繁花似

锦，花香氤氲。

“你知道吗？去年5月12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南阳月季博览园考察时，特意停下来

询问了这个月季品种。”在南阳市卧龙区石桥

镇施庄村的南阳月季基地，顺着该基地业务

部总经理李文奇的手指，一株开满手掌大的

花朵，花瓣像荷花，颜色淡黄泛绿的月季出现

在眼前。

这株月季名叫绿野，由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华北林业实验中心培育而成。

南阳月季基地是中国最大的月季种苗繁

育基地，这里既有俗称“开花机器”的“珊瑚果

冻”“果汁阳台”等进口品种，还有“粉扇”“东

方之子”等140多个我国自有品种。

栾川的花圃老板闫利强每隔十天半个月

就来这里进一次货：“品种多，价格实惠，跑这么

远也值得。”

“去年总书记提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潜

力巨大，要善于挖掘和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加

强地方优质品种保护，推进产学研有机结合，

统筹做好产业、科技、文化这篇大文章。”李文

奇说，一年来，基地加快引进了500多个新品

种，投资80多万元增设了水肥一体化设备。

花盆也由原来几分钱一个的塑料盆升级为2

元一个的加仑盆，盆土换成了进口基质，年销

售额达1亿元，其中家庭园艺销售占十分之

一。“这都是因为南阳月季的知名度提高了。”

南阳栽培月季始于唐宋，兴于明清，发展

于当代。2000年，南阳市被命名为“中国月

季之乡”。南阳月季以品种多、品质好、规模

大著称。月季产业不仅是南阳的生态富民工

程，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产业发展。全市

月季种植面积15.5万亩，年出圃苗木16亿

株，苗木远销德国、荷兰、日本等20多个国家

和地区，出口量占全国的70%，苗木供应量

占国内市场的80%，是全国最大的月季苗木

繁育基地；超过15万人从事月季生产，年产

值27亿元。

在石桥镇朱庄村的联农园艺基地，老板

程相钢指着一棵树状月季说：“这是用树龄

100年的山木香嫁接的，山木香也是蔷薇属，

是一种生长在南方的藤状灌木，这棵大概能

卖20万元。”只见约两米高的树冠上，同时开

着红色的月季和白色的山木香，很是惹眼。

程相钢说，现在石桥镇种植月季20亩以

上的有300多家，要想收益高，只能走差异化

的路子，提高附加值，“我现在做的主要是造

型月季，比如月季拱门，一拱卖2000元。”

南阳不仅有“美丽花”月季，还有“幸福

草”艾草。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到南阳药益宝艾

草制品有限公司，了解发展艾草产业、带动群

众就业的情况。

南阳是全国最大的艾草输出基地，拥有

48个艾草品种，野生艾草年开发量约50万

吨，人工种植面积近30万亩，因含绒量大，挥

发油、黄酮含量高，已成为全国优质艾草最大

的收购集散地和艾草产品加工基地。艾草产

品在全国市场占有量高达70%，“南阳艾”

“仲景灸”已在全国叫响。

发展壮大南阳特色产业艾草，建立健全

融艾草原料供应、生产加工、装备制造、灸疗服

务、文旅康养、科研创新为一体的艾草全产业

链体系，既能就地取材，又能就近解决就业。

在南阳市宛城区红泥湾镇段庄村，有一

家专业生产肚脐贴的承善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该公司为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仁和药业等多家国内知名企业提供订单加工。

工人王芳正在计算这个月的工作量，她

的工作是为产品包装贴防伪标贴和工人工

号，按件计酬，“这个月能发4000块钱”。车

间里，像王芳一样来自周边农村的打工者有

300余人。

在相距不远的大陈坡移民产业园，传统

中医与工业制造业在创新中找到了新的结合

点。工人正在加工的新型智能艾灸床，符合

人体经络穴位图谱，全自动加热点火，解决了

传统艾灸在施灸过程中存在的艾烟、艾味、不

环保、人工成本高、有安全隐患、施灸灸量不

足等痛点，广受艾灸馆的青睐。

目前，南阳市有艾草种植加工企业1551

家，年产值110亿元，产业集聚态势初显。围

绕一株小艾草，南阳正在打造以卧龙区、宛城

区为中心、辐射各县市区的“中原艾谷”、世界

艾乡，为乡村振兴再添“新引擎”。

□本报记者孙雅琳曹国宏曹怡然

“阴阳有三，辨病还须辨证；医相无二，活

国在于活人。”初夏时节，走进位于南阳市宛

城区的医圣祠，460年树龄的古木凌霄花含

苞待放，古碑列道，殿阁俨然，影壁上的楹联

愈发古朴凝重。

医圣祠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

于明嘉靖二十五年，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

就长眠于此。

2021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南阳

市考察调研，首站就选择了医圣祠。“过去，中

华民族几千年都是靠中医药治病救人。”习近

平在此行中如是说。

东汉末年瘟疫流行，张仲景潜心研究古

籍，寻找治疗伤寒的药方，著成临床治疗学典

籍《伤寒杂病论》，开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先

河，后世更是尊张仲景为“医圣”。时至今日，

《伤寒杂病论》所记载的小柴胡汤等药方仍用

于治疗风寒感冒，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国筛选出的“三

药三方”正是在《伤寒杂病论》等古典医籍的经

方基础上化裁而来。根据该书名方优化组合、

创新运用而成的“清肺排毒汤”，被推荐为中西

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使用。

占地面积18亩的医圣祠与一年前并无

二致，而一墙之外，占地面积689亩的医圣祠

文化园建设现场，吊塔林立，机器轰鸣。

为了充分挖掘仲景文化内涵，倾力塑造仲

景文化形象，南阳市委、市政府决定以全国文

物保护单位医圣祠为核心，建设医圣祠文化园。

“2020年年底启动房屋征收工作，完成

10.6万平方米房屋的征拆仅用3个月；面对

高温、雷雨及疫情的影响，完成1.47万平方米

的仲景书院主体施工仅用30天……医圣祠

文化园项目建设过程呈现出征迁快、建设快、

融资快的‘三快’特点。”医圣祠文化园项目指

挥部办公室的钟立华介绍说。

正在施工中的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医圣

馆、行医馆、纪念碑亭为主线的文化传承区主

体建筑，今年5月将完成主体建筑封顶，与现

在的医圣祠形成一条中轴线。

在施工现场的鸟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

到，园区内温凉河汉城河“人”字形交汇，根据

功能布局分为“文化传承区”和“产业发展

区”，其中一期“文化传承区”占地239亩，包

含高度为51.2米的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和仲景

书院、仲景国医馆、体验馆、中医药标本馆等，

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预计到2023年5

月12日开园。

届时，这里不仅将成为集文物保护、收藏

展览、文化交流、中医诊疗、研学体验、观光旅

游等功能于一体的中医药文旅综合体，还将

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习基地和世界中医

药文化地标。

正是因为有了医圣祠，有了仲景文化的

“根、魂、神、韵”加持，传承和发扬中医药，南

阳得天独厚、势在必得。

4月28日，南阳市召开2022年全市中医

药工作会，市中医药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崔

书克说，一年来，南阳市实施中医药强市战

略，围绕打造“两地一都”（全球中医圣地、全

国中医高地、全国中医药名都）补短板、强弱

项、起高峰，从医、教、研、产业、文化、国际交

流与合作等方面全面发力。

南阳市将以复建张仲景国医大学为带

动，依托南阳理工学院张仲景国医国药学院、

南阳医专等教育教学资源，积极做好大学学

科建设、师资队伍、人才引进等工作。将依托

河南中医药大学、南阳市中医院、张仲景国医

大学，融合宛西制药、福森药业等企业，先期

联合建立各类省级科研平台、中原学者工作

站等，聘请院士为仲景实验室主任，长江学

者、杰青、岐黄学者、中原学者等为实验室骨

干，推动“仲景实验室”建设，开展中医药现代

研究，以科研促进中医药医疗水平提升，促进

中医药产业发展。

从一祠到一园，从一圣到一所专业高校，

一年来，南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中医药产

业方向崛起，中医药强市图景正次第展开。

讲好张仲景故事，讲好中医药故事，把中医药

文化弘扬、传承、传播出去，才能让老祖宗留

下的这块瑰宝赓续辉煌。

一缕药香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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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农园艺基地的月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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