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州中大街和蟒川镇半扎古寨，是万里茶

道的重要节点。

在人们的印象中，茶马古道在云贵川藏高

原密林地带；其实不然，在北方内陆腹地也有一

条茶马古道，跨中蒙俄三国，越欧亚大陆，向北、

向西输送中国茶叶，换回异域特产、物资或真金

白银。这就是由晋商开辟的一条国际内陆商业

通道——万里茶道。

2012年，中国政府就启动了万里茶道申遗

项目。2019年，国家文物局确定的万里茶道中

国境内45个申遗点中，河南就占了10个。这

些申遗点星罗棋布，漫连成片，故事悠远。

6月18日，正值周六，一场“品味汝州·寻找

中大街老味道”的特色美食擂台赛，在中大街开

赛，人们纷纷驻足，或在流连忘返的同时大快朵

颐，或沉浸在中大街的慢时光之中。

尤其是儿童和少年，尝得更欢，点评也更直

接。12岁的小姚同学就有个心愿，下回再搞美

食擂台赛，可不可以组建少儿品鉴团，让他们也

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据称，这是继端午假期、6月11日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非遗展演后，茶马古城·中大街举办的

又一项大型活动，沿街悬挂的横幅引人注目，令

人鼓舞：人人是导游，家家有产业，户户是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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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城·中大街举办美食擂台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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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气，美食味正浓。知味中大街，滋

味更绵长。

一座城，一段历史，承载荣辱兴衰的似水

年华。

一座城，一方文明，演绎街头巷尾的人间

烟火。

一座城，一方美味，一脉传承，镌刻成长、彰

显文化、绵延希望……

感官能与记忆捆绑，一种深刻的味觉感受，

往往伴随着丰富的情感与记忆，它能承载时光，

也能延续古今。每一座城池，无论崭新或古老，

无外庞大或简小，无分闻名或普通，都值得我们

在美食中细酌慢品，品味点滴细节中的厚重。

这几天是老汝州中大街最热闹的时段。这

里阳光炽烈，烟火正浓，绝对可以用比肩继踵、

五味俱全、香飘十里等来描述，因为这里正在举

办一场“品味汝州·寻找中大街老味道”特色美

食擂台赛，人们走在老街，不仅仅是在品味美食

文化、感受这热烈的氛围，更是在追寻、期盼古

老传统美味的回归。

粉墙黛瓦下的中大街笙瑟齐鸣，歌舞同庆，

行走其间，尽是一片热烈与欢愉。文艺表演、非

遗展演、特色院落、摄影采风等各个方面对汝州

文旅资源进行挖掘，赋予了老汝州城市休闲旅

游新的内涵，反映了中大街的地域特色，展示了

老汝州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新面貌。

百十种美食相遇、千百种食材相逢，为广大

游客和市民献上了色香味俱全的老汝州，全方

位、全景式呈现了一个中大街美食梦工厂。一

时间，这里成了美食者的欢乐天堂，众多网络达

人纷纷开直播、云带货。

“民以食为天。”在爱好美食的汝州人眼里，

好的承载食物的器具，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

的位置，它是“知味”，也是仪式感。因为各家主

人不同的喜好，因为烟火的浸润和不同食材的要

求，种类繁多的美食大观中，食用餐具也有着属

于自己的前世今生。如同吃一碗手擀面，不去大

口吸溜，没有厚实的粗瓷大碗，没有辣椒、大蒜，

一切似乎都不合拍……器、味与环境都对了，汝

州美食本真的“味道”才能挥发到极致。

吃在汝州，需要一颗淡定的心，毕竟选择项

太多。本地特产的烧鸡、猪头肉、羊肉汤、锅盔馍

暂且不说，单说这各大菜系在小城皆可觅其“芳

踪”，就连那肯德基、德克士等西式快餐也在小城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些散发着异香的美食，足

够吃货们放下身段大快朵颐了。但是，再好吃的

美食，在吃货心里也有个先来后到，总会有一些

传统的滋味让吃货们心心念念、念兹在兹。

在这里，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对这个地方

的记忆，那是汝州人情有独钟的滋味。虽然看

似平淡无奇，然而正是这一份简单，滋养着这里

的一代又一代人……

很多时候，老汝州人吃的不只是一口美味，

更是一种独特的情怀和温情的治愈。

新生代汝州人对于中大街的记忆虽然有

点模糊，但也许每一个地方都有那么几条老

街，在口碑载道地售卖着充满烟火气的美食，

售卖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和一道道令人勾魂

的老味道……这是生活的味道，是市井的味道，

也是最为迷人的红尘烟火。

打卡中大街，烟火气正浓。一城一街道，一

世一芳华。

老汝州，中大街。承载着茶马古城一方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藏有一段段老汝州人念

念不忘的时光记忆。无论身在何时，回溯往昔，

思绪万千；无论身处何地，心念及此，便是归期。

四时轮转，白露为霜。汝州烟火，等吃货来。

（作者系汝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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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

员平党申）6月22日，汝州市委

副书记、市长韩春晓到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夏店煤业公司调研，听

取项目负责人关于企业生产和

项目进展的情况汇报，详细了解

企业在生产建设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并就企业提出的项

目土地使用证办理、生产经营道

路维修、工农关系协调、矿区排

污口论证、矿井竣工验收等方面

问题，进行现场办公论证，逐项

解决。

韩春晓要求，汝州市各相关

单位要统一思想认识，全力支持

夏店煤业公司生产，为企业提供

政策上门服务，千方百计为企业

纾困解忧，尽快解决困扰企业发

展的所有问题。夏店煤业要加快

建设煤矸石环保砖厂，加快从矿

区到庙下站台管状皮带原煤输

送，尽早谋划一批能带动周边群

众就业增收项目，带动夏店镇第

三产业发展。希望夏店煤业公司

早日实现全面大生产，为夏店镇

百姓造福，为汝州市经济发展做

贡献。

张义辉、郭玉玮和汝州市政

府办公室、目标办、发改委等局委

负责人参加调研。

本报讯 （记者张鸿飞 通讯

员侯五平）投资10亿元的电梯产

业园、投资2亿元的阀门产业园

益和重工特种阀门厂……6 月

天，热似火，在河南省汝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一个个项目正蹄疾步

稳，争分夺秒地向前推进，奏响了

一曲“大干快上”的激情乐章。

6月22日，记者从汝州市发

改委获悉，汝州方面已与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北京石油和化学工

业规划院深度对接，围绕焦炉煤

气、煤焦油、电石及电石炉气等资

源优势初步谋划了5个产业链，

一幅尼龙碳氢新材料产业园绿色

新材料产业链全景图初现。

据悉，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300亿元，预计通过5～7年的努

力，实现园区销售收入500亿元，

从业人员1.5万人，利税突破65

亿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

以来，汝州市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平顶山市委、市政府

决策部署，牢固树立“项目为王”

理念，面对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

的双重压力，以“三个一批”活动

为抓手，项目建设呈现出稳中求

进、逆势而上的良好局面。

推进“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是

稳定经济运行的重要抓手，汝州

市坚持提高项目政治站位，把项

目作为经济工作第一抓手、头等

大事、“一把手”工程，以绝对命

令、绝对权威、绝对效率解决绝对

困难，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在全省重大项目建设培训

班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汝州市

在全省率先邀请省、市项目办领

导来汝州授课，设主会场和24个

视频分会场，详细讲解了项目如

何谋、项目如何推、要素如何保。

在经济体量占平顶山市五分

之一的情况下，汝州市以自身资

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加

快“五链”深度耦合，全力打造绿

色新材料园区、装备制造园区、绿

色食品加工园区三大主导产业，

建立健全重大项目储备库，全力

抓好近期集中谋划的367个、总

投资1888亿元项目落地落实，实

施汝州市第一批重大项目159

个，总投资达987.9亿元，确保形

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其次，精心

绘制主导产业“四张图谱”、全力

组织“四个拜访”，成立三大产业

集聚工作专班，按图索骥、精准出

击，招引主导产业关联度高、带动

力强的上下游配套项目，投资10

亿元的电梯产业园未来将成为中

西部最大的电梯配件生产基地，

投资2亿元的阀门产业园益和重

工特种阀门厂房主体接近完工，

有效促进了汝州市装备制造产业

发展水平。

来自汝州市发改委的消息

说，第二季度是项目施工的黄金

时段，因此，汝州市首先着力抓好

重大关键项目，特别是加大了对

纳入省级“三个一批”项目的服务

指导力度，力争签约项目早开工，

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达

效。截至目前，汝州市前三期“三

个一批”项目“三率”均为100%。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特约

通讯员吴改红）“我们不是河南第

一个创建联合党总支的基层乡镇，

但我们将努力把区域产业带联合

党总支，打造成撬动区域经济连片

发展、争创‘五星’支部的支点，成

为陵头镇党建创新和产业发展的

排头兵。”6月21日，汝州市委副

书记、陵头镇党委书记韩玉科，在

洗耳河乡村旅游产业带、白沙沟

乡村振兴经济带“联合党总支”揭

牌仪式上介绍说。

上述两个党总支书记一职，

分别由河南省信访局派驻朱沟村

第一书记张志勇、河南日报社派

驻庙湾村第一书记徐云峰担任。

据悉，设立联合党总支，打造

党建联合体，旨在认真落实省委

“五星”支部创建部署和平顶山

市、汝州市“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融

合赋能行动”具体要求，强化党建

统领，全面打造“五体一带”，强力

实施“六大工程”，按照“地域相

邻、产业相连、工作相融、人文相

亲”的原则，以两个省派第一书记

所在的朱沟村、庙湾村党支部为

发起方，相邻村党支部及相关驻

村单位，依据自主自愿、共建共享

宗旨，设立两个非建制性功能型

联合党总支，实现“党员共管、活

动共联、资源共享、难题共解、文

化共融”的跨域跨界党建大联合。

联合党总支下设工作专班，

按照支部过硬、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平安法治、文明幸福等“五星”

支部创建标准，设立5～6个工作

专班，以点带面，全面提升陵头镇

“五星”支部创建和乡村振兴整体

质效。

汝州市委副书记陈淑雅，河

南省信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陶

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党委副书记胡景战，在揭牌

仪式上先后致辞。韩玉科主持仪

式。河南日报社机关党委专职副

书记童浩麟，汝州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副市长赵战营，汝州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新杰，汝州市

信访局、汝州市委组织部、汝州市

乡村振兴局等单位负责人，知名

农业科学家、富硒超吨小麦育种

研发人张建旺，食用菌乡土专家、

汝州朕迪农业创始人孙国政，河

南牧业经济学院教授、河南农牧

大管家董事长杨德玉，北京863

科技集团创始人、河南中科863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

德，河南省小农机械创新企业代

表、郑州市双丰机械公司创始人

杨建刚，河南育肥羊规模养殖技

术带头人、河南宇浩实业董事长

王建勋参加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结束后，孙永德、杨

德玉、孙国政、王建勋分别与陵头

镇、白沙沟乡村振兴经济带，就

“富硒Y8超吨”高产小麦育种基

地、太空桑产业链孵化项目、大棚

香菇种植项目、育肥羊养殖项目

签约。

韩春晓到平煤神马夏店煤业调研时要求

千方百计为企业纾困解忧

锚定目标 大干快上

汝州市争分夺秒推进项目建设

揭牌仪式 吴改红 摄

陵头镇

两个区域产业带联合党总支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