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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Ⅰ·27 汝水流韵

心寄蟒川云水间

□李晓伟 文图

硕平花海

汝州蟒川，一个神奇的地方。丰富的矿产资源，让这片曾经沉寂的土地开始
沸腾，富裕了一方淳朴的子民。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今天，蟒川，这座千年古镇，一改往昔盛产煤炭黑色小
镇的模样，以绿水青山换来金山银山，让梦想在更美更远的地方延伸、扩展……
路漫漫，信念坚定。蟒川人，在百转千回的追梦途中奋力奔跑，便有了诗意，
有了底气。
毋庸置疑，信念，是一种坚强的力量。

一、山之魅

二、水之湄
蟒川有水。
古语说：
“ 面山显瑞，照水
呈祥。
”
站在蟒川河畔，
“ 宋风瓷
韵”和“田园风光”的中国汝瓷
小镇拔地而起，
“ 十里蟒川河、
十里大窑厂”
的场景油然而生。
中国汝瓷小镇，是依托严
和店汝窑遗址和蟒川河宋代窑
址群的历史积淀，配合汝瓷电
子商务产业园的陶瓷文化建
设，利用河两岸的优美自然风
光，按照文物保护、生态旅游、
非遗传承、艺术创新指导原则，
以“一河五区两主线”项目规划
定位（即：蟒川河，严和店古窑
址保护区、特色文化商业街区、
蟒川河滨水生态旅游片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区、艺
术家集聚区，汝瓷文化、曲剧艺
术传承发展主线），打造的具有
地域特色和承载历史文化传承
的艺术古镇。
中国汝瓷小镇与蒋姑山、
九峰山两个生态旅游景区相连
接，汝瓷文化与山水生态旅游
相得益彰。目前已发现宋、元
以来 40 余处古窑址，园区中的
严和店在北宋时期就是中原地
区最大的青瓷烧制中心，2013
年 5 月，严和店窑址被国务院
确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站在土门沟水库，
“水中大

熊猫”——桃花水母在随水沉
浮，
翩翩起舞。
桃花水母诞生于约 5.5 亿
年前，是一种最原始低等的无
脊椎动物，为世界级濒危物种，
中国一级保护动物，产生于淡
水中，对水质的要求极高、极为
挑剔。其体形仅有 2 厘米左
右，
寿命很短，
仅有数星期。
获知境内发现桃花水母，
蟒川镇党委、政府迅速反应，第
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
究保护桃花水母事宜，并制定
出四条措施，以保护好这一珍
稀物种。
蟒川的水，水色空濛，清冽
见底，粼粼波光。蟒川的水，让
人淡淡暖，浅浅喜，好一幅“青
山隐隐水迢迢”
的美丽画卷。
“所谓伊人，
在水之湄”。

三、业之兴
蟒川有业。
东有半扎古寨、西有硕平
花海、南有蒋姑山景区、北有中
国 汝 瓷 小 镇 、华 予 生 态 园 居
中。
“东西南北中，处处有亮点”
的全域旅游格局，让蟒川充分
展示出山水人文之美，绽放着
厚重历史之韵。蟒川，正在完
成从产煤的黑色小镇到生态绿
色名镇的美丽嬗变。
蟒川人把“守住绿水青山，
成就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刻
进了蟒川的山山水水。
硕平花海，是汝州市的产
业扶贫基地。三年来，累计向
农民工发放务工工资 3000 多
万元，带动了周边娘庙村、杨沟
村等 4 个贫困村 345 户贫困户
和 8 个非贫困村 1325 名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
硕平花海的“网红桥”，吸
引了省内外大量游客，相关视

文学角

蟒川有山。
蒋 姑 山 ，一 座 海 拔 只 有
787.4 米 的 山 ，却 像 蟒 川 人 一
样，带给我们的第一感观，除了
仰视，还是仰视。
蒋姑山属伏牛山系，海拔
787.4 米。这里奇峰林立，层峦
叠嶂，沟壑纵横，有罗圈冰碛地
层，鸡冠山、月牙湖，千层梯田、
千亩果园、罗圈寺、擂鼓台等人
文与自然景观。
山风吹过，云填平了一切
沟壑，起伏的山峦在盛开抑或
是歌唱。
大山有情。汝州市委书记
陈天富同志夜宿省定深度贫困
村牛角岭，与当地百姓挑灯夜
话。为了让牛角岭的荒山野岭
披上绿装，陈天富同志带领国
土、交通、林业、规划、旅游、扶
贫办等单位负责人，与 80 余名
群众一起，将一棵棵充满生机
的树苗植入牛角岭村游园、门
前屋后空地，为贫困山村增添
了新的绿意。
为了早日脱贫致富，当地
群众又把火车旅馆“开”进了牛
角岭村。火车旅馆由一节软卧
车厢、一节餐车车厢组成，还在
周边建造了 7 个特色民俗小木
屋。
大山有歌。由河南省流行
音乐协会、汝州市文联共同打
造，反映汝州市在脱贫攻坚伟
大战役中取得的伟大成就的
“汝州神曲”
《喊生灵》横空出
世，并在牛角岭举行了音乐电
影开机仪式。
《喊生灵》由著名
流行音乐词曲作家席文太创作
完成，是一首源自汝州厚重文
化、秀美风光，以曲胡《大起板》
宛转悠扬、高亢激昂的旋律为
主旋律的流行歌曲。

大山有暖。为了让闲散村
妇有活干、有钱赚，蟒川镇党
委、政府与市国土局驻村工作
队，通过市劳动局开办家政扶
贫培训班，家家靓家政服务公
司还将半成品加工件送上门，
并上门回收，让广大闲散村妇
在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就拿
到了 2000 多元的加工费。

频在抖音、火山、快手等网站上
虾等水生动物。山巅南侧，稳
点击量超过一亿次。仅靠直播
坐两石人，远远望去，似一男一
“网红桥”超过 10 万粉丝的主
女，
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
播，就多达 20 余个，有的粉丝
俗话说：
“ 靠山吃山，靠水
已超过 50 万人。2018 年 6 月
吃水”。蟒川镇的绿色产业和
23 日至 9 月 30 日，硕平花海与
乡村旅游，无不围绕“绿”字做
湖南卫视联合开办了《摇啊笑
文章。千古蟒川秀，山水共长
啊桥》节目，创湖南卫视白天档
天。这方山水，
怎不叫人眷恋？
同档期收视率之冠。
华予生态园，项目规划总
四、梦之美
面积 1500 亩，主要建设有农田
农耕、果蔬采摘、极速滑草、神
蟒川有梦。
庙香火等 20 多个项目。目前
透过蟒川的云水，流泻的
主要农作物产品已达 6 种，散
时光承载着蟒川人不断追寻、
养 鸡、鸭、鹅、野 兔 等 动 物 13
探索，激情演绎着昨天、今天和
种，林果产品如进口软籽石榴、 明天。
核桃、杏树、梨树等共 18 种，还
蟒 川 镇 总 体 规 划
有西红柿、黄瓜、茄子、豆角等 （2018-2035），既考虑到汝州
有机蔬菜 20 余种，是一座以现
未来三洋铁路、汝唐高速等项
代农业为核心，观光旅游为支
目建设所带来的巨大变革，又
撑，集特色农业、林木花果、休
兼顾到蟒川全国特色小镇、一
闲旅游、观光度假为一体的乡
二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园、田园
村生态庄园。
综合体、万里茶马古道申遗等
半扎古村落，是万里茶马
有利因素带来的新亮点、新内
古道在中国河南境内的重要节
涵，为指导蟒川镇未来一段时
点，目前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
间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化遗产。关帝庙、文昌阁、明代
蟒川人，聚是一团火，散是
双孔桥、古寨墙寨门、古商铺、 满天星。
古民居、古老的水磨等文化遗
在发展中，蟒川人坚持“创
产，反映了古商道上的半扎昔
环境、上项目、抓改革、求创新、
日的盛况。
惠民生、当示范”的工作总基
蒋姑山地质公园，据传有
调，以荣获“全国农村产业融合
蒋姑奶奶居此山之巅修行，弟
发展示范园”为契机，全力实施
子遍布方圆 300 里。
“一镇一景一道一园”发展战
冬青沟，地处汝州、宝丰、 略，云水蟒川的新画卷正徐徐
鲁山三县交界之地，与黑龙潭、 展开。
老婆寨等组成一个环线，有山
全国特色小镇、国家农村
有水，风景秀丽，是盛夏避暑的
产业融合发展试点乡镇、河南
一个绝好去处。
省田园综合体试点乡镇、河南
五朵山风景区，位于蟒川
省生态乡镇、河南省文明村镇、
镇寺上村境内，由石门禅寺、鸡
河南省卫生乡镇和河南省园林
冠山、卧虎山、玉皇山组成。
“深
单位……数十项得之不易的荣
山藏古寺，秀色赛仙境”，是对
誉，彰显着蟒川浴火重生的磅
五朵山风景区的真实写照。
礴力量。
罗圈寺，始建于隋文帝开
一份信仰，一份奋斗，一个
皇年间，重修于明万历三十九
梦。因为守住初心，追逐梦想，
年，兴于清康熙年间，相传是佛
便有了蟒川人的硕果累累，便
教少林始祖修行之地，后迁至
有了蟒川人的春华秋实，便有
嵩山。
了一曲新蟒川的华美乐章。
石人沟，两岸苍松翠柏，流
而这，正是让人“心寄蟒川
花异草，并有木兰树等山菜可
云水间”
的奥妙所在。
供采摘食用，沟内溪水潺潺，清
凉可口，内有螃蟹、草鱼、小对

环卫工
□张占国
今晨道路街衢净，
昨夜辛劳环卫工。
尘水飞溅全不惧，
甘为城市沐清风。

新声韵·教师颂
□焦宗水

三更灯火闻鸡起，
舍子抛家为后昆。
三尺讲台度酷暑，
一支粉笔写芳春。
倾竭心血浇花朵，
染满霜丝报党恩。
甘做人梯燃蜡炬，
前行砥砺育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