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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万裕‘见证历史、回家看看’南水北调移

民家乡行”活动由河南日报南阳站、南阳市移民

局、南阳市万裕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在第一

阶段，南阳市民营企业代表将与记者一起，赶赴新

乡、平顶山以及南阳市内的移民村，看望移民代

表，报道他们的生活现状，并为他们送上“回家共

度中秋、见证历史”的邀请函。第二阶段，邀请移

民代表到渠首，与家乡人共赏中秋月，共度中秋

节，共同见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的历史时刻。

移民他乡，你们还好吗？
——南阳万裕“见证历史、回家看看”南水北调移民家乡行活动见闻

秦岭西陲，伏牛南麓，为了“一渠

清水永续北上”，自2009年8月开始，两

年的时间里 16.5万淅川人离开故居，

迈向移民新生活。五年以来，移民乡

亲的生活还好吗？新的环境中他们适

应的如何？是否已经用自己的勤劳和

智慧开启新的生活？

8月12日至14日，河南日报南阳

记者站、南阳市移民局、南阳市万裕集

团共同主办“见证历史·回家看看”南水

北调移民行活动。一路北上，我们走

访了南阳市、平顶山市、新乡市 5个县

区的9个移民新村，看望外迁的移民乡

亲，感受移民生活的新变迁，邀请移民

乡亲在中秋月圆时，回家乡共度中秋

佳节。③6

“老乡，来屋里坐坐吧。”见到来自家乡的
亲人，71 岁的全合云热情地邀记者到屋里坐
坐。

“想家，老人嘛时不时还是会想。不过我
知道这是国家需要。在这儿，生活条件好了，
交通也方便了，收入也比以前高了。我又添了
重孙子，现在是四世同堂喽。”老人指着旁边白
白胖胖的重孙子一脸的乐呵。

2010 年到 2011 年两年时间，原淅川县盛
湾镇马湾、马沟、王沟三个村 338 户 1672 名移
民分两批搬迁至郏县马湾移民新村。

“刚来时不太习惯，做饭要用电和天然气，
在家乡我都烧柴火，哪儿用过这啊。现在都习
惯用电磁炉做饭了。”全合云老人和家人慢慢
习惯移民新村的生活，老人告诉记者现在不仅

儿子们有了挣钱的门路，她自己也能在家门口
的苗圃基地帮别人清理杂草，每天也能挣上四
五十块钱。

2010 年，全合云老人的孙子娶了移民姑
娘，2012 年，孙女在移民新村嫁给当地人，两个
重孙相继出生，现在的老人正享受着四世同堂
的天伦之乐，在移民新村，血脉相续，新生活在
这里蔓延扎根。

“老人家，中秋节带着重孙子回老家看看，
到时候住韵龙大酒店，我们带您去看看渠首的
新变化。”来自家乡的韵龙大酒店总经理李文
池向老人发出了邀请。

“好啊，好啊。没事你们也常来串串吧。”
采访结束时，老人仍然不忘邀请家乡人常来看
看。③6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一直惦念着再到何
肇胜老人的新家去探访一次。何肇胜，这位
被称为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活标本”的
老人，用一生见证了南水北调工程的历史进
程。为了南水北调工程，老人一生辗转 3 省 4
地。

1958 年 9 月 1 日，丹江口水库大坝破土
动工，淅川县 2.2 万多人移民青海，23 岁的何
肇胜，从仓房何家庄远迁青海循化，后返回淅
川仓房村。

1961 年围堰蓄水淹没淅川 54.3 万亩的
农田，20.2 万淅川移民迁出库区迁至湖北荆
门、钟祥两县。其间，老人再次从淅川迁入荆
门，后又返回淅川。

2005 年大坝加高工程启动，淅川县 11 个
乡镇的 16.5 万移民再次被“赶走”，搬迁至郑
州、许昌、漯河、新乡、平顶山、南阳的各个县
市区。2011 年 75 岁的何肇胜，舍下老伴坟
头，再迁新乡；2012 年 76 岁的他，长眠于新乡
辉县常村镇仓房村。

故人已去，但那一句“只要对国家利益
大，再让我搬我也搬。”一直留在孩子们的心
里。

“爷爷总说搬了一辈子家，这次最好了，
再也不用搬了。”8 月 13 日，在新乡辉县沿江
村见到了老人 13 岁的孙子何景翰，如今已经
在镇上的学校读初中了。

和 何 景 翰 一 样 ，何 炳 坤 、刘 宇 鹤 、黄
洋 …… 这些跟随父母搬迁新家的孩子们如
今都在镇上就近入学，和当地的学生共同学
习和生活。

“对于老人，移民新村的新生活可能难以
抵挡他们难舍的乡情，但是对于我们年轻人，
移民村给了我们更多机会，尤其给我们的下
一代创造了机会。”平顶山郏县马湾村党支部
书记刘洪中道出了移民村未来的希望。

时间流转，在移民新村，村民们用自己
的智慧不断地拓宽着自己致富的途径，融入
新的生活环境当中。故人逝去，新的生命在
这里出生，血脉相续，我们可以想见未来这里
的勃勃生机。③6

10
全合云的四世同堂之乐

8月12日 星期二

平顶山郏县马湾村

“不错，是家里的味道，不管是丹江鱼还是
这酸菜面条都很地道啊。”8 月 13 日，我们在辉
县沿江村“家常丹江鱼”品尝到了来自家乡的
丹江鱼，多年在淅川工作的李文池向记者称赞
这里的移民把地道的淅川味儿带到了辉县。

在沿江村，所到之处，吴家丹江鱼宴、吴家
老渔翁、何氏丹江鱼宴、常家丹江鱼宴、家常丹
江鱼宴……来自淅川的“丹江鱼”一溜排齐。

2011 年 6 月 27 日，来自淅川县仓房镇沿江
村的 443 名移民迁移至此，充满智慧的淅川人
在这里也找到了致富的门路。

“现在这里有 23 家丹江鱼宴，每天都有专
门的运输车将丹江鱼运到这里来，家里人负责
打鱼，这里的人做鱼，也让当地人尝尝咱家乡
的味道。”村党支部书记周学文告诉记者，在常
村镇沿江村的丹江鱼和仓房村的香菇现在都
成了当地的“明星”了，不仅成了移民致富的门
路，也成了当地人学习的榜样。

“不少当地的村子都来我们这儿学习技术
哩，还有人让我给他家闺女在咱村里给寻个婆
家呐。”说起移民在这里致富的事，周学文颇为
自豪。③6

20
家乡特产成了当地的“明星”

8月13日 星期三

新乡常村镇

“这里是百名移民举行集体婚礼的地方”
结束两天在平顶山和新乡的行程，一路向南，8
月 14 日，记者一行先后来到南阳市唐河县湖
阳镇陈营村和毕店镇凌岗村、社旗县李店镇寇
楼村及城郊乡高庄村。刚刚到达毕店镇凌岗
村，就有随行的人告诉记者凌岗村曾经举办过
移民集体婚礼。

一排排青瓦白墙的二层小楼，整洁的村容
村貌，分布在村子附近的养殖场向我们昭示着
移民们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属于自己的新
生活。

生活的便利，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崭新的移

民生活，与此同时与当地人的融合更是让移民
乡亲在这里扎了根。本地姑娘爱嫁移民郎已
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儿。

“打了那么多年的光棍，到了移民村，有了
好房子，有了好生活，我也有了好老伴。”曾经
采访过的单长军老人爽朗的笑声让记者记忆
犹新。2011 年 5 月 4 日单长军老人和现在的妻
子姚桂兰在这里参加了百名移民集体婚礼。

在凌岗村，万裕集团赵明云为这里的老人
送上了来自家乡的面粉，“出门饺子回家面，中
秋节老人家要回老家跟我们一起团聚啊。”赵
明云为老人们送上了共度中秋节的请柬。③6

30
本地姑娘乐嫁移民郎

8月14日 星期四

唐河县毕店镇凌岗村

“来看看这是什么树？”8月 14日下午，刚到
达社旗县李店镇寇楼村，记者就被寇楼村树上
绣球一样的果子吸引，“这树名字喜庆，就叫喜
树。”村里人解答了记者的疑问，在这喜树村里
记者也听到了不少的喜事。

“这里 95 座蔬菜大棚都是我的。”在村西头
记者见到了豫恩合作社的负责人寇明峰。在寇
明峰的指引下，我们参观了他的蔬菜大棚。44
个棚的黄瓜、26 个棚的豆角、25 个棚的西红柿，
还有两座正在试验水果西红柿的新大棚。

“村里给投资 390 万元建设大棚，我只需要
以 2400 元的价格承包，负责种植管理，发展空
间比较大。”寇明峰说村里的政策给了他底气，
今年这 95 座大棚又将给他带来上百万的收入，

这个 34 岁的年轻人带领着村里的人在致富路
上大步迈进。

除了蔬菜大棚，在寇楼村还有 125 户都搞
起了地壁毯加工。丝毯加工是当地人在淅川就
做的手艺活儿，如今很多村民把这手艺活儿带
到了新家来，在自己的家中架起丝毯架，一刀一
线编织着自己的新生活。

在寇楼村走访，随处可见喜树、玉兰、美人
蕉的影子。据了解，全村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
10平方米以上，道路绿化率达 93％。

“俺们村基本都姓寇，都是一家子，你看这
村里干干净净、宽宽敞敞的，没事儿我们在门口
唠唠嗑，有力气的在邻村干个泥瓦工，生活地挺
乐呵。”63岁的寇贺祥老人喜滋滋地说。③6

40
喜树村里喜事多

8月14日 星期四

社旗县李店镇寇楼村

移民新村带来
生活的新希望

记者感悟

□南阳观察记者 王广艳 吴曼迪

请柬

南阳万裕丹江韵龙大酒店南阳万裕丹江韵龙大酒店

移民老乡：
乡音缠绵享团圆。中秋团圆之夜，我们邀您共叙家乡情，

共度中秋佳节!
时间：2014年9月9日
地点：丹江韵龙大酒店

南阳家乡人
2014年8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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