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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之洋洋

上溯三千年。饥者歌其食，劳者咏其
事。上古先民的歌咏汇成了我国第一部
诗 歌 总 集《诗 经》。“ 泌 之 洋 洋 ，可 以 乐
饥”——泌水之侧宜居可住，实在乐而忘
返。若有问：“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
取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
岂其取妻，必宋之子”何意？在互联网时
代“百度”，有此阐释：吃鱼呢，比黄河产的
名贵鲂鱼和鲤鱼还好；娶妻呢，这里的女
孩儿不比名闻天下的齐国、宋国美女差。
若再问：“泌水”在哪里？

泌水蜿蜒，始于铜山湖，一路向西奔
流汉江。

烟波浩淼，碧光粼粼。美丽的铜山湖
孕育了河，哺育了城：泌阳。

西出驻马店90公里。春秋战国、两汉时
期逐鹿中原的军事要冲泌阳，新石器时代即
有人类居住繁衍；西汉初年，设比阳县（“比”
亦作“沘”，泌河原名）。境内浅山丘陵，“五山
一水四分田”；伏牛山、大别山两大山脉交会
于此，长江、淮河两大水系分流于斯。

时光飞逝，泌水长流。史载，1381 年
重置县名“泌阳”至今。

盘古·人类始祖

“泌阳县景致多，出南门涉沙河，二十
五里到大磨。大磨西南盘古山，每年盛会
三月三。盘古庙岁知多少，皓首兴叹不知
年。”古老民谣延伸着古老神话：宇宙像鸡
蛋一样混沌一团时，巨人盘古在其中酣睡
了 18000 年。他凭借神力开天辟地：左眼
成了太阳，右眼成了月亮，皮肤和汗毛成
了大地和草木……

泌阳城南 15 公里的盘古山，传说正是
盘古开天辟地、繁衍人类、造化万物之地；
兴于三国的盘古庙会，每年三月初三、九月
初九两次举行，其间唱戏、说书、杂耍助兴，
善男信女、寺院僧道、商贾游客云集。2005
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认定泌阳为“中国
盘古圣地”；2008 年，盘古神话被国务院列
为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
作为中华民族“根文化”，三月三的“中国泌
阳盘古文化节”，伴着泌阳经济腾飞和泌阳
人的热情好客，延续着古朴民风，融合现代
社会文明，已连续举办了 12届。

数千年风雨洗礼，传说演绎了故事，
传承了精神。勤劳善良的 91 万泌阳人，
在 2335 平方公里广袤大地上朝气蓬勃，
生生不息。

传统·泌阳印记

好山好水好风光。独特自然环境和
优越气候条件，使泌阳畜牧、林果、食用
菌、水产、烟叶等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信手罗列，泌阳如此富饶：

耕 地 134.4 万 亩 ，宜 林 面 积 147 万
亩。土地肥沃，涵养丰富，适宜种植一般
农作物和多种特殊经济作物；境内乔木、
灌木为主的果树 200 余种；120 万亩山林，
支撑着县境 43.3%的森林覆盖率。探明
的 43 种矿藏中，铁矿石、花岗岩、大理石、
含钾岩储量丰富；“泌阳青”可与举世闻名
的“台北青”媲美；金红石矿品位和含量亚
洲第一。境内河流 153 条，更有泌阳河、
汝河等中等河流流经。

传统与优势不言而喻。
高明的决策者，总有高明的眼界。当

泌阳花菇、马谷田瓢梨、白云仙桃、夏南牛
等特色农业品牌为泌阳带来丰厚“农”字
效益时，效应与发展，发展与带动，带动与
飞跃，则成了打造全新泌阳的新思路、新
起点、新战略。

先民在此“可以乐饥”，今天高瞻远瞩
的决策者，自然不会把眼界停滞于此。当
机遇和契机摆在眼前，如何把泌阳打造成

生态宜居新城，历史地落在了新一届县
委、县政府肩上。

引擎·产业集聚区

发展需要规划，规划需要落实，落实需
要契机。国家发展战略为各地经济发展提
供了良好契机，能够找到一个强大“引擎”，
往往能让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充分
利用人力资源、产业发展优势，科学规划定
位产业集聚区，多措并举加快建设，加大招
商引资和项目推进力度，使产业集聚区成
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面对发
展契机，泌阳县委、县政府如此决断。

“整体规划、梯次建设、滚动开发”总体
思路的确立，泌阳把产业集聚区建设作为
实现工业跨越发展的主战场、民营经济发
展的聚集地、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对
16.8 平方公里工业园区进行了科学规划，
以电子电器制造、农副产品加工为主导，形
成了特色鲜明、优势明显、市场竞争力强的
特点。短短几年工夫，打造了集技术研发、
产品生产、物流仓储等功能为一体的现代
化集聚区，培育了全国闻名的夏南牛肉制

品生产、光电产品制造等产业基地。
“一个项目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一批项

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极。”县委书记高万象
说，“招商引资发展了泌阳、带动了泌阳，要
感谢，更要为他们做好服务。”在此思路指
导下，泌阳县逐年加大对集聚区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先后投入 35 亿元，建成了三纵
四横的交通框架、65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
和 10万平方米职工服务中心等硬件设施。

你诚我信，回报可人：2014 年，集聚区
实现工业总产值 229 亿元，占全县工业总
产值 72%，工业增加值 54.7 亿元，占全县
工业增加价值 73%。

经济建设如火如荼，工业发展如火如
荼。传统的农业大县，在泌阳县委、县政
府倾力打造下，产业集聚区承载着全县人
民科学跨越、赶超崛起的梦想，步伐坚实，
硕果累累。除了骄人业绩，还获得了河南
省最具投资法制环境产业集聚区示范园
区、先进产业集聚区和一星级产业集聚区
等荣誉称号。

魅力·生态旅游

悠久的历史，浓厚的文化积淀，自然
景观、人文景观及历史传说在泌阳俯拾皆
是。作为“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业，近年
来一直呈上升态势。但决策者并没沉浸
在喜悦之中，“泌阳有好山好水好风光，如
何利用传统、利用民俗，因势利导扩大旅
游收入”，成了决策者思考的问题。

立足县情，深入挖掘和阐发泌阳优秀
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加强对泌阳传统礼
仪、传统节日、民间习俗等方面的研究，充
分展示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脉相承的关系。当这样“文化味儿十
足”的认知达成共识时，高万象对当地旅
游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创新民风、民俗，树立社会
新风尚，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继承和发扬优
秀民俗文化，摒弃传统陋习，开创全新、有
特色的泌阳旅游。”

在泌阳已形成的“三山两园两水两圣
地”旅游格局中，铜山以其秀、怪、奇、险被
确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铜山湖森林公园
则是国家级森林公园，铜山湖水库也以湖
中有岛，天水一色，碧波荡漾，清澈见底，
跃居国家级水利风景区之列；白云山山势
雄伟，云雾缭绕，奇花异草郁郁葱葱，自然
繁殖野生动物 30 多种，是省级自然保护
区；“圣地”焦竹园革命纪念地，是鄂豫边
省委最早所在地。此外，还有北魏石窟、
楚国长城、南朝齐梁时期无神论者范缜故
里等闻名遐迩。特别是马谷田镇下河湾
古冶铁遗址，是集采、冶、铸于一体的战国
秦汉时期的官营冶铁遗址，在中原乃至全
国都十分罕见。

旅游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日
益显现。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再次引来
决策者高度关注。“泌阳有这么好的自然条
件，为什么不能从根本做起，走一条自己独
特的路子？”高万象的这番话耐人寻味。

做大做强的积极性再次被调动。集思
广益：从原生态品牌做起，从细小枝节做
起。一番辩证，一番筹措，诸多行动：利用
生态游吸引省内外作家、书法家、媒体记者
对泌阳进行采风宣传；邀请国际旅游小姐
前来开展巡游活动；组织景区人员到全国
各地参加促销会、交易会，集中对外宣传推
介。另外，组织策划郑州、武汉等地大型旅
游推介会，积极为泌阳旅游造势，并与 90
多家旅行社建立长期业务关系。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文化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凸显。

辛勤付出，自有辛勤回报。2014年，全
县即接待游客314多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7000万元。

数字不大，成绩斐然。面对决策者鼓
励的目光，因地制宜走特色游的路子也向
深里发展，向深里拓进，农家游、特色游带
动着由观光游到休闲游的转变，旅游综合
收入也悄然发生着嬗变。

“在宜居的泌阳，旅游业的每一次发
展，都是对泌阳经济发展的着力助推。”县
长张树营的目光闪动着喜悦。

公园·泌水湖

“每到一个城市，我喜欢先看这里的
绿化环境，再去品评这个城市是否宜居。”
从广州来泌阳旅游的夏先生是个医生，

“品评城市”不是他的专业，但他一下车就
被泌阳的环境吸引。喜欢之心油然，也带
来了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投资泌
阳。如今，他创建的私立医院已成为城区
一家知名医院，“这里太美，不留在这里可
惜。”说起缘由，今天的他仍这么说。

其实，让泌阳城像花园一样美，不是
泌阳人今天才有的梦想。县志记载有这
样一件事：1918 年春天，县知事贺增培在

城西开辟了一处占地约 200 亩的花园，建
有厅堂、亭榭、假山、鱼池，种植多种树苗
和名贵花卉，供人游览。

岁月虽已让这里渐废到毫无踪迹，但
泌阳人的梦想一直没有改变。如果说“让
人民群众‘身居闹市可得山水之怡，不出
城郭而享林泉之趣’”曾是高万象的一个

“梦想”，今天，其实已让泌阳人感受到了
“现实”：县委、县政府着力在泌阳河滩涂
地上打造的泌水湖公园，不仅为全县人民
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休闲、娱乐场所，也为
外地游人提供了新的游览地。

时光回到新一届县委、县政府莅任之
时，经济建设、项目建设、平安建设等工作
样样繁重，县委书记高万象还是主持了有
关部门和技术人员参加的会议，提出在百
业待兴之际，仍要想方设法筹集资金投入
到泌水湖二期工程建设中去。于是，历时
7 个月，新增平台 3 万多平方米，并进行了
整体绿化。“资金再紧张，也不能成为忽视
民生工程的理由。”每当“民生”遭遇困难
时，高万象总喜欢这么说：“我们每一个决
策者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权为民，情为民，利为民，重点在做。
近年来，泌阳县不断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供
排水、公共事业、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
2014年，就投入 15亿元用于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完成绿化面积 80 万平方米；实施了
全长 3 公里的泌水河老城区段和 2 公里的
梁河上游河道生态治理项目。按照规划，
建成公园绿地面积近 251 万平方米，使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增加 10.04平方米。

这些，不是简单的数据罗列，而是打
造宜居泌阳，日新月异变化的见证。

破局·大手笔

好山好水的独特魅力，成就了“甲天
下”的泌阳花菇、“中国第一肉牛”夏南牛，
也成就了“省先进产业集聚区”泌阳县产
业集聚区，但和许多发展中的城市一样，
泌阳的城镇化建设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而
且这一“瓶颈”也制约了内需扩大、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和工业化、信息化步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城
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
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
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
义。要下更大力气打好生态招牌，把泌阳
建成现代化山水园林城市，让好山好水成
为泌阳独具魅力、吸引投资的一张‘王
牌’。”高万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做强城市实力，塑造城市魅力，着力
完善城市功能，如何坚持发挥新型城镇化
的引领作用，扩大城市张力，一直是泌阳
县委、县政府如何展开工作的重中之中。

反复调查，反复研究。当强力打造宜
居宜业新城的“六大功能区两大开发带”
发展思路被写进泌阳县政府工作报告时，

建设突出铜山湖生态旅游区、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商务中心区、老城区、产业集聚
区、现代物流区和梁河园林商住开发带、
泌水河生态景观开发带这样的城建思路
被确立为新的发展战略。

目标明确，高潮迭起。短短 5 年，县
城建成区面积扩大一倍多，达 28 平方公
里；县城人口增加近一倍，达 25 万多人；
在全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序中，同样是
这短短 5 年，泌阳提高了 29 个位次。

一桥飞架南北。作为民生工程的泌水
湖大桥建设，是泌阳的重点工程。如今，这
座 465米长、30米宽、双向 6车道、双边人行
道的泌水湖大桥已经通车，不仅方便了两
岸群众，构架了“一河两岸、跨河发展”的蓝
图，也加速了泌阳稳健迈进的步伐。

同时，泌阳县还大手笔建设了三处生
态公园：城东水厂附近 721 亩生态公园、
新阳高速出口附近 103 亩生态公园、沪陕
高速出口附近 234 亩生态公园。

基础设施在建设，城市的品位在提
升。

发展·大框架

城区的恢弘发展，旅游业的兴起，离
不开便利交通的支持。曾几何，泌阳地形
多样、山河阻隔，当地群众出行艰难，外地
客商望而却步。短短几年时间，曾经“行
路难”的泌阳已然迈上了“高速路”时代：

“三纵三横”的干线公路主骨架，沪陕、新
阳、焦桐三条高速公路贯穿全境。

“高速公路促进产业的发展，而产业
发展，势必促进城镇化发展。”高万象对记
者说，结合泌阳实际，县委、县政府作出了
这样的决策：东进南拓，向东拓宽新阳高
速引线，向南将城区工业路拓宽并延至沪
陕高速引线，做好与沪陕、新阳、焦桐三条
高速公路的“焊接”；东通铜山湖，南接盘
古山，构建“大泌阳”。

新阳高速引线拓宽工程，仅城区段总
投资就达 1700 万元，全长 1.3 公里，道路两
侧各拓宽 23米，改建为双向 8车道，并采用
单杆 LED 路灯做好道路亮化照明，大幅度
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如今，全段拓宽工程
已经收官，新阳高速“泌阳东站”下车至县
城，道路宽阔，成为高标准的景观大道。

有了交通格局的支持，打造驻马店、信
阳、南阳、平顶山四市之间区域性中心城市
战略目标，迅即被县委、县政府提上议事日
程。“建设四市之间区域性中心城市，不仅
是驻马店的战略布局，也是泌阳发展的现
实需要。2015 年底，泌阳县将形成建成区
面积 37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31 万；3 年后，
泌阳城区的面积、人口将稳步增加，产业集
聚能力将稳步提升，影响力、辐射力也将有
一个大的飞跃！”高万象这样描述泌阳的宏
大规划：打造具有高质量生态环境、高标准
生活环境的现代化山水园林城市。

新的征程已经开启：以“四区两组团
四环一园”为重点的泌阳城建全面铺开，
城东新区、商务中心区基础设施建设有序
进展，一个韵味淳厚、产业布局合理、人居
环境良好的山水园林城市正在崛起。

“宁留空白、不留遗憾，确保规划 10
年、20 年不落后，不仅是县委、县政府的要
求，也是全县人民的期盼。”泌阳县县长张
树营每周一次的例行调研，2014 年 11 月
26 日在梁河二期工程实地展开。面对县
委、县政府规划的蓝图，张树营说。

在县委、县政府确定的 2014 年泌阳
县 10 件民生实事、33 项重点项目和 30 项
重点城建工程以及 20 项招商引资项目
中，加速推进城市建设重点工程建设的项
目繁重，但丝毫不影响决策者和执行者的
决心和决断：一条条道路被打通、建设；一
条条道路的基础设施被配套、完善；一座
座大桥被架起，一片片园林被绿化，一条
条河流被治理……

同时，泌阳县坚持“以新带旧、同步建
设”的原则，把旧城改造作为提升城市品

位、丰富城市内涵的一项
重点工作。在完成一些
道路升级改造的基础上，
大力推进排水系统改造、
燃气入户、垃圾中转站和
垃圾收集点、公厕建设等
工作，并采取财政投资、
民办公助、小区配套等方
式，倾力进行公共事业发
展，建学校，开医院，并实
现了城区公交全覆盖。

所有这一切，都围绕
着一个目标：创建国家园林县城，加大城
市生态建设，提高城市绿化水平，让泌阳
美起来，靓起来。

品位·小细节

“ 城 市 建 设 水 平 ，是 城 市 生 命 力 所
在。泌阳的城市建设让群众生活更舒适
的理念，要体现在每个细节中。”这是一个
决策者的决策理念，也注定了高万象要为
许多“细节”殚精竭虑。

有一个细节，缘自街道命名。当泌阳
一些文化名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城区街道命
名时，高万象闻讯赶来。大家热议，他提了
三条意见：一是城区道路命名关系城市运
行的方便和效率，更命名要立足长治实际，
使城区主要道路和人文历史相结合，既要
方便记忆，方便市民出行，又要体现泌阳的
文化底蕴；二是要把城区道路更命名作为
完整的系统工程，以路和居民区名称为骨
架，拟定城区中心轴，以城区中心网状辐射
命名，统一考虑总体布局；三是要按照城区
规划现状，不要对沿用多年的道路名称随
意更改，以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性。“不是
我要求高，”高万象笑着说，“当我们以优化
人居环境、改善人民生活为目标时，就要以
制度建设为保障，以创新发展为动力，着力
提高管理水平，以达到全面提升县城品位，
打造宜居城市的目的。”

全面提升县城品位，打造宜居城市，是
县委、县政府既定目标，也是 91万泌阳人的
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早日实现，县委书记、
县长主动挂帅“卫生县城、文明县城、园林县
城、最佳宜居县城”创建活动指挥部，督导县
创建办完善督促检查机制，并随时实地调
研、检查，确保各项任务指标的顺利完成。

可以乐居

泌之洋洋。三千年前的慨叹，在今
天，泌阳人依然可以为之骄傲。

可以乐饥。三千年前的幸福感觉，在
三千年后的 91 万泌阳人眼里，在 2335 平
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只是一个古旧传
说。大民生，大手笔，大框架，构造出的大
泌阳，注定了全新诗句：“可以乐居”。

如果说全国生态示范县、全国粮棉种
植大县、全国优质烟叶生产基地县、全国十
大牲畜繁育基地县、全国薪炭林基地县、全
国油料百强县、全国秸秆养牛示范县、全国
供港活牛基地县、全国生猪外贸基地县、全
国食用菌生产先进县、全国科技工作先进
县、全国体育工作先进县这样的荣誉是在为
泌阳锦上添花，那么，“泌阳县将坚持以新型
城镇化为引领，加快‘三化’协调、‘四化’同
步发展。采取财政投资、社会融资方式，完
善市政基础设施，加大公益事业建设力度，
加强管理，打造亮点，实现城市建设与管理
提档升级，力争将泌阳打造成宜居宜业新城
市”，则是一个渐逐展开的美丽画卷。

“2030 年，县城规划区面积将扩大到
55 平方公里，城镇人口将增加到 50 万。”
县委、县政府的声音铿锵有力。

新的目标，任重道远。
泌之洋洋，可以乐居。今天的泌阳如

诗如画。
（本版图片由刘艺、薛建国提供）

泌阳：泌之洋洋，可以乐居
本报记者 王大庆 本报通讯员 张成亮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

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诗经·陈风·衡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