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都鄢陵
演绎美丽涅槃

□本报记者 胡巨成 董学彦

相传，美丽的凤凰每隔500年都要在烈火中经历一次洗礼，然后便是生命更精

彩的绽放。

阳春三月，记者在许昌鄢陵花木园间奔走采访，所见所闻，悦目爽心。脑海中总

有一幅“火凤凰”的形象挥之不去。书上说，这叫“涅槃”。

“有形之手” 处处彰显力量

如诗如画，如梦如幻。
行走在鄢陵县城西广袤的花木园区里，满

眼林木葱葱，生机勃勃。花博大道、花海大道、
花溪大道……园内整洁笔直的马路四通八达，
路两边的沟渠里清波荡漾。龙源花木、万绿园
林、锦绣北方园林……众多生态园比邻而秀，规
模一个比一个大，档次一个比一个高。

园内园外，处处透着规划的章法，在市场调
节之外，彰显着党委、政府“有形之手”的力量。

史载，鄢陵花木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花
都”“花县”之美誉引来陶渊明、李白、苏轼等文
人墨客纷沓而至，留下千古名句。

1999年，北京林业大学走来100多名特殊
的学生，他们是鄢陵县送去培训的基层干部。
学制一年，专门学习林业。

鄢陵县委、县政府舍本培养下“种子”。在以
后的几年里，他们不断解放思想，适时调整理念，
从“以花名县”到“依花富县”再到“生态立县”，有
效激发了群众的热情，从“一家一户分散种植”到

“集中联片生产”再到“规模化、标准化、企业化、
集约化经营”，“鄢陵花木”的名声越叫越响。

如今，鄢陵县花木种植面积已发展到60万
亩，形成绿化苗木、盆景盆花、鲜花切花、草皮地
被四大系列2400多个品种；拥有各类花木专业
村122个，花木从业人员22万人。2016年，全
县花木销售额 57亿元，花木覆盖大半个中国，
鄢陵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花木第一县”。

鄢陵花木卖全国，全国花木卖鄢陵。政府
投资5.1亿元，建设了 660亩的花木交易市场，
吸引全国 17 个省市的 500 多户入驻，被评为

“全国重点花卉市场”。在花木主产区内做到
“六通”：通路、通水、通电、通电话、通宽带网络、
通有线电视，还建设日光温室、连栋温室、智能
化温室等设施，实现工厂化育苗和现代化生产。

为推动标准化种植，县财政每年拿出 600
万元，实施科技攻关，制定出蜡梅、紫薇等20多
种花卉苗木的标准化规程，从播种、施肥、打药到
灌溉、剪枝，实现全程标准化管理。县里先后与
中国农大、北林大、省林科院等20多家院校、科
研单位建立长期协作关系，聘请20多位专家学
者组成科技顾问团，指导全县花木产业发展。

规模效应 让梦想更真切

鄢陵，一个普通的平原小县，地上无名山大
川，地下无矿产资源，硬是凭着对传统技艺的传
承、发展，成了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并跻身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方阵。

鸡生蛋，蛋生鸡。土鸡变成了凤凰。
60万亩人工林海将鄢陵城乡笼罩在葱茏

的绿色之中，使全县林木覆盖率达38.9%，全年
空气优良天数达 330天以上，使这里成了无数
都市人向往的生态乐园。

空气好，水质好，人长寿。鄢陵因此赚得了
“中国长寿之乡”的美誉。“中国科学养老示范基
地”“中原养生旅游基地”等金字招牌引来多家

“龙头老大”斥资数亿元在这里建设养生中心。
在建业集团的绿色基地，记者看到偌大的

现代化温室“车间”内，五颜六色的荷兰红掌正
忘情地绽放，望不到边的花丛只有 3个人来打
理，一切全由电脑“指挥”。这是建业集团第一个

现代农业综合体项目，项目占地5000亩，总投资
13亿元，据称他们要在这里打造国际领先、国内
一流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形成集“研发、生产、
示范、体验”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

“国家级林业科技示范县”“全国花卉生产
示范基地”“全国重点花卉市场”“中国蜡梅文
化之乡”“全国生态文明先进县”“国家级生态
示范区”……鄢陵每年都会“加冕”新的桂冠。

“桂冠”也是生产力。鄢陵在“生态立县”的
统揽下，“工业富县”的梦也越来越真切。以中
国·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为龙头，春天樱花节、
苗交会，夏天蟠桃会，秋天采摘节，冬天蜡梅展
等花木节会一年四季不停歇。

节会上，比推销花木更重要的是推销鄢
陵。正大集团、辅仁药业、北京汇源等优质企业
纷纷落户，产业聚集区连年升级，去年鄢陵花博
会以签约额达196.4亿元完美收官。

融合“突围” 实现浴火重生

阳光下，季风吹来了乌云。
走进大马镇新庄村，各家门口密密麻麻栽满

了树。“搁以前这都是宝贝，现在没人问，只能看
了。”村民张克礼无奈地说，“像这样的红叶李树，最
高时一棵能卖30元，现在5元一棵也卖不出去。”

“啥都在涨，就行情不涨。”记者在采访中，
多次听到花农这样的感叹。

资料显示，全国苗木存量约600亿株，但年
使用量不到 300亿株。市场需求乏力，花木严
重滞销。鄢陵花木正在遭遇“寒冬”。

怎么办？鄢陵县委、县政府快速出招：加快
转型升级，一二三产融合“突围”——

以花木主产区、核心区和辐射区“三区”为
依托，开展苗木标准化生产、鲜花切花生产，加
强产品质量监管，夯实第一产业；以发展园林绿
化工程、花卉精深加工、板材加工、花木营销及
物流体系为主线，开拓第二产业；发展信息网
络、生态旅游业壮大第三产业。三产融合，一同
发力，打造业界新坐标。“良好生态是鄢陵的王
牌，我们要利用好这一优势，推动花木和旅游融
合发展，努力发展以旅游为核心的绿色产业。”
鄢陵县委书记宁伯伟说。

过去卖花木，现在卖景观、卖生态。
花木旅游成“新宠”。当地先后建设国家花木

博览园、花都温泉度假区、花溪温泉度假区、金雨
玫瑰庄园、鹤鸣湖风景区、省首条15公里长的花
乡林海自行车绿道等一大批生态旅游观光项目。
与此同时，鄢陵又获得“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县”“省乡村游十大热点景区”的称号。

县里开通郑州、洛阳等多地区旅游直通车，
同时开通观光、休闲、养老等不同类别的精品旅
游线路。花木园周边3家五星级宾馆及众多旅
店天天客流不断。

“来俺家住的特别多，一个节假日就能有万
把块的收入。”柏梁镇大路王村村民吕卫国说。
如今，全县星级农家乐已发展到近百家，家家赚
得盆满钵满。

2016年，全县各景区（点）接待游客635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23亿元。特别是去年花
博会和“十一”黄金周期间，更是花海烂漫，人海
如潮，高峰时一天接待游客达28万人次。

融合重生，曙光再现。尽管“太阳雨”还在
下，但我们看到了浴火的凤凰，涅槃重生，惊艳
绝伦。7

潢川花木
期待精彩重现

□本报记者 董学彦 胡巨成

花木，是潢川县的“祖传产业”，自唐以来已有1500多年历史。花木，也曾经是

潢川县的“当家产业”。上世纪90年代，潢川花木作为我省花木产业的“当家花旦”，

吸引了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和从业者来此参观考察、取经问道。

1999年和2000年，潢川县连续被中国林业局、中国花卉协会授予“全国花卉生

产示范基地”和“中国花木之乡”，名气之盛，全省罕有。

时至今日，省内外花木产业格局早已换了人间。省外，江苏、浙江、山东异峰突

起；省内，鄢陵后来居上。这些年，潢川花木虽然也在进步，但与竞争对手的高歌猛进

相比，曾经的“当家花旦”，逐渐变得黯然失色。

潢川花木，何时能突出重围、精彩重现？

昔日之盛——曾占东风第一枝

有“桂花王”之称的潢川花卉企业协会会
长王长海至今仍记得上世纪 90年代初期潢川
花木的繁盛景象。

“当时，潢川已有10多万人从事花木生产，
种植面积有 20多万亩，年产值 10亿元以上。”
他说，“外县、外省的考察团不断从四面八方赶
来，来潢川学习经验。有一段时间，鄢陵每天来
几大车人学习参观，还不断从潢川引种回去。”

当时，卜塔集镇的花木种植已经全面铺开，
并带动全县十几个乡镇从事花木生产。王长海
说，当时潢川花木供不应求，似乎生产多少都不
够卖。

河南春泉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叶
春对此也记忆犹新。“每到春季，潢卜公路上每
天都会有三四百车的苗木往外运。”他说，“当时
提起潢川，提起卜塔集，几乎无人不知。潢川花
木从业人员的足迹遍及全国，可以说哪里有园
林绿化，哪里就有潢川人。”

叶春说，潢川气候适宜，绝大部分的南北苗
木树种都适宜在潢川生长。地理位置得天独
厚，南距武汉 256公里，东距合肥 262公里，西
距信阳100公里，北距郑州360公里，非常利于
苗木的运输销售。加上潢川花木历史悠久，拥
有大量的熟练工人，发展花木产业具有其他地
区不可比拟的优势。

寻芳陌上花如锦，折得东风第一枝。1999
年，在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潢川花木豪取1
金、3银、6铜的佳绩，名动一时。2000年，潢川
县卜塔集镇被命名为全国首批花木之乡，由此
攀上花木产业的巅峰。

彼时的花木产业，是潢川的一大骄傲，是潢
川的一大优势，是潢川的一大“金矿”。

现时之困——为伊消得人憔悴

在潢川花木欣欣向荣的同时，大量的跟风
种植者出现了。“铲掉庄稼种花木”，众多农民投
身其中，乱花渐欲迷人眼。在潢川的花木专家
看来，当时的繁盛景象之下，其实已深藏隐忧。

自 2001年到 2006年，潢川花木销售形势
急转直下。价格一降再降，产品积压，大量的绿
化苗木成了“占田荒”，甚至出现花农挥泪整块
砍掉花木的情况。

王长海说，出现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潢川
花木及从业者的“野蛮生长”。其他地方靠政府
推动，而潢川花木产业却几乎一直处于自发性、
游击性和单独作战的状态，品种不新，种植粗
放，管理粗犷，看似面积增加，实为小农经营，大
而散，小而全，零打碎敲，各自为战。

“假如要在卜塔集买两万株胸径 5～6 厘
米、高 3～4米的雪松，可能要跑上百家农户才
能收够。”叶春说。

作为潢川本土的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代表，
他对此也深感困惑。他介绍，十几年前，公司承
接项目所用的苗木，均来自潢川本地，但现在只

能让采购人员长期驻扎在外地选购。“没有规模
化、标准化、专业化种植，潢川花木就难以形成
品牌优势、拳头优势和群体优势。”他说。

更让当地花农焦虑的是，时至今日，潢川也
没有形成真正的代表品牌和在全国具有一定影
响的花木大市场。为销售花木，潢川花农不得
不借船出海。记者在鄢陵花木市场采访时，就
看到有20多位潢川花农在此安营。

花木品种没有特色优势，常规品种多，高新
品种少；种植结构杂乱无章，难以适应市场需求；
缺乏突出的技术人才、研发能力不强；缺少大项
目支撑及相关政策支持、配套设施不足……使潢
川花木产业起步早、发展慢；优势多、利用少；常
规多、特色少。花乡“褪色”，在所难免。

未来之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3月 27日，潢川盛世园林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连栋温室大棚里，技术人员培育的蝴蝶兰
竞相开放。这是豫南地区首家蝴蝶兰生产、培
育基地，这家公司集蝴蝶兰新品种研发、瓶苗生
产及鲜切花销售于一体，填补了我省蝴蝶兰一
条龙生产销售模式的空白。

“我们培育的蝴蝶兰，花期可以精确到天。
也就是说，一年365天，想让哪天开花就可以让
蝴蝶兰在哪天开放。”公司负责人说，“从瓶苗、幼
苗、种苗到大苗直至盆花、鲜切花，每一道工序都
可以变成商品出售。今年春节期间，公司生产的
蝴蝶兰盆花和鲜切花一入市就销售一空。”

从盛世园林的蝴蝶兰，到颐景园的盆景，再
到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潢川金桂，潢川花木
向高端化、精品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潢川县花木办主任欧阳生波介绍，为彻底
改变潢川花木分散种植、自生自灭的状态，
2008年，潢川县启东实施了“万亩花木精品博
览园”重点工程，着力培育花木龙头企业群，打
造花木企业“航母”，推动花木产业实现高端化、
园区化、规模化、标准化的转型升级。

“政府推动使潢川花木产业找到了靠山、找
回了信心。”欧阳生波说，“目前，潢川花木已展
示出十里花廊、百家企业、千优品种、万亩精品”
的现代化花木产业新风貌，初步形成“潢川花
木”“潢川园林”“潢川盆景”三大品牌。

截至目前，潢川县有花木园林公司 160多
家，花木专业合作社74家。拥有国家园林绿化
一级资质企业19家，二级资质企业33家。园林
企业在全国各地承揽大型绿化工程，年金额达
60亿元，3家园林企业在新三板上市。

“在这方面，潢川又一次走在全省前列。”潢
川县委书记赵亮说。

他介绍，为使潢川花木重现往日精彩，县里
已制定花木发展规划，着力将潢川建成全国驰名
的观赏苗木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南花北移”“东
花西送”品种驯化基地、全国著名的花木科研基
地，同时在花木物流体系建设、市场布局和科技投
入上实现新突破，增强潢川花木的核心竞争力。

春正暖，花正艳。潢川花木，精彩可期，风
光无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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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突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牢牢抓住发展第
一要务不放松。

如何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实践？总览我省产业版图中诸多类似“双子星”“并蒂莲”的特色优势产业，其今昔变迁十分引人关注，发人深思。有的已经脱
胎换骨形成品牌，有的还在全力加速转型，有的正在经历蝶变阵痛以图涅槃……他们的转型升级求新谋变之路，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打好四张牌”的指示
精神，推动全省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有何借鉴意义？他们在发展的道路上还面临哪些困难和问题？……

自今日起，《河南日报》地方视窗版推出“发展路上‘对对碰’”栏目，深入一些资源禀赋相近、优势产业具有可比性的县区采访，反映他们在增与减、进与退、做
大增量与优化存量、培育品牌和延展链条过程中的积极探索；展示他们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走出的与众不同的路子，通过“解剖麻雀”、碰撞思想，以探求
我省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供各方参考。7

花开两地，各表一枝。南有潢

川争奇，北有鄢陵斗艳，各有千秋、

各具特色、各有困惑，如今也各有各

的发展思路和高招。鄢陵花木和潢

川花木起步都比较早，是南花北移、

北花南迁的风水宝地，都以中国花

木之乡声名鹊起。

在三月的鲜花开满大地的时

节，河南日报记者深入花的海洋，探

寻两地花木经济“浴火重生”“精彩

重现”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是新鲜

热辣的思考。

2014 年 前 后 ，受 经 济 下 行 影

响，园林绿化建设市场萎缩，花木销

售下降、价格下跌、利润下滑，各地

花木产业均遭受打击。

倒逼之下，鄢陵、潢川两地都在

思索花木经济怎么转，怎样拉长产

业链，提升产业集群、如何从农业供

给侧发力做好大文章……

一花独放不是春，单一项目支

撑不了整个产业。从卖花木，到卖

景观、卖生态，有一条淌金流银的链

条需要拉长再拉长。两地都铆足了

劲头，突出长远规划，改变种植模

式、对花木产业进行深度开发，在花

卉文化、休闲度假、花卉饮食购物、

互联网+花卉、花卉保健疗养旅游

等方面深挖富矿。

花为媒，花解语，鄢陵人、潢川人

会种花，会养花，更有能力将花产业

做得风生水起。在此过程中，需要两

地明争暗赛、你追我赶，强化政府引

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充分发挥花

木产业的带动效应、溢出效应，推动

文旅一体化发展，促进旅游与农业、

商贸、文化创意等一二三产业互融互

通，实现资源优势向产品优势的转

化，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化，让

花乡的金字招牌更靓，让花产业创造

出更多的绿色GDP。15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园林系副教授
刘军

开
栏
的
话

鄢陵温室鲜花市场里，各色鲜花争奇斗艳。7 胡巨成 摄

潢川花企工人在养护蝴蝶兰苗株。7 蔡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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