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② 社旗县下洼镇霸王山上，瓜农
正在收获西瓜。 申鸿皓 摄

图① 淅川县老城镇杏李喜获丰
收。 杨冰 摄

图③ 内乡县赤眉镇的油桃成了群
众的致富果。樊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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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丰兴汉 朱辉)
6月 10日，记者获悉,唐河县市场监管局正式收到由国
家知识产权局签发的“友兰故里”电子《商标注册证》,“友
兰故里”花落唐河。

唐河县是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
的故乡。近年来，作为唐河县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唐河
县委、县政府沿唐河岸边，兴建了友兰湿地公园、冯友兰
纪念馆，修建了友兰大道。与此同时，唐河县还先后承办
了全国第九届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纪念冯友兰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成立大会等活
动。编辑出版《冯友兰的前辈与后人》《冯门望族》等书
籍，拍摄《世纪哲人冯友兰》《青年冯友兰》等影片。

“友兰故里”商标落户唐河，为进一步传承弘扬友兰
文化、擦亮“友兰故里”人文名片提供了品牌支撑。6

“友兰故里”商标落户唐河

要想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
袋。这一点，赤眉人体会最深。

“原先人穷志短，现在有了联户组长帮
忙，俺们甩掉贫困旧帽子，一心一意奔小康！”
陈湾村贫困户陈小娃喜不自禁。

人勤地生金。陈小娃和儿子一边在林果
基地务工学技术，一边悉心照料自家的果园。
联户组长朱海兴更是随叫随到，成了技术辅导
员。当年三亩林果丰产又增收。

内乡县把文化扶贫和精神扶贫作为脱贫
攻坚的“加速器”，创新开展“三带五联奔小
康”活动，用“乡贤”力量壮大基层组织“神经
元”，积极为乡村治理“赋能”，激发广大贫困
户内生动力，实现“志智双扶”，同时构筑乡村

精神高地,厚植乡村文明沃土,以文明
乡风“滋养”乡村振兴，促进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

这是一幅美丽的画卷，走进邵家
岭村，一排排民房错落有致，一户户农
家院干净整洁，文化广场等文体设施遍
布村内，油桃等特色产业透着“绿色希
望”。文化广场上，以“最美庭院户”“好公
婆、好媳妇”“最美脱贫户”等为主题的“名人
榜”格外引人注目。

一处美转变为一片美、环境美转变为生活
美、外在美转变为内涵美，这里正在蝶变为农
村人愿意留在农村，城里人都向往的“桃花
源”！6

◎文明果：从富脑袋到冀望“桃花源”

一个桃子如何成为农民增收的法宝？
赤眉人说，不能看桃只是桃，功夫都在

桃之外！
赤眉油桃经历了从卖桃到赏花摘桃、品

文化、卖“生活”，走出了传统农业与旅游“联
姻”、乡村旅游与脱贫产业深度融合之路。

6 月 18 日，早上七点钟，个大色艳的油
桃便送往油桃交易中心。

包装、贴单、运输，一根网线让消费者足
不出户即可享受枝头到舌尖的新鲜。

贫困户王玉祥不住地感叹：“油桃上网，
果子不愁卖每斤还增收 5毛钱。”

近年来，内乡县启动电商消费扶贫，拓
宽果农销售渠道。牧原“聚爱优选”电商平
台以每斤高于市场约 0.5元的价格进行油桃
收购，吸引大量果农前来售卖。

“网上订单已达 1 万余件，累计销售额
40余万元，帮助贫困果农售桃 5万余斤。”牧
原电商团队的负责人秦旭说。目前销售赤
眉油桃的电商平台达 200多家，助力 500多

户贫困户脱贫增收。
赤眉不仅有风景，更有底蕴深厚的汉文

化、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域内还有众多
文化遗迹。

文化因子注入田园，产业“种”成景
观，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赤眉人如今
卖的是乡愁，是“生活”。

蓝天、碧水、桃林、人家。
“3月桃花开，一个花期就能吸

引十几万的游客。”东北川村党支部
书记马亚敏说。

5 月、6 月，油桃收获季。桃林内人
头攒动，游客们忙着采摘；坡下，农家乐小
院里停满了车辆。

“桃路”越走越宽，更美的风景还在远
方。

赤眉正在探索发展的“农业+”，可以“+
农家乐”“+民宿”，也可以“+制造”。如今，
一些经营户已经开始尝试做油桃酒，有的则
利用更新下来的桃树、桃根雕刻工艺品。

◎致富果：从卖“桃”到卖“生活”

内乡县赤眉镇地处800里伏牛山南麓，三
面环山，呈“簸箕”状，境内多丘陵和山地，曾经
这里的百姓被山所困，生活穷困。赤眉人以愚
公移山的精神，开垦出层层梯田，播种下希望。

1987年，来自郑州果树研究所的45节油
桃芽穗点燃了赤眉油桃的星星之火。东北川
村率先种下了油桃，五年后，该村进入了“油桃
时代”。随后，油桃种植贯穿东北川村和杨店
村的山沟沟，连点成片，逐步演绎成“油桃沟”。

经过 32年的坚持，目前全镇油桃种植面
积达 5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油桃基地，被誉
为“中国油桃之乡”。油桃种植也带动了整个
内乡县林果业的种植，目前全县桃种植面积
达10万亩。

要想擦亮赤眉油桃这个“金字招牌”，内
乡人知道必须以科技引领产业转型。油桃沟
与郑州果树研究所“联姻”，让科技带动土壤
改良、品种更新、科技推广，加快油桃种植向

专业化、生态化转变。
品种更新以适应消费者口味变换。至

今，赤眉油桃进行了四次大的品种更新换代，
形成了现在的“极早 518”“曙光”“艳光”“中
油17”等优质品种。

“以前种桃靠天吃饭，现在缺啥补啥。”6
月18日，硕果万源家庭农场负责人边新召
说，他先后流转300余亩土地发展桃园，
每年都会投入资金改善基础设施，安
装了喷滴灌、太阳能杀虫灯……“算
大账还是划算，桃子品质高更卖的上
价！”

30余年来，赤眉油桃坚持通过科技引
领，向优质农产品转型，着力实现农业标准
化、农民职业化与农场特色化，推动土地流转、
集约经营。全镇土地流转面积达万余亩，家庭农
场、专业合作社100余家。产品逐渐向生态、绿
色方向发展，确保“金字招牌”不褪色。

◎科技果：从45节油桃芽穗到5万亩油桃沟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陈新刚

6月 18日，在方城县赵河镇北陈庄村的
14个塑料大棚里，黄金蜜、玉白脆、绿宝等多
个品种的西瓜、甜瓜硕果累累，散发着诱人
的清香。

距此不远，便是方城县近年来精心打
造的樱桃沟。这里已连续举办了五届樱

桃采摘节，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游玩。
“每到樱花盛开和樱桃结果的时候，

樱桃沟游人和车辆就特别多。今年五一当
天，车辆从吴家庄一直排到小王庄，足足有 1

公里多，俺步行从车辆空隙中穿过才回到家。”
北陈庄村村民陈兰成兴奋地告诉记者。

然而樱花花期短，采摘季更短。赵河镇党委
副书记刘小川告诉记者：“赵河镇独特的地理地貌，

形成了樱桃等林果生长的适宜气候，但花开有期，以
赏花为吸睛点的景点怎样打破季节限制，让赏花不再是

一次性买卖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为此赵河镇将春
季赏花延伸为四季采摘，形成了一年四季持续不
断、红红火火的乡村生态游。

4 月 27 日樱桃采摘节、5 月 25 日乌云山桃
杏采摘节、6月 7日“赵河甜”品瓜节……短短
一个多月时间，赵河镇相继举办了三个特色
农产品节日。每个节会都吸引了大量游
客，各旅游景点呈现出人气火爆、土特产
畅销、知名度飙升的红火景象，为生态
旅游注入强劲的发展活力。

村民们发展的热情空前高涨。该
镇按照“农村科技协会+农业合作社＋种

植大户＋农户”的发展模式，大力培育樱
桃、桃、杏、梨、核桃、板栗、石榴、西瓜、甜瓜等

林果瓜果生态产业，仅北陈庄村发展的总面积
已达 3000多亩，形成持续不断的生态采摘游。

三四月份赏花、五月采摘樱桃、六月品尝甜
瓜、七月红桃成熟、秋季石榴上市、十一月冬桃丰

收……就这样，赵河镇形成了“春季赏花、季季采果、
时时观色、天天有客”的新局面，多项农产品共同发力，

形成了更强大的吸引力。
为了在吸引游客的同时，留住游客，赵河镇还

进一步连点成线，串珠成链，着力推进“乌云山—
樱桃沟—石头寨‘小皇城’”历史文化生态旅游
“三位一体”开发。该镇镇长崔明涛告诉记

者：“目前，我们的旅游圈已修通了环形公
路，车辆可直达乌云山山顶。我们还成功
申报石头寨、北陈庄为省级传统村落。
在特色农产品节日的带动下，生态旅游
红红火火！”6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6月 12日，在南阳市卧龙区英庄镇上柳
泉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刚听完农技课，金世
良和徐小文说起今年的小麦收成，滔滔不绝
交流起心得来。

“我今年种了200亩，亩产平均1200多
斤，前后就浇了一次水，补充了点磷肥和钾
肥。”来自新野县歪子镇常蝉庵村的种粮大户
金世良说，在同村里他的小麦收成是最好的，
投入却比其他人亩均低200多元，因为不但浇
水次数少，化肥用量也减少了60%左右。

来自卧龙区英庄镇官寺村的徐小文有
同样的感受，他所种的30亩小麦，高产的两

块地亩均分别是1308斤、1218斤，其他的地
块产量平均近1000斤。“高产的地块不仅化
肥用量少，墒情明显也要好，今年天虽然旱，
也没有多浇水，省工又省时。”徐小文说。

为何俩人的小麦能够实现投入少、产量
高？采访之后，记者发现了“小奥秘”：他们的
麦地都位于牧原集团的养殖场附近，俩人不约
而同选择了养殖场的沼液进行小麦灌溉。

畜禽养殖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是畜禽养
殖业要突破的难题，近年来，牧原集团将猪
粪集中进行三级沉淀，再利用专业的固液分
离技术后期处理，固体粪便用于制作有机
肥，液体废水进行厌氧反应，产生的沼液经
过发酵、储存、稀释后用于农田灌溉，以此实

现对养殖废弃物进行循环、综合利用。这种
沼液还田模式，先后在内乡、卧龙等地进行
试点，再向全市推广普及，今年卧龙区覆盖
面积已经达到了1.6万余亩。

“种了多少年地都是用水浇，突然说用沼
液浇，一开始根本不相信，生怕把苗给烧死
了。”徐小文告诉记者，去年冬小麦尝试用沼液
灌溉，他还有些不放心，想着自己流转的土地
只有两块地在沼液管网覆盖的范围，就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接受了。“现在看起来效果真好，要
是覆盖面积能再大点就好了。”看着经过沼液
灌溉的小麦亩产能高出300斤左右，徐小文又
有些“埋怨”自己的地块位置不太好。

在牧原集团卧龙分场记者了解到，为了

能让农民更好地接受沼液还田，养殖场在卧龙
区铺设了永久性可供浇施沼液用的管网，目前
可覆盖近5万亩粮田，灌溉季节，将灌溉设施
架进农民的田间地头，同时组织专业的农技师
逐地块检测土壤结构，确保科学配方施肥。从
小麦种植前的配方施肥到麦田管理中赤霉病、
热干风等病虫害的防治，养殖场进行全程培训
和服务，确保沼液养地追肥的效果与田间管理
相结合，实现小麦的高产。

“沼液里面的氮肥足够小麦、玉米、油菜
这些作物用，减少化肥用量也避免土地板结
和土壤污染，一举多得。”金世良告诉记者，
小麦收获后，他种玉米还继续用沼液灌溉，
相信秋收也不会差。6

地方传真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李彦

六月的吴湾村，勤劳的村民们养蜂、采茶、晒珍珠花，
忙得不亦乐乎。

“交通靠走，通信靠吼，耕地靠牛，照明靠油。”曾经是
这个地处桐柏县深山区深度贫困村的真实写照，在脱贫
攻坚中，吴湾开始有了新模样：路宽了，产业兴了，水通
了，旅游活了。

“这里头清林可要占头功。”说起村里新变化，群众都
会提到赵清林，作为脱贫攻坚责任组组长，今年 57岁的
赵清林分包吴湾已有九个年头，村里的一草一木，老赵再
熟悉不过。

要想富，先修路，2018 年 4月，赵清林带领扶贫干
部，与村两委商议，决定拓宽村部至李庄组的 2.5公里村
组道路，向上级部门争取修路资金 110万元。年久失修
的道路让村民们苦不堪言，得知要修路，村民们不仅没有
因为征地索要补偿款，还主动参与到修路的工程中，半年
时间顺利翻修了村里的道路。

有了路，村里的产业也重新红火起来。“珍珠花50块钱
一斤，花苗批发一块多一棵，一亩刨去成本少说能挣个五六
千元。”脱贫户逯其峰指着满山的珍珠花喜笑颜开。在各项
政策的扶持下，他先后发展珍珠花40亩，珍珠花苗圃8亩
多，年收入达10万元以上，去年实现了稳定脱贫。

吴湾的珍珠花、野蜂蜜、茶叶种养历史悠久，但规模小，
效益低。赵清林带领村“两委”的因村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号召村里有种植经验的党员主动“传帮带”，利用到户增收、
金融贷款等项目资金的扶持，引导群众扩大规模。依托村
成立的合作社，土特产品实现了走出去、卖的俏。截至
2018年年底，村合作社已经吸纳83户贫困人口，为贫困户
销售农副产品 20多万元，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1万多元。
2018年6月，吴湾村又利用扶贫专项资金建设了10万棒的
香菇产业基地，着力培育村支柱产业。在扶贫产业的支撑
下，吴湾村在2018年顺利摘掉了贫困村的“穷帽子”。

今年，赵清林又打起了新的“算盘”，吴湾村生态资源
丰富，赵清林与村“两委”准备争取资金打造吴湾至佛教
学院旅游环线上的美丽乡村建设，大兴农家乐产业，乡村
旅游蓬勃发展。

“围绕乡村振兴，依托资源优势，我们力争经过2～3
年努力，实现人均新增收入1万元以上，将吴湾村建设成
美丽富裕的县城南公园！”展望未来，赵清林说吴湾村的
美好日子就在不远处。6

赵清林：拼出幸福新吴湾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6月 18日，宛城区
2019年完全学校开工仪式举行,这是南阳开工建设的又
一所完全学校。

据了解，该学校位于南阳新城高铁片区南端中兴路
以南、站前大道以西，总投资 7.6 亿元，涵盖幼儿园、小
学、初中、高中4个学段，其中幼儿园12班，小学24班，初
中 12班，高中 54班，总计 102个班级。该学校建成后，
将有效缓解中心城区大班额、入学难问题。

自 2017年起，南阳市委、市政府规划每年建设 4所
完全学校，截至目前，第一批建设的 4所完全学校，其中
位于卧龙区的第一完全学校已于 2018年 9月份建成投
入使用，其余三所计划今年秋季投入使用。第二批的 4
所完全学校，正在紧张施工当中。6

南阳又一完全学校开工建设

镇平

文明新风助力乡村振兴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谭亚廷

村村文明新风拂面，处处美丽风景入画。6月的玉
乡镇平，麦粒满仓，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老庄镇小西
岗村的村民们在农忙之余，有的在讲习所里听课，有的在
文化书屋学习种植和养殖技术，有的在村党群服务中心
广场内休闲健身。

“以前村里无论红白喜事都要请乐队、大摆酒席，一样
都不能少。好像谁家不请这些，都没面子似的。”晁陂镇杨
芳春村村民杨志恒说。近些年，农村办婚丧嫁娶这些事的
风气“变了味”，婚嫁彩礼不断攀升，份子钱也“水涨船高”，
不但加重了村民的经济负担，也破坏了社会风气。

为了彻底改变这种陋习，让“钱袋子”鼓起来的村民，
在思想上也“富起来”，该县通过开展“身边好人”“移风易
俗文明户”“星级文明信用户”等评选活动，让文明新风沁
人心脾。同时，绘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墙，发放移
风易俗倡议书、宣传册，让村民真切感受文明新风带来的
美好生活。

此外，近年来镇平县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工程，彻底改变了过去农村垃圾到处堆放的现象，一个水
清、树绿、花香的美丽乡村已见端倪。“现在乡亲们一有空就
会到农家书屋看书学习，晚饭后去文化广场跳舞健身，打架
赌博的人越来越少了。”柳泉铺镇温岗村第一书记李威说，文
化生活不断丰富，让广大农民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6

四季生态游四季生态游
扮靓扮靓““花果经济花果经济””

为啥少浇水少施肥小麦还高产？
奥秘就在沼液灌溉

6月的南阳，正值瓜果飘香的季节。南

阳各县区因地制宜，抓住机遇，不断探索实

践，延伸林果业链条，从卖果子到卖风景，从种

植到深加工，从产业振兴到乡风文明，林果业作为

生态特色产业正逐渐成为南阳乡村振兴的产业支

柱。本次记者深入南阳基层乡镇，探访他们如何让林果

业真正成为山区群众的“致富果”。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樊迪

一棵桃树结出三种一棵桃树结出三种““果果””

脱贫一线

一棵桃树可以结出几种果？内乡县赤眉镇的探索实践，
给出了这样的答案：科技、致富、文明三种“果”。

②②

③③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