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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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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松林 袁永强

8月 21日下午，记者在南阳市卧龙区英
庄镇高营村看到，一场急雨后，村里一个约3
亩见方的池塘水面被碧绿的莲叶铺满，粉红
的荷花竞相妖娆。微风轻拂，送来阵阵馨
香，让人仿佛置身南国水乡。

60岁的村民王魁善说：“这里以前是我
们村的废水坑，垃圾堆老高，臭气熏天，坑边
都站不住人。现在这修得像公园一样，真
美！”

高营村这个废坑塘之所以能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得益于南阳市从今年开始大力
推进的“千村万塘”综合整治计划。通过清
淤治理，坑塘四周绿草护坡，绿树护堤，绿荷
护水，保证水质达标。岸边修建环形步道，
建起了放置石桌石凳的凉亭，昔日的臭水坑
成了村民们休闲避暑乘凉的好去处。

据了解，南阳市约有各类坑塘 2.74 万
处，其中约 2.01万处都处于缺乏管理、年久
失修状态，存在数量减少、功能衰退、环境恶
化、污染严重、水质较差等问题，还有些变成

了堆放垃圾的干坑。为了恢复坑塘原有的
调节水源、防涝抗旱、保障用水、美化环境等
功能，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改善，南阳市决定从今年开始，用3年
的时间，全面完成所有坑塘整治任务。

乡村高颜值，群众更幸福。宛城区红泥
湾镇段营村的几个大坑以前也是让人掩鼻
而过，如今都是水清岸绿，群鹅嬉戏，鱼翔浅
底。坑塘周围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房前屋
后草木茂盛，生机盎然。

南阳市还把坑塘整治工作和美化农村
人居环境巧妙地结合起来，因地制宜，收到
了显著效果。宛城区茶庵乡贾洼村、金华镇
大石桥村通过对排水沟进行清淤疏浚，整修
成人工湿地公园，构建了更为完整的生态
链；红泥湾镇清风岭村等建成了污水处理设
施，瓦店镇关帝庙村等引进了最先进的太阳
能微动力污水处理系统，使得当地的人居环
境大为改善。

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南阳在坑塘整
治过程中，把该项工作与脱贫攻坚相结合。
内乡县马山口镇鱼关村、方城小史店镇过山
庙村等都把坑塘治理和开展乡村旅游、红色

旅游等结合起来，每当周末和假期，来这儿
的游人络绎不绝；卧龙区青华镇后所村一组
的郭召荫则直接承包了整治好的池塘养
鱼。记者看到，这座坑塘岸边绿草如茵，垂
柳随风起舞，池内碧波荡漾，不时有鱼花泛
起。郭召荫说，他春天在塘内投了黑鱼、鲤
鱼鱼苗3000多尾，到年底正常收入可达2万

多元。下一步，他还计划增加垂钓、农家乐
等项目。

记者从南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南阳
市已经有8848座坑塘开工建设，其中已完工
3489座，分别占年度任务的146.7%、57.8%，
大批废坑塘已经变成看得见荷塘月色、听得
到蝉噪蛙鸣的乡村休闲好去处。6

南阳“千村万塘”整治工作效果显著

“废塘”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吴双 史源远

“再有半个月，南阳东站站前广场综合体主体工程有
望基本建成，成为郑万高铁河南段最先竣工的站点。”8
月 23日，在位于南阳市宛城区茶庵乡的高铁片区，现场
指挥部负责人徐俊峰告诉记者，为保障郑万高铁南阳东
站如期投用，站前综合广场综合体、地下综合管廊、水系
景观和七条主要道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最快“十一”前
可以具备验收条件，创下了沿线各站点建设“速度之最”。

在施工现场记者见到，头顶着“南阳东站”字样的主站
房拔地而起，站房前两条架空匝道如同张开的“怀抱”，围
绕着主站房，两侧矗立的长途客运站、公交枢纽正在进行
紧张的内外装修；宽阔的站前广场上，各种施工车辆穿梭
往来，主站房的对面，人工开挖的日月湖底已经初步蓄水，
湖面上设立的环形栈道，与造型优美大气的站房相呼应。

“2015年 8月，我和指挥部同事们进场开展前期工
作，这里还是一片庄稼地。”说起高铁片区建设，徐俊峰感
慨万千。他告诉记者，为保障郑万高铁如期开工，指挥部
工作人员全部“拎包上阵”，在没有办公场地、没有详细规
划的情况下，仅用20余天时间，就完成近2100亩土地征
收、补偿款发放、地表清理等任务。他们从无到有，一步
步丈量出面积为一平方公里的高铁片区起步区，用最短
时间完成规划设计，为南阳高铁片区在沿线站点中率先
开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南阳新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铁片区是南阳未
来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建设重要区域中心城市的有力支
撑。据了解，在建的高铁片区起步区建设总投资17.08亿
元，是设计规格较高也是施工难度较大的高铁站点。

攻坚克难，只争朝夕。为确保承载着千万南阳人“高铁
梦”的郑万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南阳市委、市政府高规格启
动高铁片区建设，宛城区作为片区项目建设主体单位，成立
了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建设指挥部，采取“周周通
报督查”等工作机制。面对紧张的工期要求，指挥部“边建
设、边规划”，既保障了时间节点又严把质量关，目前，高铁
片区起步区四个主要项目全部实现了保质保量如期推进。

“以今年 9月 10日为节点，届时的高铁片区将靓妆
初现，为郑万高铁河南段全线通车送上一份大礼。”在采
访现场，记者偶遇现场办公的宛城区区委书记刘中青，
他表示，建成后的南阳高铁片区将是高铁巨龙旁一颗闪
亮的“明珠”，也是对外展示南阳形象的新名片。6

淮河源头的一抹新绿淮河源头的一抹新绿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王锋

钞票押运到底是怎样一种工作？8月 19日，记者来
到南阳市保安服务公司押运二大队实地探访。

吴云从，今年36岁,是一名退伍兵，做过8年的护卫
员、8年的押运车司机,现担任二大队司机班长。“押运工
作,有点像过去的运镖,押运人员也相当于过去的镖师。”
眼前的吴云从,身姿挺拔,英俊洒脱。

做护卫员时,他每天去枪弹库领枪弹,进库、登记、领
枪、领弹,验枪、上弹，任务执行完毕,再将枪支弹药如数
缴还,押运时间、行车路线、钞箱数量是绝对不准泄露
的。“在别人看来我们手上拎的是一箱一箱的现金,但是
在我们看来不过是运送的‘货物’而已,和一块块砖头没
啥区别。”吴云从说,“我们的职责是保护这些钞箱,绝不
能动任何邪念。”

为了保证银行正常营业和群众办理业务,正常的天
气情况下,吴云从都是6点左右起床,下班要到晚上7点
以后,有时赶上银行结算或者特殊情况,要到晚上 11点
多才能下班。遇到恶劣天气,他总是特别操心。去年冬
天,下了三四场大雪,每次下雪,他早上不到五点就起床
赶往队里,一边打电话叫醒队友提前到岗,一边备防滑
链,等队友们一到,就带着他们安装。“雪天路滑,平时一
个小时的路程,得跑两三个小时,为了不影响银行工作,
必须报公司启动预案。”

防弹衣和防弹头盔是每个押运员的护身铠甲,是对押
运人员最有效的防护,但在夏天,吴云从经常全身湿透,衣
服能拧出水来。进入冬季,他经常冻得手脚生疼。最不舒
服的要数阴雨天,不能使用雨具,只能站在雨中坚守使命。

运钞车驾驶员总是下班最晚,在勤务完成后,还要检
查、维修、洗车,无论春夏秋冬,一洗车,衣服都会溅湿大
半截。吴云从总是干在最前面,在他的带动下,队员们一
个比一个干得起劲,“连发动机都擦洗得铮亮,用清洁剂
洗,用刷子刷,车洗得跟新的一样。”

“再平凡的工作，干到极致也是一种精彩。”吴云从
说，16年来,押运工作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钞票能够
安全送达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6

南阳高铁片区
主体工程即将揭幕

公益岗位助贫增收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王松林 张

空）“只要勤快肯干，生活就会越来越好！”金万云和丈夫王
平东因病致贫，都做不了重活，金万云申请了公益性岗位，
按时在村里打扫卫生、道路保洁，有了稳定的收入。随后
又和丈夫一起利用到户增收项目养羊，实现了光荣脱贫。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卧龙区针对相当一部分贫困群
众因年龄大、缺技术、离家难等原因始终难求一岗的状
况，加大就业援助力度，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让贫困群
众实现在家门口就业。该区结合乡村振兴、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等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刚性需求，开发贫困劳动力
力所能及的保洁、保绿、保安、保路、治安巡逻等岗位。今
年在已安置公益性岗位1559人的基础上，将开发公益性
岗位 500个，每人每年 6000元左右，有效解决贫困人口
就业难题。同时，结合“千企帮千村”活动，鼓励和引导
200余家区内企业对口帮扶 188个行政村，在自愿的基
础上，捐赠公益岗位资金达350余万元，由区慈善总会开
设专账管理，专款专用。6

城市“镖师”吴云从——

“平凡工作，
干到极致也是一种精彩”

“看着油茶树一年比一年长得健壮，就
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长大，心里美极了！”8
月 26日，站在月河镇笔架山，桐柏江记油茶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江中海感慨地说，辛苦了
十余年，总算让油茶在桐柏扎下了根。

1992年，在食用油行业摸爬滚打 7年之
久的江中海，注册成立了江记油脂公司。
1999年，江中海在外出考察中看中了油茶种
植，开始涉足茶油加工。

江中海告诉记者，油茶是中国特有的油
料树种，其果实可提炼重要的绿色有机保健
食用油——茶油，在我国栽培油茶已有2300
多年的历史，尤其在南方更为常见。上个世
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曾用茶油籽飞播造林，
在他的记忆里，油茶在桐柏山上一直生长得
不错。

油茶是中国南方特有的木本油料树种，
适合在低纬度、低海拔、土层深厚、土壤酸性
的浅山丘陵地区种植，但是究竟种植效益如
何？种植油茶之初，不少人都为江中海捏了
一把汗。

“油茶不仅可以绿化荒山，而且适合发
展观光农业。”江中海说，“它边开花，边结
籽，那花儿，那果儿，漂亮得很哪！”江中海对
油茶的爱近乎痴迷，就是带着这种外人看来
近乎执念的想法，他决定试一试，“不管怎
样，我一定要搏一搏！”

从那之后，江中海的所有心思都放在了
油茶身上。“笔架山上杂灌、野草疯长，每隔
十余天，就得清杂除草。我是过敏性皮肤，
一接触杂灌、野草，皮肤特别容易发痒红
肿。春夏时节，穿在身上的衣服，就是一种
累赘，我干脆就把衣服脱掉光着脊梁干，一
个春夏可不得掉上一层皮。”他笑着说，除草
还是小事，最难得要数修路。笔架山原本就
是一座贫瘠的荒山，没有路通往山
上。要种树，就得先修路。大年初
一，别人还在家团圆时，江中海就
带着自己家人钻林子，勘察线路，
上山修路，在山上过年，修下
了5公里的路基。

苦心人，天不负。从
2002年至今，江中海已经
在笔架山种植油茶
达 40 万 棵 。“2016
年，种植油茶收入
40 万元，2017 年达
到 120 万 元 ，2018
年升至 180 万元！”
憨 厚 的 江 中 海
开 心 地 说 ，“ 油
茶 树 年 年 在 成
长，收入也就年
年见长。这是一座
会长个儿的金山！”

“我培育油茶苗木 20多亩，去年亩均
收入近2万元。”平氏镇杨庄村村民汪瑞清
说。

汪瑞清话还没来得及说完，程湾镇石
头庄村村民秦中山就接上了话茬：“我从 6
年前开始种植油茶，目前已发展到 500多
亩，去年销售油茶果收入20多万元。”

“你们种油茶，我包销！”河南金立方实
业有限公司经理屈彦君说。

这是由桐柏县政协牵头组织的油茶产
业发展“诸葛会”上的一幕，与会的专家、油
茶种植户代表踊跃发言，为油茶产业的发
展出谋划策。

扶贫开发，乡村振兴，民生保障，作为
老区、山区、边区的桐柏县，怎么办？怎么
干？经过多年的探索，桐柏正在走一条以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为内涵的生态
强县之路，在省市领导的关心支持与帮助
下，桐柏县在发展茶叶、艾草、小龙虾、食用
菌等特色产业带富农民的基础上，把以油
茶为代表的苗木花卉产业发展摆上重要议
事日程，举办油茶产业发展座谈会也是举
措之一。

油茶产业作为桐柏县一个新成长起来
的产业，桐柏油茶产业条件怎么样？

省林科院木本油料专家丁向阳教授告
诉记者，桐柏县位于豫鄂边区，桐柏山腹
地，是千里淮河的发源地；地处南北气候过
渡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被专家誉为“天
然生物物种基因库”“自然博物馆”；自然特
点“七山一水二分田”，以浅山丘陵为主，土
壤和气候条件适合油茶树生长，是我国油
茶种植的北缘区，发展该产业气候与环境
得天独厚。

油茶树苗长势如何，效益如何？耳听

为虚，眼见为实。记者与众多当地群众一
道，翻山越岭，来到豫鄂交界区域的桐柏县
笔架山。站在山顶，但见漫山遍野的油茶
树青翠油绿，硕果累枝。

江中海带领大家参观了笔架山上种植
的 40万棵油茶，看到油茶长势喜人，在场
的林业专家也欣喜不已。“油茶树是常绿植
物，油茶果实可以榨油，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可观，这对于发展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振
兴，都能作出不小的贡献。”桐柏县林业专
家白家银说。

“油茶树从开花到结果成熟，历经秋、
冬、春、夏、秋五季14个月，民间有‘抱子怀
胎’‘月子油’之美誉，淮河源头的茶油纯天
然、无污染，获得国家有机认证，可以朝着
食用油高端产品方向发展。”丁向阳教授给
出建议。

桐柏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油茶产
业目前在桐柏已经带动周边300余户农户
通过发展产业致富，以油茶为代表的苗木
花卉产业全县种植面积已达4万余亩。

“下一步，要抢抓森林河南创建活动机
遇，用活国储林项目建设政策，出台苗木花
卉产业发展实施意见，成立桐柏县苗木花
卉协会，带动全县苗木花卉产业快速发展，
让油茶产业真正迎来春天，让淮河源头绿
起来、美起来、富起来！”“诸葛会”上，来自
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让在场的群众充满
了信心。

“有了政府的支持，有了群众的信心，
我愿意当一个带头人，带领大家把油茶产
业发展得越来越好，让油茶为咱们淮河源
头增绿添彩。”江中海充满期待地说，他和
当地的群众一样，期待着早一天迎来油茶
的春天。6

提起桐柏,淮河源头的绿色资源如一座宝库惠

及当地群众。茶叶、艾草、林果、旅游逐年来发展成

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特色生态产业。

在淮河源头惠及的月河镇，近年来一抹新绿逐

渐在这里成长起来。

“愚公”立志
播下希望的种子

下一步，要抢抓森林河
南创建活动机遇，用活
国储林项目建设政策，
出台苗木花卉产业发展
实施意见，成立桐柏县
苗木花卉协会，带动全
县苗木花卉产业快速发
展，让油茶产业真正迎
来春天，让淮河源头绿
起来、美起来、富起来！

2016年
笔架山种植油茶收
入40万元
2017年
收入达到120万元
2018年
收入升至180万元

180
万元

山上开起“诸葛会”
共谋油茶产业的春天

油茶基地成熟的油茶果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刘军 摄

农民喜获油茶果
资料图片

人物

卧龙区谢庄镇谢庄村垃圾坑变身美丽人工湖 陈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