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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从远古走来。八里岗遗

址出土文物表明，早在距今6800

年前就有人类在邓州生存定居。

夏帝仲康封子于邓，始建邓国。

楚国改邓国为穰邑，秦设穰县，隋

改邓州。1913年改为邓县，1988

年撤县建市。2014年，邓州被河

南省确定为省直管县（市）。

勤劳聪慧的邓州人民创造了

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先后诞生

了 1位圣人、62位侯王、11位宰

相、3位状元、21 位著名军事将

领。“医圣”张仲景，唐宋忠烈名将

张巡、王坚等彪炳史册。范仲淹

知邓时在花洲书院写下千古名篇

《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至今传诵千

载。近当代，邓州涌现出了语言

学家丁声树，著名作家姚雪垠、周

大新、二月河，教育家韩作黎，古

筝大师曹东扶，曲剧皇后张新芳

等许多名人才俊。

花洲霖雨、铁祠春烟、金山浮

翠、禹庙晴岚、湍水渔舟、六门返

照、红崖胜概、竹洞禅观，乾隆《邓

州志》中记载的“邓州八景”，每一

处景观都是一首诗一幅画，再现

了邓州的古城风貌和人文特色。

进入新世纪，“扬帆远航”的编外雷

锋团展览馆，造型独特的“四馆一

中心”，夜晚流光溢彩的“彩虹桥”，

成为邓州的新地标，也在文人墨

客的笔下流淌出新的诗篇。

新时代的邓州迎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不仅被国务院确定为

丹江口库区区域中心城市，还被

纳入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发展

规划。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天

蓝、地绿、水清、人和，在这座古

老而年轻的城市中，人们惬意地

栖居着，既有诗意，更有远方。

今年中秋节，在郑州工作的李建国回到
邓州老家看望父母。漫步在湍河国家湿地
公园，只见清澈的水面上白鹭在自由滑翔，
河岸上杨柳依依。公园里，盛开着洁白的葱
莲、橘红色的万寿菊等鲜花。有人在绿色廊
道散步，有人在健身器材上健身，还有三三
两两头发花白的老人聚在一起谈心。空气
是那样的清新，一切是那样的和谐。已经
58岁的李建国不由得感叹道：“家乡越来越
美了，退休之后，我就回老家定居！”

促使李建国做出这一决定的，还有他的
前期“考察”。邓州市购置 170辆新能源汽
车，已经开通了 15路公交车，每 10分钟一
趟。邓州市中心医院和武汉的医院联手，用
直升机运送急重病号，医疗有保障。城区全
部用上了甘甜的丹江水，城市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 93%以上，城区污水处理率 90%
以上，达到四类地表水标准。已经建成的三

贤路、北京大道跨湍河大桥，正在建设的穰
城路、平安大道跨湍河大桥，将湍北新区和
现在的城区紧紧联系在一起。

和李建国一样，邓州市区“原居民”也深
切地感受到了这些年市区发生的变化。除
了占地560亩的人民公园、占地280亩的雷
锋主题公园外，投资 3.35 亿元、占地 1600
余亩的邓西湖公园和投资 1.2 亿元、占地
348亩的明珠湖公园先后建成投入使用，成
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漫步邓州市城区，满眼绿色。邓州通过
增加绿地面积，改善林木结构，优化植物配
置，为城市划上“绿线”、打造“绿廊”，市区绿
地 面 积 已 达 到 1277 公 顷 ，绿 化 覆 盖 率
40.4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0.07平方米。

目前，邓州市已成功创建全国文化先进
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是省级
卫生城市、省级文明城市和省级生态市。

著名诗人商震在《邓州，你在哪儿》的诗
中写道，“邓州在哪儿/找到《岳阳楼记》诞生
的地方/就找到了”，“邓州在哪儿/找到‘编
外雷锋团’就找到了”，“邓州在哪儿/在中华
民族美德的精神里/在子孙后代的福祉里”。

闲暇时间，许多邓州市民愿意带着孩子
到位于市区东南的花洲书院游玩，在欣赏具
有江南园林风格景物的同时，让孩子在潜移
默化中学习范仲淹“忧乐天下”的胸襟抱负。

走出花洲书院，乘车行程不到10分钟，
便来到了邓州市区东北入市口处的编外雷锋
团展览馆。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亲耳聆听雷
锋和雷锋战友的故事，让雷锋精神薪火相传。

一座城市，离开了文化就失去了灵魂。
城市的文化根脉来自历史深处，它是城市的
基因、灵魂和特质所在。邓州市的决策者们
深知这一点。邓州是传统农业大县，财政并
不宽裕，却启动了两项人文工程建设，一项是
花洲书院，另一项便是编外雷锋团展览馆。

花洲书院为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
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范仲淹任邓州知州
期间创建。邓州市先后筹资 6000余万元，
重新修复花洲书院。花洲书院现为国家

AAAA级景区，被列入河南省文化遗产名
录，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省青
少年思想政治文化教育基地和河南省廉政
教育基地。

编外雷锋团展览馆为“编外雷锋团”而修
建。1960年8月，邓州市560名热血青年奔赴
东北军营，成为雷锋的战友。从那时起，雷锋
精神便鼓舞、激励着他们。复员转业回到家
乡，他们抱团学雷锋，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编外
雷锋团”。为了给“编外雷锋团”树碑立传，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02年，邓州将
原准备建市政府大楼的300多万元拿出来修
建编外雷锋团展览馆，2003年3月竣工开放。
2012年，邓州市又投资6000余万元对展览馆
进行了升级改造，修建了雷锋主题公园。编外
雷锋团展览馆被评选为“全国雷锋精神宣传教
育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河南省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成为中原大地学习传
播雷锋精神的教育基地。

湍北新区刚刚建成的智能化“四馆一中
心”（规划馆、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青少
年活动中心），又给人文邓州烙上了鲜明的
时代印记。

诗意满怀向远方 实干筑梦新时代
——邓州市奋力擘画丹江口库区区域性中心城市绚丽画卷

当代诗人杨吉哲在诗歌《邓州编外
雷锋团》中写道，“在邓州，雷锋有各不相
同的面孔/各不相同的口音，各不相同的
性别”，“在邓州，雷锋精神/已经深入血
液，在身体里流淌、呼唤”。

“编外雷锋团”1997 年 4 月成立，
2014年 6月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
誉 称 号 ，如 今 已 发 展 壮 大 到 28 个 营
15000 余人，成为中原大地传承弘扬雷
锋精神的一面鲜艳旗帜。在“编外雷锋
团”的示范引领下，邓州市好人好事层出
不穷。截至今年8月份，邓州市1人当选

“感动中国”人物，2人当选“感动中原”人
物；1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1人
当选河南省道德模范，2人荣获河南省道
德模范提名奖；16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8人荣登“河南好人榜”。

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周末节假日，
每天早上 6点 30分开始，4辆悬挂着“邓
州市总工会情系环卫工人——爱心早餐
配送”大红横幅的货车，先后来到市区30
个早餐领取点，让环卫工人们准时吃上
热腾腾的早餐。爱心早餐项目年需制作
成本 300多万元，主要通过“政府财政补
助＋爱心企业及爱心人士自发捐助＋市
总工会经费调节补充”等多元渠道筹
集。环卫工人刘大妈告诉记者：“每周早
餐品种大概是五样或六样，吃完了干活

格外精神、格外有劲。”
与此同时，在邓州市车站社区、范公

路、卫生路和教育路上的“爱心粥铺”里，留
守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环卫工人等也在
津津有味地吃着早餐，享受着社会的关爱。

在邓州市城区主要街道两边，经常
可以看到绿色的旧衣物回收箱柜。邓州
市瑞敏爱心协会通过放置回收箱和现场
接受捐赠等方式，把爱心人士捐赠的衣
服、被褥和鞋帽等物品收集起来，进行清
洗、消毒和打包存储，再送到有需求的贫
困群众手中。

《邓州“最美路人”温暖全城》《邓州
热心夫妻出手助人意外走红》《邓州救援
队义助老人回家》……这样的新闻经常
出现，温暖着城市里的每一个人。

为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
化地影响到更多的人，邓州市还高标准
建设了“邓州好人主题公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雷锋主题公
园”。记者看到，这里有“抗震救灾英雄
战士”武文斌，全国劳动模范、国医大师
唐祖宣，十九年如一日传承雷锋精神的

“三八”雷锋班，带领农民创业致富的好
支书刘培常，做良心食品的企业家冯全
中……在带有主人公大幅彩色照片和事
迹简介的展示栏前，经常有人驻足观看
拍照，还有人轻声讲给身边的小孩听。

在邓州市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清晰地规划了城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全
景邓州，水美古城。

优化空间布局。进一步调整优化城市
空间布局，增强城市发展能级。高起点规
划建设“邓州新区”“高铁片区”“邓西湖生态
区”，立足“120平方公里、100万人”目标，
逐步拓展空间、完善功能，为区域中心城市
建设提供强大支撑、注入强大功能。按照

“大景区”理念，规划建设“三线三区”，通过
迎宾大道快速线、回字形城河河岸线、邓习
线，把高铁片区、古城片区、农业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园区串联起来，打造“微笑曲线”，推
动邓州向“全域美”拓展，建设全景邓州。

建设水美古城。突出“一城绿色半
城水”的水城特色，建设内外相连、水城
共融、组团紧凑的生态宜居水城。全面
加快古城修复步伐，保护好历史城区、历
史街区和历史建筑，让文化底蕴深厚的
邓州古城绽放出绚丽风采。完成回字形
城河河岸线规划和融资工作，力争年内
启动拆迁。沿水脉绘绿脉，在重要节点

上打造绿核，按照居民出行“500米或 15
分钟入园”的标准，谋划新建 20个左右
的绿地广场、口袋公园，建点、连线、成
面，完善配套设施，增强水系的舒适性和
市民的水感受，早日把回字形城河建设
成为邓州人民休闲娱乐健身的水绿空
间、以水绿为基底的历史人文廊道。

邓州历史文化悠久，现存古城为明
初孔显创建，其回字形双城双河在中国
县级市中独具特色。“华灯初上，霓虹闪
烁，泛舟在护城河上游览，这就是邓州的

‘秦淮河’！”在一次会议上，邓州市委书
记金浩充满诗意地为大家描绘着修复后
的古城风貌，赢得阵阵掌声。

风正潮平，自当扬帆起航；任重道
远，更需策马扬鞭。善抓机遇，干字当
头，邓州市新时代丹江口库区区域性中
心城市的美好愿景，一定会变成色彩斑
斓的绚丽画卷！

宜居邓州
“家乡越来越美了，退休之后，我就回

老家定居！”

1

位于湍北新区的邓州市“四馆一中心”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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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邓州
“雷锋精神，已经深入血液，在身体里

流淌、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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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邓州
“邓州在哪儿/找到《岳阳楼记》诞生的

地方/就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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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邓州
“立足中心城市定位，推动城市能级

加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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