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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牛新印主持选

育的7个小麦新品种，已累计

在黄淮流域推广种植达500

万亩，累计增产 1.5亿公斤，

让农民直接增收3.3亿元。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通
讯员 康帆）5月 9日，记者从南水北调
中线建管局获悉，当天上午，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陶岔渠首的入渠流量每秒达
420立方米，这是中线工程首次以设计
最大流量进行输水，以这个流量5秒钟
即可注满1个标准游泳池。

据相关专家介绍，中线工程在第
6 个调水年度就达到加大流量每秒
420 立方米的输水设计目标，是对工
程输水能力的一次重大检验，是工程
质量稳定可靠和效益充分发挥的重
要标志。

今年入春以来，丹江口水库来水
情况较好，随着汛期来临，迫切需要
腾库迎汛。为持续开展丹江口水库

洪水资源化利用，推进生态补水常态
化创造了条件，水利部决定实施中线
工程加大流量输水工作。从 4 月 29
日开始，逐步调增陶岔渠首输水流
量，加大流量输水过程预计持续到 6
月中旬。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干 线 工 程 全 长
1432公里，交叉建筑物 2385座，运行
管 理 任 务 十 分 艰 巨 。 中 线 工 程 自
2014 年 12月 12日建成通水以来，经
受住了设计标准流量每秒 350立方米
的检验，以及汛期和冰期输水的考验，
运行状况良好。截至5月 9日，中线工
程累计向河南、河北、天津、北京平稳
输水 290亿立方米，成为沿线 24座城
市供水的生命线。③4

□新华社记者 李钧德 韩朝阳

超半数村庄位于太行山区，空心
化现象突出；全市仅1/4的行政村有集
体经济，产业发展滞后；部分村庄村干
部队伍老化。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南
林州在乡村振兴中曾面临“缺人、缺
钱、缺出路”的尴尬。近年来，林州激
活人才“引擎”、打好经济“算盘”、完善
治理机制，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激活人才“引擎”有人
办事解难题

林州以村级组织换届为契机，将
一批新生力量充实到村“两委”班子，
仅 2018 年换届就有 199 位“新兵”当
选村支书。此外，林州还建立“乡土人
才库”，“请老乡、回家乡、建故乡、美家
乡”，并聘请 512 名企业家、专业技术
人员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

打好经济“算盘”有钱
办事促发展

林州根据村庄区位、资源特点，通

过强弱联合、弱弱联合的方式，鼓励抱
团发展，形成独特的“联建经济”。目
前，林州每个村有两种以上集体经济
增收模式，2017年底 542个村全部有
了集体收入，2018年底所有村庄集体
收入超 5万元，其中 370个村超 10万
元，为乡村治理注入经济动能。

完善治理机制 能办好
事有保障

破解缺人缺钱难题，完善乡村治
理机制，林州正以“乡村振兴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的劲头，不断创新和
完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为乡村振兴
提供制度保障。

（据新华社郑州5月11日电）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首次以设计最大流量输水

5秒可注满1个标准游泳池

有人办事 有钱办事 能办好事
——河南林州乡村振兴观察

□人民日报评论员

用汉语拼音书写“谢谢，我爱你中国”；噙着泪水感

叹“中国人，真朋友”；在阳台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引来

社区越来越多人加入，形成气势如虹的合奏……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危难时刻的真诚援助，让外国民

众由衷感动。世界各地上演一幕幕感人场景，回应着中

国政府和人民的深情厚谊，激发着全球携手抗疫的坚定

信念。

疫情没有国界，人间自有真情。“中方秉持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愿同各国分享防控有益做法，开展药物和

疫苗联合研发，并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

的援助。”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

炎特别峰会上的重要讲话，既是真诚的宣言，更是有力

的行动。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刻，“中国邮包”火速派

发，“中国专家”陆续出征，“中国经验”倾囊相授……对

外抗疫援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最集中、涉及

范围最广的一次紧急人道主义行动。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

中国抗击疫情最困难的时候，国际社会所给予的支持

和帮助。江苏无锡新吴区当初收到友好城市日本丰川

市捐赠的 4500 只口罩，在得知友城物资告急后，迅速组

织返捐 5 万只口罩；意大利当初赠送中国 4 万只口罩，

中国回赠达数百万只；俄罗斯曾送来 200 万只口罩，此

后通过各种渠道收到 1.5 亿只来自中国的口罩；美国社

会各界人士曾纷纷向中国抗疫伸出援手，现在中国已

经累计向美国提供口罩超过 66 亿只……统计显示，中

国已经或正在向 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急需的

医疗物资援助，并积极为各国在华进行商业采购提供

便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中华民族赓续千载的

优良传统，也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里的道德基因。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真诚尊重每一个生命、全力拯

救每一个病患，保护好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离不开人道主义精神，打赢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同

样离不开人道主义精神。疫情发生以来，向多个国家

派遣抗疫医疗队、建立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举行数

十场专家视频会议、提供大量抗疫物资援助……中国

在继续做好国内疫情防控的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援助，这是出于守望相助、同舟

共济的价值理念，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与爱心。

正因如此，中国从不会在朋友有难时袖手旁观、避而远

之，更不会在伸出援手时夹杂私利、附加条件。这样的

努力值得尊重，这样的付出已被历史铭记。

“我们是同海之浪，同树之叶，同园之花”。正如中

国对外提供的援助物资上写的这句意大利名言，人类只

有一个地球家园，各国共处“地球村”。这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警示世人，面对人类共同的敌人，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当前，抗击

疫情早已不是一国一城的事情，而是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之战、维护人类健康

福祉之战、维护世界发展繁荣之战。中国的对外抗疫援助，是秉持初心而不是收

买人心，是计天下利而不是谋私利，这是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坚持正确义利观的自

觉行动，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责任担当。

在全球疫情大考面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孤军作战，没有任何地方能成世

外桃源。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不是政治性的宣示，而是每天发

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只有每个国家都有效控制疫情，全球才有公共安全可

言。正因如此，中国尽己所能帮助他人，愿望是真诚的，行动是自觉的。正因

如此，中国将始终同各国安危与共、风雨同舟，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积极贡献

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各方携手同心，才能实现

战疫完胜。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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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青蒿资源的重要来源
国。之前，国内一直没有真正意义
上的青蒿栽培品种，人工栽培的青
蒿种子主要来源于野生资源，但野
生青蒿的有效成分含量普遍较低。

近几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
研究所梁剑平教授团队通过重离
子辐照育种的方式，陆续培育出

“科蒿一号”“科蒿二号”和“科蒿三
号”青蒿新品系，通过了河南省中
药 材 新 品 种 鉴 定 ，并 配 套 建 成

5000 亩 中 药 材 标 准 化 种 植 示 范
园。

梁剑平说，青蒿新品种性状稳
定，最高亩产可达 220 公斤以上。

“通过种源优化，在河南繁育发展的
青蒿，产量和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抗
逆性更强。”

在禹州市张得镇二郎庙村，绿
油油的青蒿苗旺盛浓密，5月中旬即
可往大田里移栽，8月底收获。“青蒿
耐瘠薄、抗干旱，好管理，只有3个月

左右生长期，一季下来每亩收入
2000 多元。”禹州市隆盛中药材种
植合作社负责人李海亮种植青蒿三
年多，带动当地 300 多农户发展青
蒿种植。

在科技和龙头企业带动下，目
前我省禹州市、西平县、伊川县、新
县等地，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
形式，与农户签订青蒿种植合同，不
断扩大种植面积，小小青蒿正迎来
广阔的发展前景。③4

小青蒿大作用1
青蒿具有清热解暑、除蒸、截疟

之功效，在我国已有 2000多年的药
用历史。

疟疾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
命安全的重大传染病，世界卫生组
织曾把疟疾与艾滋病、结核一起列
为全球三大公共卫生问题。20世纪
70年代，屠呦呦团队研究治疗疟疾
的药物时，从青蒿中提取出一种无

色结晶，后将其命名为青蒿素。目
前，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是治疗疟疾
最有效的药物，青蒿素联合疗法每
年治疗病例一亿以上，有效降低了
全球疟疾的发生率和死亡率，挽救
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近几年的研究表明，青蒿素有
助于提升人体免疫力，在抗红斑狼
疮、抗肿瘤等方面也有显著效果。

此外，基于青蒿开发的高端洗护用
品、各类动物保健用品以及植保产
品也在不断出现。

“青蒿在我省分布比较广泛，质
量上乘。”省中药材中心主任陈彦亮
说，我省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
造就了青蒿的优良品质，青蒿素含量
达到 1.6%—2.0%，市场前景广阔。
目前，全省栽培面积正逐步扩大。

2015 年 3月，禹州市天源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转型进军青蒿产业，
已形成涵盖种植、提取到产品开发
的完整体系。

5月9日，记者在该公司看到，青
蒿经过“浸提—浓缩—萃取—结晶—
重结晶—产品”的工艺，提取出的青蒿
素晶莹剔透，外形上类似食用味精。

“公司投资 12亿元建成青蒿素

提取生产线，依托我省和周边省份
药材资源优势，可年产青蒿素 60余
吨，提取能力在同行业中位居全国
第一。”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发展青蒿素产业，不仅仅在禹
州，国内青蒿素衍生物最大生产厂家
也落户舞阳县。“我们公司生产的青
蒿素系列产品本芴醇与蒿甲醚的配
伍用药，已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抗疟

基本药物目录，主要出口非洲和印
度、巴基斯坦等国家。”舞阳威森生物
医药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梅介绍。

作为国家青蒿素科技联盟第一
届理事会理事，张梅已有 15年青蒿
素产业深耕和国际市场开拓的经
历，在舞阳建立了省级天然药物研
究中心，致力走出一条青蒿素产业
化、规模化之路。

小青蒿大未来3

小青蒿大产业2

小青蒿的大前景
——疫情防控之下看药材⑦

说起青蒿，就一

定要提屠呦呦。她成

功从青蒿中提取到青

蒿素，有效降低了疟

疾患者的死亡率，因

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

植物名叫黄花蒿

的青蒿，最近出现于新

冠肺炎诊疗方案第七

版中，再次引起大家的

关注。小小青蒿，在我

省不仅种植历史悠久，

而且逐步形成了青蒿

大产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红涛刘红涛

□本报记者 赵同增

初夏时节，麦穗日渐饱满，孕育着
丰收的希望。

5月11日中午，在新乡县翟坡镇常
兴铺村南地，被当地群众称为“老牛”的
牛新印，正俯身观察小麦长势。老牛说，
正值小麦灌浆期，也是小麦病害高发期，
他要抓紧挑出性状最好的一批植株。

满脚的泥土，黑红的脸膛，粗壮的
臂膀……51岁的老牛，看上去和普通农
民并无二样，可实际上是一名“高产”的
农民育种家。

几天前，2020年河南省主要农作
物审定品种等信息公示结束，老牛培育

的小麦新品种“联邦 2号”通过审定。
2005年以来，他累计培育出1个国审小
麦品种、6个省审小麦品种，还育出1个
马铃薯省审品种。算下来，平均不到两
年，老牛就有1个作物新品种问世。

从农民到育种家的背后，是老牛32
年如一日对麦田的深情耕耘。

1988年，仅有初中学历的牛新印
来到新乡县，成了原种场一名不起眼的

“临时工”，给在此育种的省科学院的小
麦专家打下手。他言语不多，干活卖
力，对技术人员提出的标准从不打折
扣，凭着一股憨劲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同事们都愿意跟我搭班干活，专
家们主动手把手传授我育种方法。”老
牛说，他不懂就问，还专程到信阳农专
学习进修，学会了把不同种质资源杂交
组合的原理、知识，掌握了小麦育种的
方法技巧，在专家的鼓励下也渐渐开始
尝试选育小麦新品种。

万事不怕难，只要肯钻研。牛新印
如老牛般踏实勤恳，一年年在麦田里埋

头苦干，2005年终于育出了新乡县第
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麦新品种

“新原958”。十多年来，他主持选育的
7个小麦新品种，已累计在黄淮流域推
广种植达500万亩，累计增产1.5亿公
斤，让农民直接增收3.3亿元。

“可别叫我育种家，我还是个农
民。”被评为中级农艺师，研究成果一个
接一个，老牛仍然像一头老牛一样憨厚
朴实。疫情防控期间，老牛在家里利用
网络平台，向广大农民义务传授小麦管
理技术，受益群众达2万余人。老牛说，
他要继续深耕麦田，争取育出更多更好
的小麦新品种。

老牛，真牛！③6

深耕麦田一“老牛”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通讯员 艾向
华）5月11日，在叶县常村镇大毛庄
村的芍药种植基地内，村民们正在除
草。放眼望去，近百亩芍药竞相绽
放，洁白的花朵层层叠叠，煞是好看。

“不仅看着好看，药用价值也大，
中药材白芍就是用芍药的根部制
成。”大毛庄村村委会主任魏要榜介
绍，芍药种植需四年，成熟后每亩能
收益一万元左右。

叶县浅山丘陵面积较多，适宜耐
旱耐贫瘠的中药材生长，自古就有种
植中药材的传统。近年来，该县大力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鼓励引导群众通
过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种植中药
材，拓宽增收渠道。

“全县中药材以艾草、白芍、丹参

为主，其中，尤以艾草为特色，种植面
积达2万多亩，产值约4180万元。”
叶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兰世庆介绍，县
财政还每年拿出专项资金鼓励、扶持
中药材种植。

大毛庄村东北方向20公里，便
是任店镇前营村的蒲公英种植基地，
一朵朵雪白的“小绒球”随风摇摆。
眼下正是蒲公英种子收获的季节，村
民李鲁军正在地里采摘种子。

“蒲公英可食用、可药用，种子和
叶子都能收割，每年采摘四茬，三年
后收根，种植效益可观。”李鲁军流转
了100余亩土地种植蒲公英，年收入
可达30余万元。

从小面积试种到集中连片推广，
从单一的大户种植到合作社、村集体
等多种经营主体种植……中药材种

植模式的改变，让越来越
多的老百姓从中受益。

常村镇月台村集体流转
2100亩土地种植艾草，村民可
以土地入股，还能到村集体引进
的艾草深加工企业务工。今年艾
草身价“大涨”，月台村每亩地保守
收益4000元，除去地租、股民分红
等，村集体收入可突破100万元。“我
流转出去5亩地，每年拿5000元租
金，在企业加工艾条，一个月又能挣
2000多元。”村民孟果乐呵呵地说。

种下中药材，开出致富“金药
方”。目前，叶县种植中草药 30余
种，面积达3.2万亩。“我们将继续推
进中药材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助
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兰世庆
说。③9

叶县种植中草药30余种，面积达3.2万亩

种下中药材 开出“金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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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叶县
任 店 镇 任 一 村
300 余 亩 中 药 材
瓜蒌成熟，村民们喜获
丰收。⑨3 李亚奇 摄

▶5月 11日，叶县任店镇
任四村，村民们正在对艾草进
行田间管理。⑨3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摄

5 月 10 日，
沐浴在金色阳光
下的黄河沿岸生
机勃勃，绿树在
初夏绽放着激情
四射的光芒。这
景色被出游的人
们看在眼里，愉悦
在心。⑨3 本报
记者 陈更生 摄

大田里种植的青蒿大田里种植的青蒿
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