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要闻│062021年 10月 11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王歌 李筱晗 美编 周鸿斌

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学学党史党史 悟悟思想思想 办办实事实事 开开新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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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在南阳，乡野山丘之间随处
可以闻到野艾草散发的悠悠香
味，让人心旷神怡；而在南阳市卧
龙区七里园乡达士营村，这些艾
草则被加工生产成艾制品，而后
走进千家万户。

10 月 4 日，走进位于独山脚
下的达士营村，村里大大小小坐
落着几十家艾草种植、加工企业，
其中年产值突破千万元的企业就
有 7家，仅艾草产业一项，全村年
产值便突破 2亿元，为 1000多名
农民提供了工作岗位，彰显了“小
艾草”的独特魅力。

药益宝公司董事长查洪付是
达士营村人。他和妻子李红文发
现南方人湿气重，喜欢做艾灸，但
用的都是南阳的艾，他们便回乡
创业，创办了药益宝公司。医圣
故里、天然药库的底蕴，区、乡脱
贫攻坚的好政策扶持，产学研扶
持艾产业的良好氛围，推动企业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经过十多年
的发展，不仅自己富起来了，还带
动乡亲们一同致了富。”查洪付
说。

在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
正低着头熟练地进行艾条（柱）的
包装。“我们是计件工资，手头快
勤快点就能多挣一些。现在我和
丈夫都在厂里干活儿，我俩人每
月有 1万多元的收入。”43岁的村
民王洪丽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
意。

小小的艾草，承载着幸福健康
的希望，也成为达士营村群众的致
富草。如今，艾草产业已成为当地
的特色产业，到此选购艾草产品的
客商一拨儿接一拨儿。③8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秋日的南阳到处都是和谐丰收的画
面。漫步南阳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
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黄澄澄的玉米堆满院子，通红的辣椒
挂满枝头，刚薅回来的花生还带着泥土的
清香。方城的黄金梨、西峡的猕猴桃刚从
树上摘下来就被抢购一空。

秋色斑斓瓜果香，产业兴旺乡村美。

南阳市坚持“发挥优势、培育特色”，在保
证粮食安全的同时，重点培育了花、果、
药、菌、茶“五特经济”。今年上半年，该
市花卉种植面积保持在 56 万亩，水果种
植面积达到 59.68 万亩，中药材种植面积
稳定在 190 万亩左右，新接种香菇 4.2 亿
袋，蔬菜及食用菌产量 506.9 万吨。

“俺家的粉条是纯手工制作，蛋白质丰
富，淀粉含量高，关键是不含任何添加剂，
好吃又健康。”近日，南阳市卧龙区潦河镇
的李付强通过网络销售自家的粉条。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南阳市农业电
子 商 务 交 易 额 103.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7.4%，其中农产品销售额 95.7亿元，同比
增长 29.7%。南阳特色农产品插上网络的
翅膀，飞入千家万户，也为本地群众带来
了丰厚的收益。③8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栀子
本报通讯员 刘禾

“别的地方都是姑娘要往城里
嫁，我们这儿城里姑娘来了都不想
走。”10月 4日，记者来到西峡县太
平镇东坪村，村庄中错落分布的民
居白墙黛瓦，在青山和云雾的掩映
下，如梦如幻。村民尹小可骄傲地
说道：“你看我们这里咋样？是不是
来了不想走？”

尹小可是东坪村最早开办农家
乐的村民之一，最初只有自家的六
间瓦房当客房，一年顶多能挣两三
千元。在村集体的扶持和引导下，
2009年，尹小可盖起一座有19间客
房的农家宾馆，如今一年能收入 30
多万元。尹小可告诉记者：“我这里
以农家菜为主，馒头是自己蒸的，比
较干净卫生，来的大都是回头客，有
些客人一住就能住上三四个月。”

为什么来了东坪不想走？除了
有背靠老界岭的天然区位优势外，
生态宜居是东坪村另一张闪亮的名
片。

“你看我家门前这柏油路，路下
边铺设的雨污分流管道，还有庭院
的改造、绿化，都是村里统一规划
的。我们群众能发家致富，离不开
优质的生活环境和完善的基础设
施。”尹小可说。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东坪村坚
持退耕还林、绿化造林，把生态保护
放在第一位；开展“五水共治”“厕所
革命”等工作，完善污水处理设施，
进一步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环境品
质；围绕森林特色小镇培育建设和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栽植各类
绿化苗木和花卉，打造“三步一景、
五步成影、十步入画”的“一河两岸”
乡村旅游景观长廊。

现如今，东坪村美景如画、生态
宜居。全村 235 户村民，经营农家
乐的占一半，年接待游客 50余万人
次，年人均收入4万多元。

景美、人富、精气足，这
样的美丽乡村，去了真的不
想走……③8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10月 4日，夜幕渐渐降临。在
桐柏县新集乡磨沟村，灯光初上，水
幕电影启动，游客们远离城市的喧
嚣，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度过惬意的
夜晚，品红色文化、尝农家美食、购
生态农产品……大山深处的磨沟村
被映衬得更加繁荣美丽。

小山村夜间出现如此高人气，
是因为村里最近新开发了水上乐
园、“北极光”灯光秀、水幕电影等夜
晚农游项目。据统计，自夜晚农游
项目启动以来，日均接待游客 500
多人次、带动经济收入3万余元，在
聚人气、激活夜经济的同时，推动了
本地旅游经济再上新台阶。

近年来，新集乡以乡村振兴为
抓手，以磨沟村为示范点，坚持“红
色为魂、绿色为基、生态优先、点面
结合”的发展原则，建成了全国首家
村级长征红色文化展览馆——红军
长征转战南阳展览馆，以红色文化
为引领，坚持文旅融合、“红绿”融合
发展，大力发展特色乡村旅游。特
别是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集
乡在磨沟村建成全县首家村级党史
馆，进一步丰富红色文化内涵，先后
接待全国各地前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体验红色文化的企事业单位和
社会团体220余场次7000余人次，
以及个人游客5万余人。

在红色文化引领下，新集乡乡
村旅游产业飞速发展，“绿水青山”
转化为“金山银山”逐渐成为现实，
磨沟村在乡村旅游发展新路上不断
绽放新光彩。③8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曾倩
本报通讯员 王中献

赏田园风光、忆乡风乡愁、观
高效农业、品绿色美味……一幅
农业农村现代化图景正在邓十线
乡村画廊徐徐铺展开来。

“走，郊游去！”10 月 3 日，陈
芳华带着家人来到位于邓州市的
盛达智慧农业示范园，“沿邓十线
乡村画廊观光旅游，到了园区可
以采摘各种水果，体验农趣，还可
以带孩子做做亲子游戏。”

“平时游客每天六七百人，高
峰期一天能有 8000 人。”盛达智
慧农业示范园经理胡建立告诉记
者，整个园区占地面积 5000 亩，
集乡村振兴文化教育培训、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立体高效农业生
产、休闲观光旅游等功能于一体，
通过产业联动、产业集聚、技术渗
透、体制创新等方式，把农业生
产、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餐饮休闲
以及其他服务业有机整合在一
起，实现农业产业链延伸、产业范
围扩展和农民增收。

一系列先进科学技术正帮助
农民实现着从“望天收”到种“智
慧地”的转变。群众更是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

家住邓州市张村镇赵楼村的
朱文华在园区里做保洁工作，每
年有 3万多元收入。家里土地流
转给园区，丈夫和儿子在北京打
工，她在园区里务工的同时，还可
以照顾家里的老人。

盛达智慧农业示范园是邓州
市三产融合发展试验区蓬勃发展
的一个缩影。2020 年 7月，该园
成功入围第二批国家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名单。

围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该市三产融合发展试验区充分利
用土地、水利、自然环境等资源，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相互促
进，形成叠加效应。

“我们把更多资源向‘三农’
投入，让更多要素向乡村集聚，以
科技现代化助推邓州农村‘三产
融合’发展，为助力乡村振兴夯实
基础。”邓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③8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10 月 3日，秋高气爽，南召
县五朵山九龙湖畔一字排开的
民宿，个个造型独特、颜色各异，
美不胜收。

走进屋内，看到宽敞舒适的
大床、时尚的家具，一身的疲惫
瞬间烟消云散。静静坐下来，沏
一杯咖啡，凭窗远眺，是满山葱
茏和峰尖云朵，近处则是碧波荡
漾，鱼翔浅底。

“如诗如画的环境、有个性
的房间，一家人都特别喜欢，一
点都不输星级宾馆。”一位慕名
而来的游客表示，住民宿，图的
就是清净与舒适。

近年来，五朵山依据自己的
品牌和特色优势，打造文旅全产
业链，致力于创建省级旅游度假
区。南阳市五朵山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亚洲介绍，为早
日实现创建目标，公司一方面加
大对现有五朵山景区及周边的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另一方
面，以民宿建设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不断提高景区品质。目前，
景区共投资 2400万元建成聚云
谷野奢帐篷、云上伴山民宿、九
龙湖蓼花汀精品民宿 45 套，下
一步计划投资1500万元建设29
套九龙湖半岛民宿。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
五朵山景区依托文旅产业带动
功能，以“公司+支部+合作社”
为路径，实现景区、集体经济、村
民三方共赢。目前，五朵山景区
涉及的 8 个行政村都已经行动
起来，流转民宿用地 300 多亩。
第一批 200座民宿已经建成 62
座，第二批 300座民宿已经列入
规划。

王亚洲说，发展民宿经济、
促进乡村振兴，带动的就是村
民，让他们变成集房东、股东、
产业工人于一体的新型农民，
真正享受到乡村振兴的政策红
利。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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