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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 ●● ●●

恰逢其时，当不负韶华。

去年以来，南阳市宛城区围绕南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实现中心城区“起高峰”的奋斗目标，在知重前行、砥砺奋进的全新赛道奔跑冲刺，不断以“加速

度”助推社会经济跨越发展。

作为南阳中心城区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医圣祠文化园建设加快推进，南阳新机场、白河中心港等一批重大项目落户宛城，宛城已经成为“中心”的中心、

“枢纽”的枢纽，这势必带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壮大发展。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宛城区是医圣祠所在地、仲景文化汇聚地，深入挖掘仲景文化内涵，叫响仲景文化品牌，是宛城的使命担当，也是重大历史机遇。

当前，宛城全区上下感恩奋进、团结一心，不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中医药产业壮大发展，让仲景文化的“软实力”成为中心“隆起”的“硬支撑”，进一步推

动宛城扩大开放、跨越崛起，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贡献宛城力量。

南阳宛城区：医圣故里焕新彩

新鲜的艾叶经过晾晒、捣杵、去杂、烘
焙等一系列工序，便制成了黄灿灿的艾
绒。在位于南阳市宛城区红泥湾镇的承善
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数十
名工人正在用制作好的艾绒生产艾灸贴，
工人王芳则在给制作好的产品包装上贴上
数字条码。这个看似不相干的工序却有着
大意义。“这个条码就是工人的工号，如果
哪个产品不合格，根据条码就可以找到相
关的生产工人。”王芳说。

专业决定质量，质量决定品质。宛城
区依托南阳优越的地理优势、深厚的中医
底蕴、优质的艾草资源，以传承医圣中医文
化为基础，以“宛艾”为载体，响应国家发展
大健康事业的趋势，建立健全以艾草种植、
生产加工、装备制造、灸疗服务、文旅康养、
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为一体的艾草全产业
链体系，不断打响“宛艾”产业名片，让“世

界艾乡”的品牌越来越响。
2021 年 5月 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南阳，
先后视察了医圣祠、南阳月季博览园和南
阳艾草生产企业。习近平总书记在艾草企
业，察看了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并同企业
经营者和员工亲切交流。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艾草是宝贵的中药材，发展艾草制品，
既能就地取材，又能就近解决就业。我们
一方面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
也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把就业岗位和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

“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和指导给我们
指明了方向，下了定心丸，让我们对企业发
展更有信心。一年多来，宛艾的知名度不
断提升，外地客商来考察洽谈的络绎不绝，
我们企业的订单也是源源不断，年产值比
往年多很多。”谈起一年来的变化，承善堂

负责人滔滔不绝地说道。
在宛城区，像承善堂这样的艾草企业

已达 100多家，研发生产的产品包含了艾
柱、艾条、艾灸贴、艾草牙膏、艾草香皂、艾
草精油、艾草洗发水等 400多种系列产品，
其中艾草装备制造企业就有 20多家，全国
艾草机械装备 90%出自宛城，艾草装备市
场未来可期。

“我们利用现有建设用地资源，高标准
规划艾草加工园区、仓储区、物流区、艾草产
品交易市场，采取兼并、挂靠、合股、合作等
不同方式，把分散的企业组织起来，形成联
合有紧有疏抱团发展的产业联盟。联盟对
外以‘宛艾’名义统一拓展市场，统一品牌使
用、统一营销策划，以‘连锁＋加盟＋互联
网＋金融资本’为主要工具搭建全国产品零
售代理商加盟等平台服务企业生产，对内信
息共享、品牌共享，以生产管理、质量评定、
制定规则等方式规范企业行为、制定政策、
扶持培育龙头企业。”宛城区农业科技专家
陈增喜介绍，“下一步，我们计划发展到200
家加工企业，年产值达到20亿元，艾草产品
的销售充分利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扩大销
售渠道，年销售额将达到10亿元。”

目前，宛城区艾草种植面积达到4万多
亩，加工艾草产品的注册企业 105家，从事
艾草制品销售电商商户 6500家，艾制品年
出货量5万多吨，年出货量占全国市场份额
80%，年产值占全国的25%，覆盖全国80%
的艾制品市场，开发出5大系列、3800多个
品种的艾制品，艾草产业从业人员 2万余
人，经济效益日益凸显。

（孟向东 司马连竹 吴双 史源远）

温凉河与汉城河交汇的水岸西畔，坐落
在南阳市宛城区仲景路上的医圣祠，作为全
国唯一的张仲景墓祠纪念地，享有中医祖庭
之誉。

5月 12日，笔者来到医圣祠，从门前拾
级而上，穿过巍然耸立的汉风子母阙，一路
行至主殿前，有着 460 多年树龄的凌霄花
状若凤凰、展翅欲飞。更有苍柏、翠竹和药
草分布其间，古朴的楼阁亭台与碑刻、匾
额、楹联相映衬，一道构成仲景文化的“根
魂神韵”。

医圣祠坐北朝南，以红墙相围。墙外，
医圣祠文化园建设正酣。

在以医圣祠为依托的一期项目区域，汉
代风格的主体建筑——张仲景博物馆已经封
顶，形成了风格一致的“祠、墓、馆”新中轴线。

不远的将来，恢复医圣祠历史盛景后的
文化园，将更好地传承仲景文化的历史记
忆，并打造更富有人文内涵的中医药文旅项
目建设，为全力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南阳
增添一座世界级文化地标。

不负嘱托
打造中医药文化高地

仲景先师，泽被后世。以纪念张仲景而
建的医圣祠，曾在明清时期位居古宛城“核
心地段”，不但占地广，且在历史上留下诸多
特色景观的记载，至今仍是南阳中心城区两
大文化地标之一。

医圣祠里，平均每天有上千名游客前来
参观拜谒。每年正月十八张仲景诞辰纪念
日能迎来5万多人。

立足文化传承，打造全球中医圣地。作
为南阳中医药强市战略“两地一都”的支撑
性项目，建设医圣祠文化园是万众期盼、民
心所向。

医圣祠文化园建设启动后，被纳入省、
市重点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把项目纳
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
五”重点项目规划——中医药文化弘扬工
程中予以重点支持。去年 7 月，新一届市
委、市政府发出高质量、高规格建设医圣祠
文化园的动员令，市、区两级成立主要领导
挂帅的项目建设领导小组，按下了工程建
设的“加速键”。

宛城区作为医圣祠文化园项目所在地，
承担着高质高效建设工程的重大责任。该
区邀请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庄惟
敏、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吕周等国内顶尖
专家组成团队，对文化园规划设计进行全面
优化提升。

张仲景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刘海燕告诉
笔者，医圣祠文化园将聚焦“仲景、中医、文
化”主题，打造传承仲景大爱精神、弘扬中医
文化、引领中医药产业发展的龙头项目，凸
显医圣祠的唯一性和在中华文明谱系中的
坐标价值，将成为南阳打造全国中医药文化
高地的人文新地标。

“医圣祠到了明清两代，经过了从民间
到官方的修葺，形成了较大的祭祀规模，香火
旺盛。到了民国建立前，医圣祠已经有祭田
600亩，达到南阳民间祭祀的顶峰。”刘海燕

说，提升后的医圣祠文化园规划方案充分尊
重历史传承，将恢复史志中“三亭三拜、十八
景致、天医九星、鹿鹤同春”的空间结构，不仅
在建筑风貌上响应“地标”建筑的要求，更是
在细节上还原明清医圣祠的文化记忆。

隆起“高地”
引领中医药文贸服务

5月 12日，高 51米、空间总面积达 3万
平方米的医圣祠文化园主体建筑——张仲
景博物馆顺利封顶，呈现在世人面前。

“博物馆顺利封顶标志着工程建设实现
了重大进展。”医圣祠文化园项目总工程师
董鹏说，现在，他们加班加点建设坐堂行医
馆、纪念碑亭、连廊等中轴线主体建筑，“每
天有 1100人次轮班施工、60余台机械昼夜
不停。”

医圣祠文化园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杨涛介绍，按照优化提升后的建设规
划，医圣祠文化园项目总投资约50亿元，总
面积约689亩。根据功能布局，园区划分为
两大部分，一区“文化传承区”为核心区，占
地 432亩，二区为“产业发展区”，目标是建
成独具一格的全国性、世界级中医药文旅综
合体。

其中，“文化传承区”着重打造医圣祠人
文景区，将兴建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医圣馆、
仲景书院、中医药（科普）体验馆、仲景国医
馆、中医抗疫馆、中药标本馆、坐堂行医馆、
朝圣广场、医圣山、医圣廊桥，恢复中轴线、
医圣祠历史十八大景观等，与医圣祠形成完
整的医圣文化传承脉络。

“产业发展区”主要功能有中医药服务
贸易、产业孵化、药企总部研发、文旅和文创
融合、会议会展、医疗康养、艾产品交易、配
套服务等。

医圣祠文化园项目是南阳市重抓重推
的民生项目。“项目建设充分体现了南阳市
委、市政府全面振兴中医药事业的坚定决
心。医圣文化园建成后，集馆、院、祠于一
体，融文保展览、商贸观光、诊疗康养、科研
创新等功能于一园，将真正成为中医药文化
传承创新的高地。”宛城区委书记袁钢表示，
医圣祠文化园项目是全区重点项目的重中
之重，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他们按照市委市
政府部署要求，再次提高规划设计标准，突
出“祠、馆、院”重点特色，全力保障工程进展
节点。

此外，依托仲景文化和医圣品牌，宛城正
谋划实施“医圣药膳”“祭拜大典”和医疗康养、
文旅文创等一系列中医药文化服务项目。

杨涛告诉笔者，按照节点进度，今年年
底，医圣祠文化园一期项目全部主体建筑将
封顶，到 2023年 5月中旬实现开园，适时启
动二期项目建设，力争明年年底开园运营。

一树凌霄又繁花，汉风古韵承辉煌。
在医圣故里南阳，中医药文化的传承脉

络越发清晰，打造“全球中医圣地”目标的信
心越发坚定。以千古名胜医圣祠为核心，仲
景的根与魂、人与脉在此汇聚，古老的宛城
大地将隆起仲景文化、中医药产业相融合的
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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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响特色康养品牌 打造中医药的“诗和远方”
药香扑鼻的仲景经方养生药浴、随时

可供饮用的中医养生茶、古色古香的中药
讲堂室……走进“南阳市康养旅游基地”之
一的龙湾温泉旅游度假区，游客很容易被
这里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中医元素吸引。

在中医祖庭医圣祠所在地，中医药文
明的重要发祥地——南阳宛城区，随着仲
景文化的广为熟知，中医康养项目受到的
关注愈发广泛。龙湾温泉度假有限公司负
责人张保林介绍，近两年，已有近 1.7万人
次的市外旅客慕名而来，到此体验中医康
养项目，其独有的仲景配方养生汤料温泉
使其成为市民温泉理疗的理想场所。

龙湾温泉旅游度假区的良好发展是南
阳市宛城区强力推动中医康养产业的缩
影。得医圣精神风尚，激活资源禀赋。近
年来，当地依托仲景文化优势，加快文旅产
业融合发展，成为发展中医药康养健康发
展的一剂“良方”。

温肾补阳汤、健脾暖胃汤、温经活络
汤、舒筋壮骨汤……在龙湾温泉的仲景经
方养生汤泉区域，每个汤池都有自己独特
的名称，也有其独特的功效，游客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不同的汤池，以达到康
养的目的。因其多样化的选择和良好的舒
适感，备受游客青睐。

“说到经方养生汤泉，其实与中医中药浴
有异曲同工之处，是传统中医外治疗法的精
髓，它是用药液浸泡身体的某些部位或全身，
利用药疗、水疗、热疗对皮肤、经络、穴位的刺
激和药物的透皮吸收，达到治疗疾病养生保
健的目的。”龙湾温泉研学部主任张朋介绍。

“将中医药文化，特别是南阳当地的仲
景文化和康养产业相结合，一直是我们打
造的重点。紧紧围绕以‘康’为主题，‘养’
为特色，‘游’为纽带，结合南阳仲景文化特
色，我们打造了打造出独有的仲景金方汤
泉系列产品。”张保林表示。

以仲景文化为核心，推动康养产业多元
化发展。在宛城区，除了养生药浴，同样受人
关注的，还有药膳产业的发展。很多来此游玩
的客人都会选择品尝独具特色的养生药膳。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医学一直十分重

视饮食调养与健康长寿的辨证关系。“所食
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
益体，害则成疾。”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所
著《伤寒杂病论》中已不乏以食疗药膳祛病
强身的相关内容。

千百年后，由张仲景所创，被历代医者
奉为经典的“祛寒娇耳汤”早已化身日常美
食，成了人们最常见、最爱吃的饺子。在南
阳当地，黄花苗炖排骨、生姜羊肉汤等不少
药膳食材经过不断改良，走上餐桌，成为人
们心中的美味补品。

“药膳既能充分发挥中药效能的美味
佳肴，又能满足人们‘厌于药喜于食’的天
性。我们结合南阳各区现有资源，制定了
富有南阳各地文化特色药膳。”张保林介
绍，经过不断研发，目前景区已经推出 20
多例养生药膳菜品，深受游客赞赏。

养生药膳被大众熟知的背后，是中医
药文化衍生而来的广袤市场以及康养产业
发展所迎来的黄金机遇。2021年年底，《南
阳市打造“全球中医圣地、全国中医高地、
全国中医药名都”行动方案》中明确指出，

要培育“中医药+”健康产业新业态，发展中
医药+健康旅游、养生养老、医养结合、健康
食品等，发展中医药食疗和药膳等健康产
品，开发特色药膳产品、养生食品、药食两
用配方饮片等功能食品。

为进一步促进仲景文化产业发展，2月
初，南阳市宛城区正式成立“仲景养生药
膳”研发推广工作领导小组。当地将结合
实际，力争通过“仲景药膳精品评选”“仲景
药膳服务培训”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打造

“仲景养生药膳”文化品牌，一条以文化要
素为核心的健康养生产业链已全面铺开。

对于仲景养生药膳的前景，张保林极
为看好，“养生药膳产业的拓展，既有助于
守好中经文化的‘根’和‘魂’，也有利于进
行市场化运作，打造成国内耳熟能详地方
品牌仲景康养药膳食品链。”

随着中医康养产业的不断发展，在当地，
养生药浴、仲景堂、仲泰医圣堂、润九堂等品牌
逐渐打响，中医药康养服务已得到群众普遍认
可信赖。越来越多的游客随着药香，将目光汇
聚宛城，到此尽享中医康养的“诗和远方”。

做强“宛艾”品牌 盘活“艾草”经济

车间里，
工人们正娴
熟地生产艾
产品。
李栀子 摄

医圣祠文化园一期园区已现雏形。 李栀子 摄

医圣祠正门外景。 李栀子 摄

前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