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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全面深度“体检”

4 月 20 日，在淅川县马蹬镇寇楼
村 ，一 个 投 资 500 余 万 元 违 规 占 地
1139亩的大闸蟹养殖基地被拆除。

这样的力度并不鲜见，2021年，淅
川县完成库区违建线下拆除119处。

去年 9 月到 12 月，淅川县组织开
展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保护区生
态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在省政府规定
时间内高质量核查 6808个点位，对核
查出的 22个问题全部整改到位，为水
源保护区环境风险隐患开展了一次全
面“体检”。

今年年初，长江委又反馈淅川疑似
问题 764处，后经核实，存在非法占用
岸线、非法侵占水域、非法养殖等问题
点位497处。

如不及时整治，不仅侵占水库库
容，还给水质安全带来隐患。

可拆除违建谈何容易。
丹江口水库淅川境内水域面积

506平方公里，库岸线长达 1100千米，
且涉及点位多、历史遗留多、人员群体
复杂，但淅川人民深知，为确保一库清
水北送，再难的事也要办好。

“不讲条件，不计代价，重拳出击，
铁腕整治，保护水库库容、改善水库面
貌、修复生态环境，切实维护南水北调
工程安全、供水安全和水质安全，确保
一库碧水永续北送。”今年伊始，在召开
的“守好一库碧水”专项整治工作推进
会上，周大鹏的话掷地有声，全县上下
的行动实实在在。

成立“守好一库碧水”专项整治工
作指挥部，县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出征，
一线坐镇指挥，主动靠前解决困难；相
关部门密切配合乡镇，吃住一线，挂图
作战、倒排工期，实行一天一统计、三天
一汇总、一周一站队的办法，建立奖惩
机制，倒逼工作落实。

为了一库清水，淅川县委、县政府

和广大党员干部经历着怎样的艰辛和
挑战！

马蹬镇库岸线较长，涉及问题点位
138个。在 5个多月的时间里，镇河长
办主任张阳参与了所有点位的排查和
整治，几乎没有休息一天，读小学的儿
子想妈妈了，就到拆除现场见上一面。

“为了确保整改进度和效果，有时一天
要在不同点位间奔波200多公里；当天
做通了工作，为防止反复，我们就连夜
组织拆除。”张阳介绍，为了确保拆除到
位，一个茶杯、一个马扎，从早盯到晚。

截至今年4月底，长江委反馈淅川
的 497处问题点位，已全部整改，恢复
有效库容达 480 万立方米，连通水域
360万平方米，剩余问题待水位消落后
适时整改。

守护一江碧水

为保护水源地的生态环境，地处核
心水源区的淅川县一边加速绿色转型，
一边加强水环境的长效管护。

为聚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淅川县大力开展工业点源和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施行生物和物理方法防治
病虫害，推广施用生物有机肥。淅川县
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章笑介绍：

“特别是在财政异常困难、上级没有补
贴的情况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气
魄，先后关停 380多家污染企业，县财
政每年减收 3.5亿元；取缔库区水上餐
饮船及5万余箱养鱼网箱，全面取缔禁
养区内 400 家养殖场、100 多个养殖
户，综合损失8亿多元。”

为了一库清水，淅川收入减少了，
开支却在增大。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
况下，累计投资 10多亿元在乡镇建成
污水处理厂 14个、垃圾处理场 18个、
农村小型污水处理设施200多个，实现
了县乡两级和环库重点村全覆盖。对
县城内河进行全面治理，在环库建设了
12个水质自动监测站。“特别是去年以

来，累计投资 1.96亿元，对香花、马蹬、
仓房、荆紫关等4个乡镇的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对老灌河支流水环境综合整
治扩建，对香九厚产业集聚区和厚坡镇
区的污水管网升级改造，实现了丹江口
水库、主要河流的监控网络全覆盖，为
水质保护装上了‘安全锁’。”县住建局
负责人介绍。

一边治，一边护。完善以“河长制”
为核心的水环境管理长效机制和责任
体系，实现“河常治”；横向整合关联部
门成立库区综合执法大队，对库周海拔
172 米以下近水域 144 个事项开展常
态化综合执法行动。纵向建立跨省界
河道“联巡、联防、联控、联治”工作机
制，通过信息共享、联动执法，有效预防
和处理跨行政区域的涉河环境问题；地
毯式整治针对河湖的“乱采、乱堆、乱
建、乱占”四乱问题，开展“三污一净、打
击河湖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组建

5支共 2000余人的水上清漂和岸上护
水队伍，对库周区域进行全天候保洁，
多管齐下“铁拳”治水，让水源地河更
畅、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

目前，通过技防手段进行智能警戒
及语音驱离的丹江口水库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智能警戒视频监控系统正有序
推进。下一步，淅川县将建设“高分+
北斗”实时智慧监控系统，以“天上看、
地面跑、水中探”相结合的方式，全天
候、全时段、全方位、高精度监管全县
2820平方公里区域，实时排查水库风
险隐患，用“黑科技”助力一库清水永续
北送。

绿染万顷库区

走进马蹬镇双泉观国土绿化造林
区，一排排一行行五角枫、山杏、山桃、
火炬松、侧柏等染绿了山岗。

“这里原本是濒临丹江口水库的一
个石漠化荒坡滩头，去冬今春，我们投
资3696万元造林 6192亩，昔日荒山变
花园。”马蹬镇党委书记夏丹如数家珍。

双泉观，是水源区生态建设最直观
的反映之一。近年来，淅川县坚持不懈
拓展绿色空间，持之以恒抓好生态环境
管护，全力推进林业生态建设，筑牢水
质安全防护屏障。

然而，这项战略的实施绝非易事：
淅川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生态基础十
分脆弱，石漠化面积达 125万亩，其中
重度石漠化 55万亩，且集中于丹江口
水库周围，水土流失严重，直接威胁水
质安全；万顷良田被淹没后，仅剩的 57
万亩薄岗坡地如何让 72万百姓致富？
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比翼齐
飞？

“我们发出争创‘产业发展红旗’
‘文明宜居红旗’‘社会治理红旗’等‘三
面红旗’动员令，压实县乡村三级责任，
通过一系列奖惩举措，推动高效生态产
业快速发展，让丹江水越来越清澈，让
乡亲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周大
鹏表示。

九重镇引进南阳一拱农业发展公

司，在大邹庄发展草莓、苕尖等大棚种
植 1000亩；盛湾镇引入福建盛客薯业
公司，按照“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大
力发展甘薯等订单农业6500亩，“小红
薯”做成“大产业”；荆紫关镇庙沟村发
展 1200 亩大樱桃、2000 亩薄壳核桃、
1300亩中药材……截至目前，共有 50
余家企业投资生态产业，30余万亩的
大樱桃、软籽石榴、杏李等染绿库区，
97.2 万亩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地惠及
城乡，“香花”牌小辣椒、“丹江”牌淡水
鱼等一大批渠首名优农产品畅销全国。

“与此同时，我们还创新多元融资、
合同造林、专业队造林、市场化造林等
机制，加快生态建设步伐。”淅川县县长
王兴勇介绍，高质量治理石漠化荒山
38.2 万亩，打造 5000亩以上石漠化治
理点 15 个；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100平方公里，生态修复湿地5000余
亩；使丹江口库区森林覆盖率由“十二
五”末的 45.7%提升到 61.7%。我们要
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加大
植树造林力度，把石漠化荒山变成花果
山，真正实现水清民富。

好一个水清民富！淅川县正在这
个伟大的构想下阔步前行！

渠首大坝。王洪连 摄

绿染渠首千山翠。 王洪连 摄

传承仲景文化

4月 9日下午，张仲景国医大学筹
建方案专家论证会在南阳医专召开，吸
引着一座城市的目光。“人民英雄”国家
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
礼等专家在线上听取汇报并进行点评，
河南省教育厅厅长宋争辉在郑州主会
场出席。南阳市市长王智慧在南阳分
会场发言，他表示，南阳将坚定筹建信
心决心，力争张仲景国医大学早日获
批、早日建成。

缘何张仲景国医大学筹建工作在南
阳老百姓心中如此之重？原来，张仲景
国医大学在南阳医学教育发展史上曾有
着一段光荣而辉煌的历史，镌刻着南阳
人的记忆。1984年10月，在党和国家领
导人、著名专家学者、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张仲景国医大学启动筹建。1985
年 2月，省政府批复建立张仲景国医大
学。1986年3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联
合发文，把张仲景国医大学正式列入国
家招生计划。张仲景国医大学一经成立
就受到了国内外中医药界的高度关注，
成为传承仲景学术的科学殿堂，累计为
国家培养2000多名中医药人才。

1993 年，张仲景国医大学并入南
阳理工学院，130余名骨干教师和主要
教育资源留在南阳医专和南阳理工学
院，并延续中医药本、专科教育 29年，

为助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
卓越贡献。

南阳医专作为南阳唯一一所医学
高等院校，在医圣故里这片沃土中传
承、弘扬仲景医药文化，守住了张仲景
国医大学的“根”和“魂”。

目前，南阳医专中医学、中药学等
10个专业为省级特色专业、骨干专业、
教改试点专业。张仲景国医大学建校
初始创办的《国医论坛》杂志，南阳医专
接续主办，已发展成为中华中医药学会
主管、面向国内外发行的国家级权威性
中医药学术刊物。南阳医专多年来一
直加强对张仲景国医大学原址、档案资
料的保护，原址大门、牌匾、教学楼等文
物保存完好……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奉
献着挚爱与热情，体现的是南阳医专的
情怀与担当。

河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明确
提出“推动复建张仲景国医大学”，南阳
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恢复重建张仲景
国医大学，组建专班，相继出台实施了
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和配套性重大举措，
倾力打造在中医药界有影响力、在国内
外有知名度的应用型、创新性张仲景国
医大学。

在仲景故里南阳，一所彰显仲景特
色，集教育、医疗、中医药文化传播于一
体的一流中医药高等学府呼之欲出，必
将惊艳世人的目光。

培育仲景学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医药学包
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
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
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要做好守正
创新、传承发展工作，积极推进中医药
科研和创新，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
药学原理，推动传统中医药和现代科学
相结合、相促进，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
充、协调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
质的健康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南阳
医专办好中医药学科、培养中医药人
才指明了方向。一年来，学校持续强

化中医药教育教学，以仲景文化涵育
培养仲景学子。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学校目前拥有国家、
省、市各类专家人才、名中医等 180余
人，聘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128人，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和硕士以上学位的教
师分别占到教师总数的 46%、57％以
上，形成了以专业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
教师为中心的专业教师队伍，为培育优
秀仲景学子奠定了坚实根基。

据南阳医专校长王立义介绍，学校
中医学专业群（含中医学、针灸推拿学、
骨伤学、中药学、中医养生保健 5个专
业）被确定为“河南省高职双高建设专
业群”。其中，李氏针灸被确定为南阳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申报河南省非
遗；“李氏针灸工作室”认定为省级大师
工作室；中医学专业教学资源库通过省
级验收认定；中医骨伤专业教学资源库
获得省级立项；《中医伤科学》《中医儿
科学》被评为河南省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中医学教学团队为省级教学团队，
中医实训中心为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
示范性实训基地，中医学专业为河南省
特色专业、中央财政支持发展的专业、

河南省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建设专业、全国养老服务类示范专业点
建设专业。

学校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生为
本的办学思想，突出中医药特色，教学
注重与现代医学教育相结合，重视素质
教育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坚持“校
院一体”，实行导师制教学，培养了一大
批医德高尚和具有扎实技能的“仲景学
子”。

南阳医专的清晨，经常可以听到书
声琅琅，成为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原来，仲景经方传承班的学生每天都要
晨起诵读《伤寒杂病论》，坚持“读经典，
做临床，传承弘扬仲景经方理论”的宗
旨，以“中医+强化经典+突出仲景+强
化中医思维+突出实践”为思路，以诵
读、讲座、讨论、实践等多形式结合，优
化培养方案，提高学生的中医思维，促
进管理、考核与教育的有机结合，激发
仲景学子学习中医的热情，引导中医学
子热爱经典，应用经方，养成终身研读
经典的习惯。

学校开设有“仲景学子之家”微信
公众号、成立有“仲景学子”工作室，已
连续举办十三届“仲景文化艺术节”，这

些已成为涵养仲景学子的有效载体，仲
景文化艺术节也已成为独具特色的校
园文化品牌。

学校还通过建设中医药文化长廊
和科技展馆，打造中医药科技文化展示
平台和窗口。学校建有中医专业群实
训基地 1.5万平方米，建设中的仲景文
化中心中医药科技馆面积达1800平方
米，建成后将成为学校对外宣传展示的
一张新名片，成为学生及广大中医爱好
者的“第二课堂”。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正是学校强
大的师资力量、优良的育人环境，为社
会培养了一大批社会精英。我们欣喜
地看到，南阳医专的毕业生活跃在医疗
卫生一线，他们以过硬的品质和精湛的
医术赢得社会一片叫好，仲景学子的美
名享誉四方。

擦亮仲景品牌

南阳医专科研处处长王宇卿博士，
不但拥有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
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等多个光环，同时
兼任河南大学等多所高校硕士生导师
和博士生导师，他带领团队在全国采集
了 40多个产地的艾草样品，首次对南
阳艾草的品质、化学成分、有效物质含
量等做了系统的研究，为南阳艾地理标
志产品申报和道地药材基地建设提供
了科学依据，为南阳艾纳入国家道地药
材建设规划提供了数据支持；在广泛研
究基础之上，王宇卿科研团队研究制定
了艾叶和艾产品相关的省、市、行业标
准 10余项，承担地方标准《南阳艾绒》
已获批立项……王宇卿付出着满满的
热情与心血，为南阳艾草产业打造智力

“加速器”和人才“聚宝盆”。
同王宇卿博士一样，袁国卿教授作

为科技特派员，被卧龙区、宛城区聘为
艾草发展指导专家，经常深入基层为南
阳艾草产业发展把脉问诊……在南阳
医专，更多的专家深藏不露，他们为南
阳艾草产业发展殚精竭虑、无私奉献。

近几年来，南阳医专组织中医药专
家团队实施中医中药科技特派员、“三

区”人才等科技服务项目，赴各县市区
开展中药材种植加工、艾灸等中医技术
培训、中医药进校园等活动，不断加强
中医药科技服务，为各地开展中药材种
植规范化、加工现代化、产品标准化提
供技术支持。

学校申报的“科技助推河南南阳中
医药发展提升专家服务团”，被人社部
确定为2022年专家服务基层示范团项
目。至今，学校组织全省60余家药企、
10余所高校成立河南省中医药产教融
合专业联盟，已开展活动43次，受益群
众 2000人次以上，有力助推了南阳中
医药强市建设。

南阳是全国中药材主产区之一，南
阳艾产业市场份额占全国的 70%以
上，是全国最大的艾产品生产基地。但
南阳艾要想走得更远，必须在推动艾产
业提质升级上突出重围。

2021 年 4 月，南阳艾产业学院在
南阳医专成立，扎实开展艾草等南阳道
地药材的标准化、现代化研究，制定艾
产品等药材相关标准，推动南阳艾产业
提质升级。

2021年 10月，在第十五届张仲景
医药文化节暨第九届仲景论坛艾产业创
新发展论坛会议上，南阳艾产业学院首
届理事会成立。一年来，南阳艾产业学
院主动适应南阳艾草产业发展需求，打
造集产、学、研、转、创、用于一体的产教
融合平台，建立校地互动、校企合作、产
教融合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努力打
造南阳艾草智库，为南阳艾产业全链条开
发、系列化发展、品牌化锻造、成功走向市
场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培养和打造更多的
人才，助力南阳中医药事业发展。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南
阳医专党委书记柳明伟表示，站在全新
的历史起点上，南阳医专将努力传承仲
景文化、培育仲景学子、擦亮仲景品牌，
充分发挥自身人才、学科、技术、创新等
优势，向社会输送更多的优质医疗卫生
资源，促成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建
设健康中国、健康中原贡献力量，以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 ●● ●●

“这丹江水啊，清冽甘甜、沁人心脾！”5月6日，在北京上班的王女士给老家淅川的亲人通电话，还不忘赞叹老家甘甜的丹江水。

一库清泉，润泽华夏。最新数据显示，丹江口水库水质均稳定达到Ⅱ类水标准，水质状况优良，符合南水北调的调水标准。

作为核心水源区和渠首所在地的淅川县，如何“守好这一库碧水”？淅川县委书记周大鹏一片深情期许：“我们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南阳考察调研南水北调工程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守护生命线的政治高度，加大水源涵养、加强生态保护力度，抓好污染防治，切实

维护水质安全，确保一渠清水安全北送。”

□孟向东 刁良梓 杨振辉

渠首飞歌 水清民富

南阳医专：传承仲景文化 谱写时代新篇

五月的南阳，繁花似锦，绿荫如

海。一年前的这个美好时节，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调研南阳，对南阳中医药

事业提出了殷殷嘱托，并指明了发展

方向。

时光匆匆而过，一年转瞬即逝，

迎来的又是一幅硕果累累的收获图

景。一年来，南阳医专打响“传承仲

景文化、培育仲景学子、擦亮仲景品

牌”三张牌，高擎南阳医专高质量发

展的金字招牌，奋力书写时代新篇。

□孟向东 刁良梓 李红普 张旭斌

南阳医专中医系中医学专业学生在中药标本馆参观学习。李栀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