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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越来越绿的生态底色

□本报记者 樊霞 成利军

黄 河 在 济 源 境 内 虽 只 有 52 公

里，但在此留下的各种文化元素极

其丰富。这里有黄河上最大的水利

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有

“黄河奇观”——仅以“一坝相隔”的

两大阶梯水库小浪底水库和西霞院

水库，有黄河上最美的风景——黄

河三峡……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济源各部门同心协力，让黄

河在济源段有了越来越亮、越来越绿

的生态底色。有理由相信，处处弘扬

愚公移山精神的济源，必将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不断书

写新篇章。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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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河南经验
被国务院点赞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效
明显。

获赞原因▶▶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8 月 27 日，国家卫健委在广州召
开全国深化医改经验推广会，周口市
副市长马明超受邀参会介绍周口推进
综合医改经验。此前，周口市因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效明显受到国务
院督察激励。

作为人口超千万的传统农业大市，
周口医疗资源紧缺，服务需求很大，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也面

临着农村低收入群体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的压力。面对种种困难，周口市积极
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通过改革解决
难题、优化服务、惠及民生。

“大医生”下沉 老百姓受益

一年来，为解决医疗供需矛盾突出
等问题，在借鉴“三明经验”、系统总结

“郸城经验”的基础上，周口市强力推行
“市县一体、五医联动、数字赋能、中医
贯通”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系统改革。

“患者不动专家动”的就诊模式在
基层全面实现。专家下沉基层带教帮
扶，提升基层医院服务能力，让群众小
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
县。目前，全市下派院长（副院长）、专
家1087人，建成国家级重点专科2个、
省级重点专科 22个，建设国家级临床
研究合作中心1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6个，建成中原名医工作室 17个，医共
体建设成果惠及每一位老百姓。

家门口就能挂“专家号”

5 月 18 日，淮阳区王店乡的袁夏
氏患冠状动脉性心脏疾病，在乡卫生
院的帮助下，预约了人在周口的市级
专家李跃进行远程会诊。

数字赋能和智慧医疗，是周口医
共体改革的重点。周口市累计投资12
亿元完成 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覆盖
乡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又投资 2.3亿元
建成市县乡村一体化医共体信息平
台，融汇全员人口数据库、健康档案数
据库、电子病历数据库、基础资源数据
库四大基础数据库，市域内各层级医
疗卫生信息实现互联互通。

与此同时，全市组建4家互联网医
院，签约39家国内知名互联网医院，汇

聚市域和全国优质医疗资源，真正让基
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挂上“专家号”，

“一线连千里，诊疗面对面”成为现实。
周口市通过完善医保政策，探索

实行“总额付费、季度预拨、结余留用、
合理超支分担”的医保基金支付方式，
购买医疗、健康服务，加大对中医药医
保倾斜力度，将“互联网+”医疗服务纳
入保障范围。这些改革成效明显，规
范了医疗服务行为，维护了医保基金
安全，推动医保基金从医院“收入”向
医院“成本”转变、医疗行为从“治病”
向“防病”转变。

在改革中，周口市坚持“中西医并
重、防治管结合”，中医药优势得到充
分发挥。目前，全市乡镇中医馆建成
率达87%，64%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4
项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中医药服
务。③6

周口：

让医改惠及每一位百姓

刘海燕：

守住中医药文化的根与魂
□本报记者 王映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莫韶华
张晶晶

镜头回放

2021年 5月 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南阳市考察调研时，首先来到东汉医学

家张仲景的墓祠纪念地医圣祠，了解张

仲景生平和对中医药发展的贡献，了解

中医药在防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的作

用，以及中医药传承创新情况。

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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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7点，刘海燕顺着温凉河一路
走来。路的一边雾气氤氲、长桥卧波，
另一边肃穆巍峨、汉阙雄矗——这就
是医圣祠了。

作为张仲景博物馆馆长，除了出
差和讲学，刘海燕在这里工作的9年间
总是如此。

登上10级石阶，推开厚重木门，晨
光洒在青石照壁上，刘海燕用手摩挲
着飞龙走凤的《医圣张仲景传》，为它
拂去昨夜的微尘。

时间尚早，游客未至，刘海燕习惯在

医圣祠里走一遍。这里的一草一木、一
阶一梯、一碑一刻，他再熟悉不过了。

踱进前庭，岐伯、医和、扁鹊、华
佗、王叔和、李时珍、葛洪、皇甫谧、孙
思邈、成无己等 10位历史名医的塑像
分列而立，医圣张仲景的高大塑像雄
踞中央。徜徉其间，刘海燕拿出手机，
拍照、配文，发出这天的第一条朋友
圈：“这是一幅中医文明的历史画卷、
中医发展的群星图谱。”

9年时光，发布信息上万条，刘海
燕可谓“朋友圈达人”，“但我的朋友圈
主角只有一个，就是医圣祠。”

“这里是仲景文化的根魂神韵所
在，待久了，就会发现处处皆学问。”刘
海燕说，“我想让更多的人走进、了解
医圣祠。”

“你看，这照壁两侧的对联‘阴阳
有三，辨病还须辨证；医相无二，活国
在于活人’，说的就是治病与治国相通
的道理，与当今‘健康中国’理念一脉
相承。”刘海燕解释。

过殿梁上的“娇耳”二字，时常令
游客感到不解。刘海燕娓娓道来：传
说张仲景辞官回乡，看见百姓在冰天
雪地中忍饥挨饿，甚至冻烂耳朵，十分
心痛。他让人在南阳东关搭棚架锅，
以羊肉、辣椒和驱寒药材为馅，包成耳
朵形状，煮熟供百姓食用，这就是药食
同源的名方“祛寒娇耳汤”。

“后来，人们把‘娇耳’叫作‘饺

子’，每到冬至都要吃饺子。在纪念和
感恩中，在传播和弘扬中，仲景文化直
抵人心。”刘海燕说。

春有百花，夏有凉风，医圣祠里有
着人间最美好的时节。院内那株凌霄
花树已有 460 年树龄，万朵赤红色凌
霄花宛如喇叭，挂满浓翠的枝丫，花开
成簇，灿如云霞。此等美景经常定格
在刘海燕的朋友圈里，引得众多游人
来打卡拍照留念。

一位学者给刘海燕留言：常年如
一日只夸一棵凌霄树，它便成了世上
的凌霄之王。刘海燕理解，这话是在
鼓励他，要对医圣祠更专、更痴。

大殿墙上，是《伤寒论》里的经
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紧要关
头，国家筛选出“三药三方”，特别是

“清肺排毒汤”，成为抗击疫情的“中医
利器”，它们就是在《伤寒论》等古典医
籍的经方基础上得来的。

“咱们河南在抗击疫情伊始就启
用中医中药。一人一方、一人一策，中
医中药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
印证了《伤寒论》‘六经辨证’的灵魂所
在。”刘海燕很是感慨，“医圣张仲景以
一部《伤寒杂病论》济世救人，纵使历
经千年依然闪耀灼灼光华。”

“守正创新，传承发展”，每念及这
谆谆嘱托，总有一股热流涌动在刘海
燕胸中。

刘海燕越来越忙，忙得感觉不到时

间飞逝。一年来，他几乎“忘记了休息，
顾不上吃饭”，变化最大的是“活动范围
广了，只靠两条腿已经走不过来了”。

穿过医圣祠工作区南边的小门，
仿佛从悠长的历史一步跨进火热的现
实。祠内繁花绿树，静谧厚重；一墙之
隔，医圣祠文化园项目工地上机器轰
鸣，施工正酣，一天一个新模样。

“眼下的医圣祠占地只有18亩，医
圣祠文化园将恢复到明清鼎盛之时的
689亩。”顺着刘海燕手指的方向看去，
已经封顶的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医圣
馆、仲景书院、仲景国医馆等依次排
列，十分雄伟壮观。

巡查工地是刘海燕的日常“功
课”。秋老虎发威，刘海燕站在太阳
下，大颗大颗的汗珠不断从额头渗出，
实在太累了，就蹲一会儿。

晚上，刘海燕又“晒”了一条朋友
圈：“偌大的工地巡查一圈，相当于背
了一台发汗机，你喝二斤水，它出三斤
汗。空调、Wi-Fi、西瓜都是奢望，只
有汗水浇灌的建筑之美。”

差不多每隔两三天，刘海燕都会
用脚步丈量一遍医圣祠文化园的 689
亩土地。他说，如果用“心”去丈量，这
块地一辈子也走不完。

“明年5月，一期文化传承区将实现
开园；明年年底，二期产业发展区也有望
开园。越来越多的优秀中医和仲景经方
人才将从这里走出，把仲景之光洒向全
世界。”刘海燕的眼睛也在发光，“医圣祠
文化园将书写向世界展示中医药文化的
崭新篇章，南阳也将向‘全球中医圣地’
的目标迈进一大步。”③8

总书记与河南人民心连心总书记与河南人民心连心

为增强城市居民的国防观念和
防空防灾意识，提升对人民防空警
报音响的识别能力，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经省
政府同意，定于 2022年 9月 18日上
午 10 时 00 分至 10 时 31 分在全省
范围内组织人民防空警报试鸣活
动。

试鸣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
报、解除警报三种：预先警报鸣 36
秒、停24秒，重复3次为一个周期，试
鸣两个周期；空袭警报鸣 6 秒、停 6
秒，重复 15次为一个周期，试鸣两个
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放 3分钟，试

鸣一个周期。每种警报间隔 5分钟，
共31分钟。

警报鸣响后，城市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会在少量社区和人防工程内，组
织开展人防预警报知、人员疏散掩
蔽、群众自救互救技能宣传培训、人
防志愿者服务、人防工程平战转换等
行动。望广大市民朋友听到人民防
空警报后不要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
生活秩序，参加演训行动的人员要听
从指挥，积极配合。

特此公告。
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2年9月 13日

关于组织“9·18”全省人民
防空警报试鸣活动的公告

□河南省文物局局长 田凯

万里茶道自湖北沿唐白河进入
河南，至南阳赊店改水运为陆运，过
平顶山北上洛阳，渡黄河，由焦作等
地越太行，入山西，南北纵贯全省，依
托古已有之的“南襄隘道”“宛洛古
道”“太行陉”等，串联起南阳、赊店、
方城、宝丰、汝州、洛阳、孟津、沁阳等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遗留下古道、古
桥、茶庄、商号、镖局、会馆等类型丰
富的相关文物遗存，组成了一条魅力
独具的文化遗产线路。万里茶道河
南段以南北居中、通江达河的地理位
置优势，成了重要的茶叶货物集散中
心和水陆转运交通枢纽，是见证茶叶
贸易中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
的重要节点。

自万里茶道申遗工作启动以来，
河南与沿线各省区按照统一部署，把
握机遇，积极开展茶道遗产调查研
究、考古发掘、规划编制、环境整治、
维修保护、宣传展示等各项工作。完
成了万里茶道河南段的遗产调查和
价值的初步研究工作，发表了一批相
关专著，在南阳府衙举办了万里茶道
文化展览和宣教活动，对赊店码头等
相关遗迹开展了考古工作，编制了洛
阳山陕会馆等保护规划，实施了赊店

古镇、半扎古镇等维修保护，太行陉
窑头段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赊
店古镇的保护工作尤为突出，位于古
镇的山陕会馆及包括大升玉茶庄、票
号、镖局等在内的瓷器街文物建筑群
均得到有效保护、展示和利用，古码
头的考古展示使依托航运而兴盛的
赊店古镇的遗产要素更加完备。在
各项申遗工作中，按照世界文化遗产
评定标准，提高了各级遗产点的保护
和管理水平，提升了遗产地的文化品
位，为万里茶道申遗奠定了坚实基
础。

万里茶道申遗是贯彻落实“一
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具体实践，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河南省对万里茶道申遗工
作高度重视，已经把万里茶道申遗
分别列入支持洛阳市和南阳市建设
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政策措施之中，
遗产地政府和有关部门不断增强责
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推进万里茶道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万里茶道
申遗不仅能够推动河南省文物事业
的进一步发展，也为实施文旅文创
融合战略、塑造“行走河南·读懂中
国”品牌提供了极具潜力的精品线
路。③5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张体义 整理）

解读篇

万里茶道河南段——

南船北马 汇通天下

9月 15日，河南公安巡特警总队在信阳组织开展全省公安巡特警练兵比
武竞赛活动。当天，涌现出一大批技能过硬、素质全面的特警人才。图为选
手正在参加比赛。⑨6 邓放 邬铁成 摄

本报讯（记者 谭勇）9 月 15 日，
为期 3天的 2022第五届河南（郑州）
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在郑州国际会
展中心拉开帷幕。

辣椒产业联动着农业、工业、服
务业，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辣椒
论坛、辣椒展馆、辣椒院士……本届
农博会上，辣椒唱起了主角。

近十年间，我国辣椒播种面积增
长 30%，播种面积达 3220 万亩/年，
年产值约 2500 亿元，产业链不断延
长。我省辣椒种植面积高达 300 万
亩，产量居全国第一。在“中国十大
名椒”评选中，河南独占两席，无论是
品质还是产销量，河南辣椒都已进入
第一梯队。

在本届农博会河南辣椒产业展
上，从选种、育苗、种植到包装、运输、
保险等产业链各个环节进行全仿真
模拟展示，让观众实景体验河南辣椒
产业的“种、管、收、加、储、销、服”七
大产业核心环节，享受沉浸式数字农
业产业模拟。

打造河南辣椒的公共区域品牌，
打造独特的辣椒文化；加强辣椒的清
洁化、机械化生产水平，持续提升河

南辣椒的竞争力；把脉市场需求，做
出规模效应，培育、发展出自己的行
业龙头企业……在本届农博会举办
的首届中国数字辣椒产业发展论坛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学校以视频形
式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
所辣椒课题组组长、中国农业科学
院茄科蔬菜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王
立浩，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研究员耿三省等多位重量级嘉宾纷
纷发言，共同探讨数字辣椒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模式。

该论坛还举行了“临颍辣椒中国
‘椒’点全球品牌战略发布仪式”，“中
国数字辣椒之都”花落临颍。河南省
数字辣椒产业发展创新联盟也于当
天成立。

除了“重头戏”辣椒之外，本届农
博会上还有第一届中国预制菜产业
发展峰会、首届豫产优品推介会暨全
国网红主播直播大会等系列活动。

本届农博会由河南日报社、省农
业农村厅、省商务厅主办，大河报（大
河传媒有限公司）、郑州汇卓展览有
限公司承办。③7

第五届河南（郑州）
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开幕

□本报记者 樊霞 成利军
本报通讯员 郑海波

都知道黄河水“一碗水，半碗沙”，
可谁又能想到，就是这黄泥汤，在济源
这一段却澄澈透明，碧波荡漾；水上鹭
鸟云集，水下鱼翔浅底。

济源全域属于黄河流域，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既面临
重大历史机遇，也承担着重要政治责
任。济源把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与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建
设紧密结合起来，以战略谋划统揽全
局，以生态建设破题开路，以产城融合
强基固本，以文化传承凝心聚魂，奏响
了新时代黄河大合唱的济源乐章。

生态优先 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仲秋时节，天高云淡。济源沿黄
区域绿色葱茏，景色宜人。

济源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发展理念，着眼沿黄生态系统
整体性，统筹做好南太行山水林田湖
草、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小流域治
理、重点企业污染防治等工作，逐渐构
建起美丽安全的生态格局。

在石多土少的造林困难地，济源
人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硬是在荒山上
植出了 20 多万亩人工林。荒山秃岭
上，鱼鳞坑层层铺开，绿化苗木茁壮成
长，“愚公儿女”用勤劳的双手，打造出
了黄河流域的“塞罕坝”。

通过大力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不断加强流域生态治理，济源全域森林
覆盖率已达 45.28%，湿地保护率达
67%，沁河、蟒河、湨河、盘溪河等黄河
支流再现河青岸绿的秀美风光。

聚焦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济源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积极
稳妥推进碳达峰和碳排放，大气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省控以上断面劣Ⅴ类
水体消除，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100%，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改
善，绿色发展成果有效转化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

产城融合 打造高质量发展平台

对于一个工业占比较重的城市，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任务更重。

善于苦干实干的“愚公儿女”坚持
“工业强市、旅游富民、产城融合、城乡
一体”的总体发展思路，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步伐，积极推动产业延链补链、引
导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先后谋划
并实施了中国白银城、钢产品深加工产
业园、纳米材料产业园等重大产业转型
升级项目，现代服务业扩量提质，现代
农业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中秋假期，走进济源大峪镇山区，
秀美如画的风景中，休闲农场迎来了
一拨拨游客。

济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村资源禀赋

优势，坚持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乡村旅
游、农业招商引资“三篇文章”一起做，
不断加快开发乡村旅游产品，乡村旅游
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构建起了“一路一
景、一路一特色”的乡村旅游发展新格
局，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乡村旅游
目的地已经形成，乡村振兴成效越发彰
显。

传承文明 守护黄河济水文化根脉

黄河、济水，在济源境内交相辉
映，培育了厚重的历史文化。

为大力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济水文化，济源主动融入华夏历史文
明传承创新区，实施了黄河文化旅游
精品工程，以此不断擦亮济源的黄
河名片，讲好济源的黄河故事，打造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典范
区。

为做好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创
新这篇大文章，济源大力保护黄河文
化遗产，挖掘黄河文化内涵，并深入挖
掘愚公移山精神文化、济水文化、王屋
山道文化等特色历史文化，打造了一
批具有济源特色的黄河文化品牌。

与此同时，济源大力实施文化遗
产保护工程，全力以赴落实好文旅文
创融合战略，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为抓手，谋划了26个重点文旅项目，
济水源生态文化旅游综合开发、愚公

文化产业园、天下第一洞天产业园等9
个项目进入河南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
库，文旅文创融合高质量发展不断迈
上新台阶。

大河奔腾不息，历史车轮滚滚。
济源人民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机遇，凝聚力量、激流勇进，
正在建设创新型高品质现代化示范
区、全面建设现代化济源的康庄大道
上，一往无前。③7

济源：

弘扬愚公移山精神 讲好“黄河故事”
大河奔腾大河奔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