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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4 亿人次“打卡”博物馆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 最新数据显 2020 年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 5788 家，其中
示，在全球博物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广泛影 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达 1224 家，类型丰富、
响的情况下，2020 年度我国博物馆推出陈列 主体多元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
展览 2.9 万余个、教育活动 22.5 万余场，接待
2021 年“5·18 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
观众 5.4 亿人次，网络观众数以亿计。
“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
“ 这一主题不
18 日，2021 年“5·18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 仅聚焦于博物馆在理念机制、运营发展、技术
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在首都博物馆举办。文化 手段等方面的思考，也关乎后疫情时代，博物
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表示， 馆如何在社会、经济、环境等多方面挑战下，
我国博物馆体系布局不断优化，
“ 十三五”以 寻找新定位，探索新模式，作出新贡献。”李群
来 我 国 平 均 每 2 天 新 增 1 家 博 物 馆 ，截 至 说。

此馆此碑此古树 那村那人那乡愁
□本报记者 曹国宏 曹怡然

2009 年，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试点搬迁工程启动，淅川县 10 个移民村顺利完成搬迁，在新家园开启新生活。当年 11
月 17 日，
《河南日报》在“焦点网谈”版刊发报道《网友提议建南水北调移民博物馆》，记录下每个移民的名字，记录下再也回不
去的家园。2011 年，
淅川县 16.5 万移民全部搬迁完成。如今，
移民搬迁已十余年，
在他们生活过的土地上，
都留下了哪些移民
印记，移民乡亲的乡愁又将寄托何处？近日，记者走近一座移民民俗博物馆、56 座移民丰碑、1002 棵古树，了解和南水北调移
民有关的故事。

移民丰碑

淅川丹江移民民俗博物馆

一座移民民俗博物馆，
定格故乡模样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家已经搬迁十多年
了，今天来到淅川移民民俗博物馆，让我又一
次找到了家的回忆。这里有移民乡亲穿过的
老布鞋，用过的农具，还有搬迁时珍贵的影像
资料，睹物思乡，回到这里就像回到了老家！”
刘娟是南水北调移民，老家在淅川县大石桥
乡刘营村，2011 年搬迁到南阳市宛城区金华
镇。5 月 16 日，刘娟和丈夫杨驰昂来到丹江
岸边的鱼关村，来看移民博物馆和移民丰
碑。看着博物馆里的历史图片和实物展览，
刘娟心中满是感慨。
“早就想回淅川来看看。前几天在电视
新闻中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到淅川看望移民，
更
让刘娟加快了回乡的脚步。
”
杨驰昂解释说。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丹江口水库起，
20.2 万淅川移民先后历时 20 年，分 6 批迁往

青海、湖北、河南三省七县市。水库蓄水后，
全县淹没土地面积 362 平方公里，其中淹没
耕地 28.5 万亩，占当时全县总耕地面积的
55%，淹没县城 1 座、大小集镇 14 个。
丹江口大坝加高后，豫鄂两省又有 34.5
万移民搬离故土，
迁入异乡。其中淅川县共搬
迁 16.5 万移民，涉及 11 个乡镇、168 个村、
1312 个村民小组，新增淹没面积 144 平方公
里。
2009 年，这场世纪大搬迁开始了，16.5
万淅川移民，拆掉网箱，推倒繁衍生息的老
屋，挥别亲人，义无反顾地卷起铺盖，为南水
北调让出家园！
2017 年，淅川丹江移民民俗博物馆和南
阳市移民精神教育基地开始在淅川县盛湾镇
鱼关村旧址建设，并于 2018 年 3 月建成向公

众开放。淅川丹江移民民俗博物馆建筑面积
520 平方米，珍藏丹江移民图片 2 万余幅、书
籍 1200 余类、媒体报道 7000 篇、纪实视频
20000分钟、民俗实物2600余件，
内部分设北
国水源、淅川民俗、南水北调、饮水思源四个展
览区及移民影像展映厅，
全面展示淅川移民迁
安过程以及淅川丹江移民的生产生活、民风民
俗以及文化传承。展览的民俗实物主要有古
钱币、老城墙砖、移民生产生活用具、乐器、工
匠器、老电话、录音机、电影放映机等。
自开馆以来，淅川丹江移民民俗博物馆
日平均参观人数在 300 人左右。目前，淅川
丹江移民民俗博物馆和南阳移民精神教育基
地已累计接待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 23 万人
次，南阳市及淅川县中小学生先后在此开展
研学活动 6000 余次。

56 座丰碑，
铭记 16.5 万淅川移民的名字
“李泽明、王改秋、刘守清、闫娥娃、史改 20 日，鱼关村 893 名村民整村搬迁至 300 公
娃……”这些是刻在淅川县盛湾镇鱼关村移 里外的南阳市唐河县东王集乡。为了给鱼关
民纪念碑上的名字，在全部 56 座碑上，一笔 村移民留下根脉，2010 年 10 月，刻有鱼关村
一画一共刻下了 16.5 万移民的名字！在 50 893 名村民名字的“鱼关村移民纪念碑”在鱼
多座副碑的掩映下，高 8.8 米，刻有“移民丰 关村原村部位置落成。碑高 1.88 米，象征着
碑”四个大字的主碑，巍然屹立于丹江岸边。 鱼关村 188 户村民，这是丹江口库区第一座
在这深山环抱、江水静流之处，竟藏着这 移民纪念碑。2014 年 10 月 3 日，中央电视台
样一片气势恢宏的碑林，在对“移民丰碑”的 《焦点访谈》栏目对鱼关村移民纪念碑以“不
气魄和艰难的建造过程叹服之余，记者对“移 能忘却的纪念——凡人丰碑”为题予以报道
民丰碑”的身世也更加好奇。
播出，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移民“舍小家，
“移民丰碑”所在的鱼关村，号称“移民搬 为大家”的大爱报国精神也感动了亿万国
迁第一村”。作为试点移民村，2009 年 8 月 人。借此，在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下，镌刻

16.5 万移民名字的丰碑工程亦有序展开。
2015 年 3 月 11 日，
“ 移民丰碑”立碑仪
式在淅川县盛湾镇鱼关移民村旧址举行，高
8.8 米，重 23.8 吨，刻有“移民丰碑”四个大字
的主碑，稳稳竖立在丹江岸边的移民故土
上 。 接 下 来 的 几 个 月 ，56 座 副 碑 相 继 落
地。占地总面积 1.2 万平方米，镌刻着淅川
县 10 个乡镇、184 个村、1276 个村民小组共
16.5 万名移民的名字、移民迁安工作先进单
位和个人名单的 56 座花岗岩碑，按照搬迁
乡镇在丹江口库区的位置排列，巍然屹立在
丹江之滨。

古树

均为资料图片

在移民搬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让
记者印象深刻。淅川县香花镇雷庄村赵
沟自然村村民搬迁的那天，天刚亮，村民
们就带着一红一白两只大公鸡及一应供
品，携儿带孙，来到村里的两棵古槐树下
祭树。村民说那是两棵苦槐，快两百岁
了，村里有孩子闹肚子，摘几片树叶煮茶
喝喝就好了。以往都是每年大年初一祭
树，如今要搬走了，再最后一次拜拜这两
棵老树吧！
移民对故乡的情谊就像绿叶对根
的情谊，如何把移民的根留下，让移民
记得住乡愁，在淅川县南水北调移民文
化苑的 1002 棵古树中，记者找到了答
案。
位于淅川县金河镇，鹳河西岸的南
水北调移民文化苑内，生长着从丹江口
水 库 淹 没 区 内 抢 救 移 植 的 1002 棵 古
树，40 多个树种，树龄均在百年以上，最
大的古树树龄有 1200 多年。走过古树
林，来到复制建造的移民风情民俗院
落，那里有石墙石瓦建成的移民石屋，
有泥土夯实捶打的墙，有金色山草盖
顶、黄泥粉刷为壁的古色古香民居……
每一棵古树下，都有着诉说不尽的移民
故事。
南水北调移民文化苑自建苑以来，
淅川各级学校相继组织师生前来学习传
承移民精神，2020 年 10 月以来共接待
中小学生八千余人。

食客们捂了嘴巴、
“退避三舍”。
杀鱼还不耽误说话。
“我们和丹江有感情，和丹江鱼也有感情；
我们从淅川移民到了这里，没几年丹江水顺着
南水北调干渠流过来了，我们在这里开了鱼庄，
鲤鱼跳龙门，丹江鱼、淅川鱼也跟着我们跳上了
太行山！”砧板上被杀的只有 7 秒记忆的鱼不知
道怎么想的，
但万志斌的话听起来很有诗意。
关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出县移民安置点
选址，河南省制定了“四靠近”原则：靠近城区、
靠近集镇、靠近产业集聚区、靠近交通要道。
“四靠近”原则支撑了“交通便利、生活便
利、就业便利”，保证了本次移民实现“搬得出、
稳得住、能发展、快致富”的新目标。
辉县市的工业基础好、企业多，相应的就
业岗位也就多。
范友群说，移民刚过来的时候，人生地不

熟，怎么办？一句话“靠政府”。想就业的，镇
上就介绍进企业当工人，想创业的也有对应的
扶持政策。像李金培这样想种菜没有技术的，
镇政府专门从河南科技学院请来专家现场指
导、解决问题。
李金培说：刚搬来的时候，有的方言听不
懂，
说的啥意思靠猜；
现在听懂了，
还能说几句！
5 月 16 日下午，在沿江村广场上玩的孟庆
辉被姑姑孟华叫回了家：赶紧写作业吧，免得
明天上学挨批评。
从 2011 年到 2021 年十年时间，无论生产
还是生活，淅川移民和常村镇本地人完成了全
方位融合。你想知
道这些年移民村娶
回多少个本地媳妇
吗？请继续关注本
报的系列报道。
扫一扫 更精彩

常村镇移民办主任范友群说：
“ 辉县市别
说没有丹江了，一年四季长流水的河都很少，
5月16日，孟庆辉的爸妈都在大棚里摘黄瓜。 去哪打鱼？我们就引导移民转变生产方式，靠
李金培说：像今天这种天，天凉，黄瓜五天 就近务工、农业种植、从事第三产业增收！”
摘一遍；如果天热了，三天一茬，就得雇人了。
李金培、彭兴梅种黄瓜的技术，是常村镇
这个大棚里的黄瓜“一生”3 个月，没有一 请的农业技术员手把手教的。
个“星期天”。
临近上午 11 点，沿江村党支部书记兼“万
浇水、追肥、掐丝、疏果、降蔓、采收，李金培 家鲜鱼庄”的老板万志斌坐不住了，每天的这
和彭兴梅这 3 个月里自然也不能放假公休。小 个点，送丹江鱼的车就该到了。
黄瓜7个一斤，一棵黄瓜能摘30个，一箱30斤，
小小的沿江村开了 7 家丹江鱼庄，青鱼、草
一斤 2 块钱；不及时采摘，黄瓜就老了，老黄瓜 鱼、鲤鱼、黑鱼，大大小小的鱼凌晨四点从淅川
要扔掉，
彭兴梅说：
那是扔钱，
舍不得！
装车北上，
午餐就要变成餐桌上的
“一鱼三吃”
。
李金培有一辆东风风光 SUV 小汽车，成
“靠近我们村有个很大的五龙山响水河游
箱的黄瓜多用小汽车拉出菜地。
乐园，游客们在那里玩了以后，就会来我们这
种黄瓜几年了？李金培说：2014 年包了 里吃丹江鱼，天天有生意；周一到周五游客稀
大棚开始种的。
些，像今天是周日，客人多，最多的时候，一中
收入咋样？一年能弄十来万元吧！
午我们翻过三次台呢！”万志斌说。
移民前李金培在广州打工，打工期间和昆
当日“万家鲜鱼庄”卸了 300 来斤鱼，鱼扑
明女子彭兴梅谈上了恋爱，两口子结婚后回到 扑腾腾一进鱼池，就有顾客来点鱼了。
淅川县仓房镇沿江村打鱼，移民到辉县前没当
换工作衣、戴上手套、操起菜刀、手起刀
过一天菜农。
落，万志斌“大开杀戒”，
“暴力、血腥的场面”让

切实抓好“三夏”生产
全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5 月 17 日，省政府召开全省“三夏”生
产暨夏粮收购秸秆禁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三夏”生
产、秸秆禁烧和夏粮收购工作。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抓好“三夏”生
产，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保障粮食
安全的责任担当，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今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也是建党 100 周年，夺取夏粮丰收，对于夯实全年粮
食丰收基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定市场粮食价格，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具
有重要意义。
武国定强调，要全力备战“三夏”生产，持续抓好麦田管理，科
学组织机收会战，突出抓好机收减损，种足种好秋粮作物，调整优
化种植结构，确保收好麦、种好秋。要切实抓好夏粮收购，做好托
市收购启动准备，大力推进市场化收购，维护良好收购秩序，努力
实现增产增收。要持续抓好秸秆禁烧，落实属地责任，坚持严防
严控，强化依法治理，推进综合利用，共同呵护蓝天白云，以优异
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

全省夏粮收购工作座谈会召开

1002 棵古树，
传承丹江移民的根脉

丹江鱼跳上太行山
□本报记者 宋朝 马丙宇 焦莫寒 李梦露

武国定在全省“三夏”生产暨夏粮收购
秸秆禁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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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夏粮收购“主动仗”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5 月 18 日，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洛
阳市组织召开全省夏粮收购工作座谈会，对夏粮收购工作再动
员、再研究、再部署、再安排。
会议强调，各级粮食和储备部门要加强调查研判，推动国家
粮食收购惠农政策落地。落实最低价收购政策，适时启动预案，
保护农民利益。要在 5 月底前确定第一批收储库点，提前完成空
仓验收，确保预案一旦启动有仓收粮。要大力开展市场化收购，
推进优质小麦订单收购，通过为粮油加工企业、省内外储备企业
代收代储，建立稳定的市场购销关系。要以贯彻新修订的《粮食
流通管理条例》为契机，规范做好粮食收购备案管理工作，优化收
购服务，持续提升为农为企服务水平。要强化与粮油加工企业合
作力度，着力开展租仓业务，充分利用现有空仓拓宽收购渠道，开
展多种经营，切实提高农民种粮收益和企业经营效益。

三门峡市陕州区官寨头村

480 余万元修复古村落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杨振宇 张珩）近日，三门峡市陕
州区张湾乡官寨头村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传统村落修复工程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官寨头村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区窑洞聚落，窑洞种类
齐全，有下沉式窑洞、独立式窑洞、靠崖式窑洞，历史悠久，分
布相对集中，具有一定规模，可称之为“豫西窑洞博物馆”，在
科研、教育、文化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我们村一直注重保护村传统村落的乡土风情，在‘修旧如
旧，保持原貌’的原则下，实施传统村落修复工程项目。此次共修
复 22 座院子、120 多个窑洞，前期投入 480 余万元。相信这个项
目修复完成后，能给村民带来更多的收入，助力乡村振兴。”村委
委员杜蕾说，官寨头古村落修复项目于今年 3 月 4 日开工，计划
在 9 月 30 日前完工。

高铁乘客突发疾病
宁陵中医手到病除
本报讯（通讯员赵敬雷 夏金明 记者李燕）
“11 号车厢有一
乘客突发疾病，请求支援，咱车上有没有医生？”5 月 15 日 19 时
54 分，上海至西安的 G1940 次高铁刚过徐州，乘务员在广播上发
出求救信息。
在 9 号车厢刚参加完上海医疗器械博览会返程的宁陵华英
医院院长孙贤华听到呼喊后，立即和医院其他同事一起来到 11
号车厢，只见一名 40 多岁的女乘客，满头大汗，腹痛不止，痛苦难
耐。孙贤华一边听乘务员介绍情况，一边对突发疾病的女乘客进
行“望闻问切”，询问发病情况。经号脉，他排除了心脏病，从病人
双手捂的位置初步诊断是胃部痉挛。
从事中医多年的孙贤华立即采用穴位按压，用左手的大拇指
和食指按压病人右手的“合谷”穴，用右手的大拇指按压“内关”
穴，同时，叫同去参会的护士长王珂双手搓热按压病人的“上脘”
“中脘”穴位，只用了短短的一分钟，病人病情大大缓解。病人病
情好转后，孙贤华又让随行医生去他包里取来药，给病人服下，直
到确定病人病情好转，孙贤华才和列车长一起放心地离开。
值班主任 姜永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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