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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人们提起柘城，就会联想到容
湖、千树园、“鸟类熊猫”震旦鸦雀，现在还
会提起“天鹅湖”。生态柘城已经成为柘
城县一个响亮的名片，闻名遐迩。

生态美丽的柘城县，提升了生活在这
里的群众的幸福指数，让柘城人为拥有美
丽的城市倍感自豪；它还有力地促进了城
市提质，提升了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辐射
力；它还吸引高科技人才在这儿安家居
住，为柘城县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科
技支撑；它还对柘城籍在外的商业精英产
生巨大的磁吸效应，很多柘城籍在外经商
人员回家兴业，为柘城县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大动力。

柘城县建设生态文明柘城的现实雄
辩地证明：绿水青山不但是宜居的家
园，还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实实在在的金
山银山。

震旦鸦震旦鸦雀雀安了家安了家

白天鹅也来白天鹅也来串门了串门了

今年春天，已经30多年没回过柘城的
白天鹅又回来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柘
城县容湖（当时称北旧湖）里，每年都有成
群成群的白天鹅在湖里徜徉、游泳。近年
来，柘城县持续加大生态建设，柘城县容
湖生态公园成功创办国家 3A 级旅游景
区，容湖的水质一直保持在饮用水标准。
生态好不好，天鹅最知道。终于，久违的
白天鹅又飞临柘城，返回它们曾经的故
乡。“天鹅回来了！”白天鹅飞临容湖的几
天里，很多柘城人跑到湖畔观看、拍照。
那几天，柘城人骄傲地刷着朋友圈里白天
鹅飞翔、游泳的照片，每个人都为城市的
生态宜居而高兴、自豪。

震旦鸦雀是中国特有的珍稀鸟种，被
称为“鸟中熊猫”。它的名字非常中国化，
古印度称华夏大地为“震旦”，这种鸟被称
为震旦鸦雀。震旦鸦雀是一种体型长约
18cm的中型雀类，被列入国际鸟类红皮
书，为全球性濒危鸟类。

据学者研究，这种鸟只分布在中国长
江中下游极少的地区。可是，震旦邪雀却
在柘城县安了家。

震旦鸦雀作为一种古老的、全球濒危
的鸟类，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极高。它能在
柘城县安家、繁衍，正是柘城县生态环境
好的最有力的佐证。

以功成不必以功成不必在在我的信念我的信念

打造柘城碧打造柘城碧水蓝天水蓝天

生态建设，非一朝一夕之功。柘城县

委县政府以“功成不必在我”的信念，一张
生态蓝图绘到底，生态建设力度一年比一
年大，生态建设投入一年比一年多。久久
为功，柘城县终于成为“天蓝城绿水净，宜
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柘城县近年来
先后被评为全国绿化先进集体、全省林业
生态建设示范县。目前，柘城县全县的绿
化覆盖率39%以上，绿地率36%以上，全年
优良天气数达到了322天。柘城县容湖生
态旅游区是“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国家
湿地公园”、“国家AAA级容湖生态旅游
景区”。柘城县是省级园林城市、卫生城
市，国家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曾经的容湖，是柘城人民口中破败不
堪的“北旧湖”。柘城县委、县政府以水景
为中心、以人文为根基、以园林为特色、以
科技为支撑，开挖了 2000亩水面，绿化了
30万平方米的绿地，建设了3个广场、4个
植物景观园和白瓷塔苑、观湖石桥、观鱼
长廊、音乐喷泉、水幕电影等旅游景点，把
北旧湖变成了一个天蓝地绿、水秀城美的
生态旅游休闲胜地。现在，容湖2000亩水
域成了柘城县水韵之城的核心，同时，惠
济河、古黄河、小沙河、余河坡、商柘运河
等 5条河流穿城而过，国家重点工程引江
济淮工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柘城县
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水韵生态之城。

柘城县容湖生态旅游区中的千树园，
是在容湖西畔的废林地上建设成为集树
文化博览园、自然生态园、科普教育园于
一身的绿色景区，是省级绿化达标公园、
省级科普教育基地，更是一部生态柘城的
树木史。千树园是绿的世界、树的王国、
花的海洋，园区总面积 620亩，引种树种
300多个，绿化苗木 4.5万株，建有 58处生
态景观和 36个花木园区。园区内一园一
景，自成特色。蜿蜒石径边一块块奇石雕

刻点缀园中，假山秀水遥相呼应，各类花
卉随时节而更替开放，四季不败。意蕴丰
富的尚木广场，独具柘城文化特色的柘树
园，绿波荡漾的金蝶湖，曲折回环的木栈
道，文韵深远的三友怡园，浪漫迷人的杨
柳河岸，爱意缠绵的七七鹊桥，还有那绽
放荣光、炫变芳华的年轮宝塔。一树一花
皆有情，一园一水成诗画。人们畅游其
中，犹如闹市里突然而至幽避森林之中，
流连忘返。

2018年，柘城县生态建设继续加大力
度。正在加快城区惠济河、古黄河、余河
坡、小沙河等内河综合治理和滨河景观建
设，在建设中，将生态理念、自然元素、碧
水因子注入城市建设各环节，展现城水相
依、水绿相映的美丽风貌。同时继续坚持

“以绿荫城”，实施“一河一廊两湖七园”绿
化工程，今年要建设古黄河湿地公园、建
成丹阳大道绿色廊道，改造提升容湖生态
旅游景区、开工建设椒香湖，加快建设法
治文化广场、炎帝文化广场、迎宾广场、商
周运河湿地公园、锦鸡湿地公园、如意广
场二期、西苑等7处园林绿地。

人们在惊叹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生
态美丽柘城正在迅速崛起的时候，务实
重干的柘城人仍然在生态柘城的伟大蓝
图上，一丝不苟地描绘着柘城更加美丽
的明天。

生态不仅是宜生态不仅是宜居的家园居的家园

还是经济发展的支还是经济发展的支撑点撑点

有一种片面的观点认为，抓生态，见
效益慢，影响经济跨越式发展。但柘城县
生态建设的实践证明：生态不仅是宜居的
家园，还是经济发展的支撑点。

2017年底，柘城县鑫锐钻石工具有限
公司顺利通过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评审，
成为柘城县第 15家高新技术企业。截至
目前，柘城县的高新技术企业总数位居全
市第一。柘城县还拥有省级工程技术研
发中心8家、省级工程实验室2家、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 2家，微纳米金刚石粉体材料
院士工作站和博士后研发基地各1处。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柘城县的
高新技术企业成为柘城县创新发展的
强大动力，支撑全县经济蓬勃发展。在
柘城县创新驱动发展中，人才成为重要
力量。目前，在柘城县高新区，有博士 8
人、硕士 30 余人、各种高层次技术人才
1200多人。

作为县城，留住这些在很多大城市都
非常“抢手”的高科技人才，生态环境成为
重要因素。正是看中了柘城生态宜居的
环境，很多高科技人才在柘城安了家。

今年2月8日，郑州柘城商会会长、企
业家赵波为柘城县贫困学生带来 20多万
元捐助。赵波说，每次回家乡，都发现家
乡更美了。很多在外的家乡商人，都有了
在家买房安家、干事创业的想法。近两
年，柘城县在招商引资中，柘城籍商人回
家创业，通过柘城籍商人搭桥招商成功的
案例比比皆是。

生态美丽的柘城，为招商引资、促进
经济跨越发展也起到了重大作用。

另外，柘城县在创建国家文明城市提
名城市中脱颖而出，离不开生态柘城这张
名片；柘城县在百城提质工作中打造区域
性中心城市，更依赖生态宜居的环境；柘
城县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生态环境让治
理工作事半功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美丽的
柘城明天更美好！

美丽生态助力柘城高质量发展
文/图 本报记者 蒋友胜

千树园全景。（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蒋友
胜 通讯员 马学贤） 文
明之城好人涌。近日，
柘城又出现一个拾金不
昧的好人，他将捡到价
值 万 元 的 物 品 物 归 原

主，被传为佳话。
快递小哥赵鸿涛平时工作主要就是送取包裹。3月28日上

午，他像平常一样在柘城县中原大街的客户那里接到两件包
裹后就往公司赶。然而在行驶途中，其中一件价值近万元的
包裹不慎遗失。赵鸿涛告诉记者：“中午的时候，接到客户的
电话，让去店里取两箱鞋发走。取到货后我就装在三轮车上
了，去往东关的途中，不知道怎么就掉了一件，等我回到店
里才发现。”

赵鸿涛说，遗失的包裹里装有 30 多双皮鞋，价值近万
元。发现包裹丢失后，他就急忙返回寻找，然而找了一圈也
没发现。就在赵鸿涛焦急万分的时候，他接到一个电话，赵
鸿涛的心情就像经历了一次过山车。赵鸿涛说：“打电话的大
哥通过箱子上面写的收货人的联系方式，电话联系到了郑州
的客户，郑州的客户又给寄件的鞋店老板打电话找到我的联
系方式。”

在电话中，赵鸿涛得知，捡到包裹的是正大广场的物业
经理司涛。内心无比激动的赵鸿涛就赶紧赶到了正大广场物
业管理处。司涛介绍说，当时他正准备出门办事，刚到广场
门口就看到了一个躺在地上的包裹。“走到那里一看有一件东
西在地上，前后也没有人，我捡到之后就按照上面的电话号
码打了过去，是往郑州打的，然后我就把这一箱货带回家
里，当时就想着是谁丢了东西都会着急，再说价值不菲，一
定要尽快还给失主。”

让人感动的就是这样一个个平凡而简单的小事，温暖了
你我，感动了大家。让春天的柘城，更加温暖可爱。

近万元包裹不慎遗失
热心群众相助最终物归原主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柘城县邵园乡马园
村村民景素霞，是远近闻名的热心人。近几年，经她撮合成亲的
男女青年就有 30多对。景素霞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金牌媒
人、巧嘴红娘。

在当红娘过程中，景素霞坚持自己在农村倡树新风、抵制高
额彩礼的原则。村民都知道，景素霞说媒有个“三不说”：第
一，女方讨要高额财礼的不说；第二，双方明显不般配的不说；
第三，有道德问题的不说。

景素霞告诉记者一件事：“今年说了一个媒，让她作难了。”
男方是邵园乡的，女方是外县的。女方那边的彩礼特别重，光订
媒就要的牛、羊肉各 100斤、果品 100斤、烟酒 4箱。而且现金
也要很多，至少拿 12万元。女方家人的意思是，别人家要的彩
礼都是 12万，他们如果要的彩礼少，在村邻面前没面子，好像
女方长得不漂亮似的。

景素霞看两个人品德都不错，女方和男方也算情投意合，就
决定一定要撮合成。

为此，景素霞在男女双方家中来回奔波了五六趟。在今年春
节前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景素霞又跑到女方家中。因为雪下
得大，当晚，景素霞就与女孩住在了一起。经过彻夜长谈，景素
霞苦口婆心终于把女孩感动了，最终女方家答应只要两万元的彩
礼。如今，两位年青人已经完婚，生活幸福美满。

景素霞说：“我认为彩礼降了下来，男方结婚时不借款，待
女方过来后，才能过好日子。现在，老百姓也都认可不要高价彩
礼这个事。我的说媒路子越走越宽。”

景素霞说，作为柘城县红娘协会的一员，她有责任做成人之
美之事，她要通过自己的牵线搭桥，让更多的有情人走到一起。

柘城有个巧嘴红娘景素霞

本报讯（马学贤）说起书画院，大家可能会立即想到城市里
的文化艺术活动场，可在柘城县皇集乡的乡村，也有一个书画
院。这个书画院每天都吸引来很多农民，闲时挥毫泼墨，也像城
里书画家一样从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中吸取营养、陶冶情操。4
月 10日，记者采访了这个位于乡村的柘城县老年书画院皇集乡
分院。

在皇集乡书画院，多名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在认真的探讨书法
技巧。他们边切磋边挥毫，认真仔细。为了展现他们的成果，几
位老人自告奋勇现场表演。很快，夕阳红、中国梦、老有所乐等
画作就呈现在眼前。据了解，这家书画院是柘城县老年书画院在
皇集乡成立的分院，为的就是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农村百姓的
生活中，不断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柘城县老年书画院皇集
乡分院学员胡学友告诉记者：“我画的不好，但经常来练习，既
提高了书画技艺，还锻炼了身体。现在，我心脏病好多了，神奇
的是我的头发原来都白了，现在又有一部分变黑了，练书法不但
能陶冶情操，还能锻炼身体呢。”

今年 71 岁的刘祥瑞老人，从小爱学习，但是因为条件有
限，小学未毕业就开始务农。皇集乡书画分院成立后，他是第一
批加入的，这也圆了他曾经的梦想。刘祥瑞说：“老年人六十岁
以后练书画对身体有好处，一群同龄人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放松
身心。每天跟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在一块儿长见识。现在国家的
形式好，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老年人不但老有所养，还要老
有所乐。现在，我们这些老年人组织到一块儿，谈谈国家的形
式，学习学习书法，非常好。今年春节，我们还给邻居写写对
联，为社会做点贡献。”

除了练习书法，老人们在书画院还组织了戏曲传唱、诗歌朗诵
等文艺活动。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71岁的易
殿义告诉记者，他来到书画院，就是为了找乐子。“在这个书画院，
每天这些人集中在一起说说唱唱，聊聊天作作画，心情高兴。”

据了解，皇集乡老年书画分院成立以来，已经有 50余名村
民加入。目前已经装裱作品近百幅。院长李继光告诉记者，为了
让更多的村民感受到文化带来的幸福和快乐，他们平时还组织了
展览活动。截至目前，已经进学校、村庄、街道组织了 18场展
出。“我们通过这些书画活动，不但弘扬了文化，还对老年人的
身心健康大有帮助。”李继光说。

皇集乡崔庄村村干部徐少华说：“这几位老同志确确实实老
当益壮，老而弥坚，这么大岁数了，还坚持练书法绘画，逢年过
节，还给群众义写春联、喜联，奉献余热，这种精神值得赞扬值
得学习。”

皇集农村有了书画院
农民放下锄头泼翰墨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通讯员 马学贤） 在扶贫工作中，柘
城县洪恩乡不但给予贫困户财力物力上的支持，还组织培训班，
让贫困户学到技术，增强他们自己的脱贫能力。近日，柘城县洪
恩乡党委、政府再次结合本地贫困群众的实际情况，联合县教体
局、县职业教育中心对贫困户开展了以“走出去引进来”为主题
的种养知识技能培训。不仅开阔了贫困户的视野，还帮助他们树
立了通过自身辛勤劳动摆脱贫困的信心。

在职业教育精准脱贫技能培训班上，受邀而来的相关专家教
授，为贫困户们讲授了小麦、西红柿等农作物的增产管理技术，
并就牛、羊、鸟的养殖技术和发展前景与学员们进行了探讨，让
贫困户们收获颇丰。

通过这次考察学习，不仅开阔了贫困户的视野，让他们认识
到了自己的差距，也使他们深受启发。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会趁
着当前的大好形势，抓住机遇，认真规划自己的小康发展道路，
把心思和气力用到摆脱贫穷、改善环境中来，努力争取早日脱贫
致富。

洪恩乡党委组织委员杨守领介绍说：“组织全乡建档立卡贫
困户免费开展专业技能培训，通过专家教授讲课与实训，使参训
贫困人员在种植增产、养殖增益及种植、养殖防病防疫等方面掌
握了更多的技能知识，提高了他们的技术水平，为贫困户脱贫致
富推动全乡经济发展、为 2018年洪恩乡实现脱贫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洪恩乡

组织贫困户学习脱贫技术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
插田。清明节后一场春雨，墒情来
了。柘城县农民趁墒情忙着春耕。
图为起台镇西陈庄村民用骡马犁地
耕田。 陈雁飞 摄

今年以来，柘城县惠济乡创新性推出“孝善基金”助精准脱贫、倡树文明新风活动，对全乡65岁以
上建档立卡的贫困老人，每月由孝善基金理事会发放现金。让这些老人“有吃、有穿、有零花钱”，过上
幸福的晚年生活。截至目前，2018年前3个月，惠济乡已经发放孝善基金48万余元。图为金桥村孝善基
金发放现场。 本报记者 蒋友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