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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游桃花谷有感
□萧十三郎

千里太行半谷槐，

桃花净尽艾香开。

借问佳人在何处？

前度萧郎今又来。

林虑山 资料图片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刘
颉）7月6日，安阳市召开全市卫生与健康大会，会
上印发了《“健康安阳2030”行动纲要》《健康安阳
建设行动计划（2017～2020）》，确定了“十三五”
时期健康安阳的建设目标，为未来几年健康安阳
的建设明确了目标，指明了方向。

市、县两级全民健身中心覆盖率达到 80%；
每个县（市）至少有一所二级甲等医院；全市所有
非中医类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
成标准化“国医堂”……这些将在2020年在安阳
成为现实。会议还提出，到2020年，全市基本达
到全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全民健
身服务，健康环境明显改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显
著提高，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升；全市人均期望
寿命达到 77.3岁，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控制在 10/10万、4.3‰、
5.5‰以下。

据了解，为了给市民提供更好的体育锻炼条
件，到2020年，安阳市、县两级全民健身中心覆盖
率达到 80%，全市公共体育设施将逐步实现免
费、低收费全覆盖。此外，每个县（市）要重点办好
1所县办综合医院和1所县办中医类医院，且至少
有 1所医院达到二级甲等水平；每个乡镇办好 1
所标准化乡镇卫生院，每个行政村设置1所标准
化村卫生室，新型农村社区设置1个新型农村社
区卫生服务站。加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
设，有效发挥居民健康“守门人”的作用。4

安阳确定“十三五”时期健康建设目标

全民健身中心覆盖率达80%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刘
超）7月7日傍晚，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内黄县城
关镇南长固村的小学操场上就挤满了男女老少，
忙碌了一天的村民从田间归来，三个一群，两个一
伙，纷纷前来享用由内黄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等
单位联合“烹制”的“2017内黄县精神文明建设暨
道德模范故事会城关镇专场”文化盛宴，沐浴移风
易俗的文明新风。

激情的音乐、动人的节奏，活泛的腰肢、喜悦
的神情……晚会在《嗨起来》广场舞中拉开序幕。
八名中年“辣妈”和着激情的音乐，踩着舞点儿一
下子把大家带到了晚会的欢愉氛围之中。歌舞
《移风易俗 喜从天降》、小品《婚事儿》、男女对唱
《中华好家风》等一道道移风易俗的文化大餐陆续
登台。随后，6位姑娘真情演绎的音乐快板《爱满
枣乡——内黄道德模范赞》，在现实生活中提炼出
来的三句半《彩礼惹祸端》，诙谐又深具内涵的小
品《孝道》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让现场千余名群
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教育。

“这场晚会来得非常及时，通过巧妙地编排，
让村里的老百姓既看到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又从中受到了教育，更新了观念，非常好。”城关镇
南长固村党支部书记梁书臣一边说，一边竖起了
大拇指。

现场观看演出的南长固村村民赵现姣说：“节
目演得不错，很接地气，道出了老百姓的心声，希
望这样的节目以后多到咱农村来演。”4

内黄

文化盛宴进乡村
男女老少沐新风

《汉字风云会》
在安阳录制完毕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孩子特别喜
欢这个节目，观看节目时，还专门拿了本字典。”7
月 6日，刚刚参加完《汉字风云会》最后一场节目
录制的家长刘鑫说。这是继《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之后，他第二次带着孩子刘子瑜参加节目录制。

自6月 28日开始，来自全国36支代表队，共
180名小选手齐聚安阳国际会展中心，进行一场
激烈的“文字角逐”。由浙江卫视策划推出的大型
听写节目《汉字风云会》，于当天开始在文字之都
安阳开机录制。

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中国文字的发源地。
2015年在安阳录制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曾在
国内外掀起一阵“文字热”。时隔两年，浙江卫视
重磅推出大型听写节目《汉字风云会》，旨在发起
一次汉字书写能力的“全民暑期公测”。安阳市豆
腐营小学5名小选手获得参赛资格，组成河南省
代表队，出战本次《汉字风云会》。

总导演关正文表示，《汉字风云会》将会提升
赛制的趣味性，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
受文字的魅力，在书写过程中体会学习本身的价
值，观众在看节目的同时，可以一同品味汉字之
美，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节目预计于7月13日
起在浙江卫视晚间时段播出。4

□湖北日报记者 陶忠辉

数十名跳伞运动员从飞机上一跃而下，
在碧空上演礼花飞舞、叠罗汉、七仙女下凡：
来自16个国家的表演飞机时而盘旋、翻转,
时而扶摇直上，时而交会云霄……

5月 27日，记者参加全国党报记者“大
美安阳行”采访活动，见证了河南安阳爱飞
客飞行大会暨第九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
游节精彩一幕。

安阳本是一座钢城、老工业基地，何以
成为“中国航空运动之都”？

“安阳是一座会飞的城市！”安阳市委书
记李公乐一语道破玄机。

这里得天时地利。安阳很早以前就开
放了面积达 4420平方公里的 3000米以下
低空空域；世界上第一次载人飞行“万户飞

天”发生在安阳，新中国航空运动的摇篮诞
生在安阳，中国第一位女航天员刘洋籍贯在
安阳；位于海拔 1600米的林虑山山巅的国
际滑翔基地，已连续 10年举办国内外重大
赛事，赢得“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美誉。

这里更有抢抓机遇的果断睿智。2010
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明确提出：开放低空空
域，大力发展通用航空。2011年安阳市迅
速决策，将航空运动之都建设纳入全市发展
重点战略体系，出台政策、设置机构，加快通
用航空的产业发展、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

依托林州滑翔基地，安阳市选商引资，
贯辰、中宇等通航公司纷纷落户当地，高安、
豪克等航模公司乘势而上，航空运动、航空
教育等产业园区顺势兴起。

利用安阳航校飞行培训师资力量雄厚
的优势，当地高校从 2011年起开设了飞行
技术、航空机电、空中乘务等航空专业，安阳
市成为拥有全国为数不多的学历教育、专业
培训、社会培训相结合，从飞行员到空乘、地
勤、机修、保养等多层次、多类型的通用航空
人才教育培养体系。

通用航空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国
内外诸多航空元素集聚安阳：中国龙飞通
用航空公司计划在安阳建设通用航空运
营基地，环宇航空商务公司正在筹建全国

首家直升机 6S店，飞翔旅游公司则在整合
全市旅游线路，将在全国率先开通航空观
光航线……

今年，安阳先后获批“全国通用航空产
业园试点市”和“全国首批通用航空产业综
合示范区”，政策叠加优势更加明显。为此，

安阳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把发展通航产业
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全力打造集装备
制造、科技研发、教育培训、会展赛事、通航
运营、航空旅游于一体的通用航空全产业链
条。

（原载6月11日《湖北日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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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风云会》录制现场

□甘肃日报记者 洪文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古都有一
种向往，西安也好，南京也罢，但凡是那些史
书里出现频率很高的地名，都会让我莫名地
期待，总觉得它们的厚重深沉、博大宽容，更
经得起品味。

一想到要去中原大地的古都安阳，心里
就有种说不出的激动。大概是从小听多了
那些历史故事里的悲欢离合，却始终未曾踏
足的缘故吧。

前不久在郑州开会，恰巧安排了一次安
阳采风，与其说采风，我更愿意说是走了一趟
安阳。这里用“走”，一是因为时间受限，很多
想去的地方都没能去，走马观花；更重要的
是，当我双脚踏上这片土地，心中便对这里厚
重的文化和精神内涵生出无限的敬畏。

从郑州出发到安阳，有一个多小时的车
程。从小在甘南长大的我，总以为家乡的草
原就足够辽阔了，可当我透过车窗向外张望，
才明白“辽阔”这个词用在这里才更恰当：车
子仿佛在一个巨大的棋盘上行进，纵横的公
路整饬而悠长，如线条一样笔直地延伸到远
方，这种空旷感只有驾车前往河西时才有过，
但与大漠戈壁唯一不同的，是公路线条间的
戈壁黄沙变成了一片片绿油油的农田。

就在一路的赞叹中，不知不觉已经抵达
安阳。

走进古都，且不说旧石器时代的先民足
迹，单凭三千多年的历史和“七朝古都”的名
号，也让我急于想追寻前人的脚印，聆听那
些流传千年的传说。

到安阳，就不能不去殷墟。这里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
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

三千多年前，商王盘庚迁都于此，改“北
蒙”为“殷”。直至商朝灭亡，这里经历了八
代十二王，历时254年。后人称这段历史为
殷，此地也被称为殷都。殷都被西周废弃之
后，逐渐沦为废墟，“殷墟”之名由此而来。

站在洹河畔红色象形“门”字大门前，一
座座仿商代建筑已经在眼前的幽林中若隐
若现，要不是向导指引，谁能想到千年的文
化瑰宝和历史的变迁都统统埋藏于此。

穿过繁花丛中的小路，来到了位于地下
的殷墟博物馆。满墙的龟甲骨片上写满了
密密麻麻的文字，一尊尊青铜器上凝聚着古
人的智慧和艺术，走在其间，仿佛时间都凝
固在那一刻。

走出博物馆，一片绿茵的尽头，是发掘
的宫殿宗庙基址，宫殿、寝居、宗庙、祭坛等
建筑虽早已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但这些残墙
断垣经历了历史的沧桑，气度却丝毫不减。

卵石小路两侧的树林里，排列着数块甲
骨文石碑，只是这些石碑上的字，要不看旁
边的简体翻译，几乎很难认得出几个。两旁

的祭坑里，一具具白骨堆放其中，他们的名
字从未被史书记载，却在这里用已没了血肉
的躯体静静地诉说着历史。

威风凛凛的女将军雕像后，是殷墟唯一
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妇好墓。据
说这位商王的爱妃，曾多次率兵出征，立下
赫赫战功，深得商王武丁宠爱和臣民的敬
仰。我想这座 7层古墓里大量精美的青铜
和玉器，就是对她最好的祭奠吧。

走出殷墟，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片被
洹河环绕着的土地，见证了多少金戈铁马，
养育了多少帝王将相，几度辉煌，几度沧
桑。相比隔河相望的现代化都市，这里的每
一寸土地都那么深不可测，沉淀着遥远深邃
的过去，等待后人去探访。难怪郭沫若先生
游访殷墟时，都会写下“洹水安阳名不虚，三
千年前是帝都”的赞叹。

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中国文字博物馆
便成了不可不去的地方。那些来自不同时
代、不同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穿梭了几千
年的文字，都汇集在这座宏伟建筑里。

中国文字博物馆占地143亩，总建筑面
积3万多平方米，从广场的象形“字”形字坊
进入，途经两旁的金色铜制甲骨文，拾级而
上直达皇宫般的主馆。主馆高 30余米，采
用殷商时期代表性的饕餮纹、蟠螭纹图案浮
雕金顶，气势磅礴，红黑图案的雕墙和雕柱，
颇具殷商文化艺术的辉煌与气度。

大厅设计隐含了传统文化中“天圆地
方”的理念，四壁的浮雕分别展示了中国文
字发展史，不同内容不同字体的文字由上及
下由远及近呈现眼前。

走在文字博物馆，就像徜徉在文字的海
洋里，篆、隶、行、草、楷，运用不同书写形式
在不同的载体上展示着各自的性格。整柜
排列的龟甲兽骨、陶罐器皿、玉石古玺、竹简
棉帛和古币上，一笔一画地写满了那些已知
和未知的历史，也写满了文字起源发展的艰
辛历程。

如果说安阳只是文化的安阳，恐怕还远
远不够。这里除了三千多年的悠久文化，还
有人类与大自然斗争的壮举，还有咬紧牙关
诠释“人定胜天”的豪迈。这股豪迈的源头，
就是位于安阳林州的红旗渠。

与中原大地不同的是，红旗渠所在的林
州位于晋、冀、豫三省交界，地处太行山腹
地，山多水少，石厚土薄，历代林州地方志
中，都记载着一个特点——旱。

半个世纪前，十万林州开山者，历时十年，
绝壁穿石，挖渠千里，硬是在这崇山峻岭间，
建成了一条人工天河，写下一段当代传奇。

纪念馆墙上的文字和照片，铭刻着当年
那段舍生忘死的记忆。站在挂满锄头和铁
锤的纪念墙前，看着这些简陋工具上的斑斑

锈迹，耳边似乎清晰地响起当年那些雄壮有
力的号子声。

对我这个甘肃人而言，也许是因为对穷
苦的故事从来都不陌生，因此这种滴水穿石
的坚韧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容易让我为
之动容。

登上红旗渠，即使是走在早已为游客开
辟的平整路面上，都会让人提心吊胆，脚下蜿
蜒的渠水像缠绕在山腰的玉带，巨型石块平
整地砌成水渠，仿佛当年那些开山者粗糙的
大手，攥着命一样紧紧地攥着这条救命的水。

沿渠前行，就来到了红旗渠总干渠最长
的隧洞——青年洞，据说隧洞正是为了表彰
当年青年开山者的艰苦奋斗而命名，放眼望
去，太行山脉连绵远去，山下那些曾经干旱
的村庄早已被绿树围绕。蒙蒙的山雾中，四
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在绿树丛中依稀可见，大
小车辆匆匆忙忙地行驶在路上，一派生机勃
勃的景象。

站在红旗渠边，仿佛能感受得到大山的
心跳，空气中似乎弥漫着当地人骨子里透出
的倔强，不由得想，到底是怎样的动力，才能
激发出人类难而不惧、拓荒创业的精神，是
生存的本能，还是理想的号召呢？

走在安阳，一边是中华文化的源远流
长，一边是安阳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可惜两
天的时间太短，短到我无暇细细品味眼前的
一切。好像刚与一位品性相投的朋友相识，
聊到兴起却要分开，难免有几分相见恨晚的
伤感和依依不舍的牵挂，以至于离开安阳数
日，这个名字还久久回荡在心头。

(原载6月27日《甘肃日报》八版)

走 安 阳

殷墟 资料图片

一座会飞的城市
——看安阳如何打造“航空运动之都”

林州滑翔基地 陈广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