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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毕兴世） 2016年7月19日，河南安阳
突降暴雨。西部山区的降雨量，创下当年全国单日降雨量之
最。殷都区（原安阳县）都里镇等多个乡镇受灾严重，镇里
23座大桥（涵），22座荡然无存，855户3933间房屋倒塌或
损毁，1000多人无家可归，8个行政村一度与外界失联。一
年过去了，灾区的重建工作怎样？现在发生了哪些变化？

7月 16日，骄阳似火，都里镇平静如常。宽敞平坦
的府前大街，新修的都里大桥巍然屹立在河沟两岸，沿
着长长的都里河沟走下去，岸上是修建一新1.5公里长
的“城墙”，恰似蜿蜒的长城耀人眼帘。受灾房屋已全部
修缮和重建完成。全镇规划的“六路”（都里至上寺坪、
南阳城至杨家河、南阳城至许家滩、南阳城至都里、南阳
城至东岭西、好井至磊口清峪，合计总长28.1公里）、“五
桥”（南阳城桥、许家滩桥、盘金脑桥、张格台桥、东岭西
桥）施工正酣，预计8月中下旬交付使用，一个充满生机
活力、山水秀美的生态都里重新向我们走来。15

“7·19”暴雨一年后
都里有了新变化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付菊平）7月
18日，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举行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佑安医疗联盟远程医疗信息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本次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佑安医疗联盟远程
医疗信息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是佑安医疗联盟远程
医疗信息合作签约首家医院。此次合作将极大地推动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推进分级
诊疗制度落实，更好地服务广大安阳患者，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将以此次签
约仪式为契机，立足长远，抢抓机遇，勇于创新，开拓进
取，精准施策，依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在
诊疗技术、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
势，使该院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为传染病防控事业作
出更大的贡献。15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签约佑安医疗
联盟远程医疗信息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
提高群众健康水平

信息速递

安阳 千年文化品有味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谢文松）7
月20日，安阳市中医院会议室内掌声不断，一场“转型发
展，我该怎么转？”演讲比赛正在举行。台上选手激情慷
慨，台下观众为之振奋，本次比赛在全院职工中引起巨
大反响，这是该院转型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活动。

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安阳市中医院的发展面临着
诸多挑战，转型发展成为医院的必然选择。为此，该院
领导抓住安阳市转型发展这一契机，在全院职工中开展
了“转型发展、我们怎么转”大讨论活动，以切实的举措
推动医院健康快速发展。关于安阳市中医院在医改中
如何转型发展，成为广大党员热议的话题。此次演讲比
赛，旨在以比赛促读书学习，不断巩固广大党员干部的
思想政治基础，调动广大党员为医院发展献计献策的积
极性，引导广大党员熟悉政策、了解政策、用好政策，为
提升安阳市中医院综合实力在全市医疗系统中的排名
贡献力量。观众和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比赛，大
家了解了身边爱岗敬业优秀党员、优秀职工的典型事
例、先进科室的服务经验、如何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创新
做法等。15

安阳市中医院

开展转型发展大讨论

□天津日报记者 王伟华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
都。”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安阳有着众
多骄傲的名片：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甲
骨文的故乡、周易的发源地、红旗渠精神的
发祥地、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所在地，是早期
华夏文明的中心之一。

有“百里画廊”美誉的太行天路，北起
桃花谷景区，南至仙霞谷景区，是俯瞰太行
山壮美风光的绝佳位置。乘车游走于太行
天路，放眼望去，无处不是大气磅礴的国画
山水长卷，深邃的峡谷、直立的岩壁，带给
人们强烈的视觉震慑。谷中之谷——桃花
谷是浪漫之地，长约4公里，海拔约800米
至 1736米，高差近千米。谷内奇峰突兀，
峭拔雄壮，一条蜿蜒曲折的桃花溪水贯穿
峡谷，谷内移步换景，景景相连，黄龙潭、飞
龙峡瀑布、飞龙峡栈道、九连瀑、桃花洞等
景点珠联璧合，显示出深峡藏秀的悠远意
境。

游走太行，当您沉醉于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之时，切莫忘了这里还有一条被誉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蓝色飘带——举世闻
名的人工天河红旗渠。20世纪60年代，林
州（原林县）人民历时十年在巍巍太行山的
悬崖峭壁上，修筑了长达1500公里的大型
引水灌溉工程红旗渠，孕育形成了“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
渠精神。

殷墟，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
等大量文物在此出土，这是中国第一个有
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
商代都城遗址，如今，这里全面系统地展现
出 3300年前中国商代都城的风貌。2006
年7月，殷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而若想更深地了解甲骨
文，别忘了还有一个课堂等你聆听，那便是
坐落于安阳市区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该馆
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功能于
一体，共入藏文物4123件，涉及甲骨文、金
文、简牍和帛书、汉字发展史、汉字书法史、
少数民族文字、世界文字等多个方面。

安阳不仅是甲骨文的故乡，也是五经
之首《周易》的发祥地。关注易经文化的
人，怎能不去羑里城感悟一番？位于汤阴

县的羑里城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
一座国家监狱，我国龙山至商周时期的文
化遗存，是中华文化之源，“文王拘而演周
易”“画地为牢”的历史典故就发生在这里，
是全世界周易研究者与爱好者朝拜的圣
地。

除了拥有闻名海内外的羑里城，千年
古县汤阴还是抗金英雄岳飞的故里。位于
县城中的岳飞庙，建于明景泰元年（公元
1450年），现存殿宇建筑百余间，是一处保
存较为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历代名人碑
碣石刻 300余块。提到寻根祭祖，位于内
黄县颛顼帝喾陵也是必游之地，这里唐代
建庙，汉代修陵，御祭碑碣林立，文化内涵
丰富，历朝历代多次修葺，清朝末年被风沙
湮没，1986年清沙得以面世。现已成为华
夏儿女寻根祭祖的圣地。

此外，安阳还拥有“中原第一官宅”之
称的马氏庄园、采用中西合璧的构筑手法
建造的袁世凯墓——袁林、被专家学者赞
誉为“中国的庞贝古城”的三杨庄汉代遗址
以及文峰塔、灵泉寺等多个古老而灿烂的
历史文化遗迹。 （原载6月15日《天津日报》十四版）

“中国航空运动之都”
为何花落安阳

□陕西日报记者 郑栋

五月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一
个高山滑翔运动举行的最佳时节。

5月27日上午，安阳爱飞客飞行大会——
第九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盛大启幕。
同时，以“我心飞翔，飞在安阳”为主题的2017
中国（安阳）国际通用航空装备博览会正式拉
开序幕。开幕式举行了精彩的空中飞行表
演，数十名跳伞运动员从飞机上一跃而下，在
碧空上演入场式、礼花飞舞、叠罗汉、七仙女
下凡等精彩表演。30具动力伞一字排开，或
几路并进，或上下翻腾，蔚为壮观。

本次航展的规模、数量和档次都超过
往年，共展出固定翼飞机、直升机、无人机、
三角翼、动力伞等各类飞行器超过400架/
具，其中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共 82架、30
具热气球、20架动力伞，无人机航模超过
200架，参展企业90余家。

安阳本是一座钢城，或者说是一座老
工业基地，这里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然而，这样炙手可热的“中国航空运动之
都”缘何花落安阳？

国际滑翔基地——“世界一
流、亚洲第一”

安阳航校有中国航空体育的“黄埔军

校”之称。资料显示：在发展通用航空方
面，河南省安阳市地理位置与资源禀赋都
得天独厚。

安阳很早以前就开放了东西宽170公
里、南北长70公里、面积4420平方公里的
3000米以下低空空域；安阳航校是中国航
协最大的航空俱乐部和航空体育训练、比
赛中心，有中国航空体育的“黄埔军校”之
称，已为全国航空体育培养近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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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风凭借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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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
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将豫东北
支线机场建设列入国家机场建设规划，为
安阳人的航空梦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2011年安阳市果断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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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航产业发展正当其时

依托林州滑翔基地，安阳市连续 20
多年举办数十次国内外重大赛事，并于
2009 年起，成功举办 8 届航空运动文化

旅游节。依托航空运动节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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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安阳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势头强
劲：高安航模、揽羽模型均为国内外知名航
模企业，产品远销欧美、日韩市场，销售网
络遍及全国；安阳神鹰公司是一家集轻型
飞机生产、销售、飞行员培训为一体的现代
化企业，他们与法国TOP公司合作的飞机
制造项目已落户安阳；安阳通用航空公司
与香港合作，成立了通用航空专业维修公
司；占地210亩的安阳空港新城，正在加紧
推进……

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通航搭台，旅游唱戏。安阳在发展通
航产业的同时，也借机大力挖掘独特厚重
的旅游文化资源。安阳有殷墟、红旗渠·太
行大峡谷两个5A级景区，A级以上景区达
22个。2016年安阳被确定为首批中国研
学旅游目的地城市，全市旅游业发展迎来
新机遇。本届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期间，
将举办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联盟大会，为
广大青年学生集体旅游、走出校园、亲近自
然、拓展视野搭建平台。

随着河南省五大国家战略的深入实
施，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确立了安阳省际

区域性中心城市定位，安阳市成为河南省
唯一纳入京津冀周边协同发展区的城市，
列入首批国家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
今年，安阳以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为平台，
重点在五个领域分享机遇、携手发展。一
是合作推进产业转型。将重点围绕新能源
汽车、机器人、无人机、通航制造、精密铸
造、轨道交通、装配式建筑等产业，全面加
强招商合作。二是合作推进基础建设。今
年将开工建设安阳机场、中国文字博物馆
续建、文化艺术中心、体育中心，实施 118
条市政道路建设，完成 153个园林绿化项
目，启动安阳古城保护复建、5条地下综合
管廊、重大水利工程、棚户区改造、旅游开
发、轨道交通等项目。这些项目都有很好
的发展前景和效益。三是合作推进环境治
理。四是合作推进创新创造。五是合作推
进通航发展。

安阳，一座古老的城市，一座年轻的现
代城市。

（原载5月28日《陕西日报》四版）

7月18日，内黄县检察院干警曹娜正在为民营企业
员工上法制课。今年以来，该院结合新形势、新情况，积
极组织干警深入辖区企业，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主
动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向企业管理人员和职工讲解相
关法律知识。15 刘超 刘肖坤 摄

内黄县检察院干警

深入民营企业讲法忙

7月16日，在殷都区都里镇盘金脑村北“盘金脑桥”
施工现场，修桥工人正在为铺装桥面钢筋进行绑扎作业

文峰塔

第九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上的飞行表演 岳书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