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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大明 胡春娜

两年多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一一走进中原
大地上的 18个省辖市采访，聆听专家讲述神奇古老的
传说，翻阅各地源远流长的历史，欣赏多姿多彩的山水
风光，感受寻常百姓的市井生活……今天，当我们回味
这些日子里的点点滴滴，每个人都感觉收获满满。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尽管从 5米多长的《清
明上河图》中可以想象到北宋东京的盛世繁华，但当我
们真正置身开封，又是另一番滋味。“一城宋韵半城
水”——白天穿行于龙亭、铁塔、包公祠，晚上在御河荡
舟，有那么一刻，仿佛自己穿越千年，与杨家将并肩沙
场，与包拯同赏青天，与李清照共卷珠帘……

像开封一样，一座城市有了水，就有了灵性。在漯
河，我们看到沙澧、源汇、河上街等带着“水”的地名或
者街道，它们无声地提醒着人们，这里有过水波荡漾、
桨声灯影。在以“周家口”渡口起家的周口——这个沙
河、颍河、贾鲁河三川汇聚之所，我们想象着 600多年
的千帆云集、万船渔火。在许昌，看到绿色长廊穿城而
过，一道道绿、一汪汪水次第落入眼帘，我们感叹着“北
国水乡”的名不虚传。在南阳，站在卧龙岗上东望，我
们看到白河像一条银色绸带环绕了半个城郭……千年
时光，缓缓流水，见证了它们的万千风华。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印记。在“牡丹甲天下”
的千年帝都洛阳，穿梭在大街小巷，总能感觉到一丝若隐
若现的香气在空气中萦绕不断。而在“一片甲骨惊天下”
的安阳，可以看到街边一些建筑的外形，像极了出土的青
铜器。时光带我们远离着古老的历史，但仍有很多人像
我们一样，痴迷于寻找那些渐行渐远的“蛛丝马迹”。

每个城市，也都有着自己的浪漫和传奇。在三门
峡，我们知晓了这样的传说：大禹用神斧将高山劈成“人
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河道中的鬼石和神石将河
道分成三流，如同有三座门。在驻马店，我们知道了上
古先民“观天象，授农时”，将这里作为“天马星座在人间
的驻地”。在鹤壁，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仙鹤栖于南山之
峭壁”，更觉仙气弥漫……

郑州的烩面，开封的灌汤包，洛阳的水席，安阳的
“三大宝”，鹤壁的“淇河三珍”，信阳的炖菜……闲时约
上三五好友，找个小馆子，点几份特色菜，顺便捎上一瓶
当地的小酒，慢慢品，慢慢聊——这是很多城市百姓的
日常，也常出现在身在异乡的人的梦里。除了品尝独具
特色的美食小吃，我们学着说起了妙趣横生的方言土
语，在公园里、小河边看着人们吹拉弹唱着地方戏。这
些，恐怕寄托着无数人的浓浓乡愁吧。

一座城市的老城区，承载着当地人的悠长记忆，保
留着最纯正的地方味道。而当漫步在高楼大厦间，看到
图书馆、博物馆、城市展览馆等现代化建筑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在高铁站听到列车的一声声长鸣，我们感受到
的又分明是当地百姓建设美丽家乡、创造光明未来的希
望和期盼。

两年来，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只有深入基层、深入
实际，才能接触到最鲜活的故事，听到最真实的声音，从
而感受到一座城市中的人们为了美好生活而付出的最
真诚的努力。

希望有更多人像我们一样，走进中原大地上的一座
座城市，用脚步丈量它们，用双手建设它们，用身心热爱
它们，用幸福的生活装点它们。因为，这里是我们共同
的家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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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事看变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原 城

城市的发展变化，往往是一

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建设进程

的印证。

为了全面反映我省城市发

展和文明创建的成就，本报“精

彩周末”陆续推出“城生活”系列

报道，以整版方式图文并茂地对

18 个省辖市的历史文化、民俗

美食、城市建设、百姓生活等诸

多方面进行了整体报道。从

2016年 7月 22日推出《邂逅郑

州》，到今年 8月 17 日《山水济

源》收官，历时两年多。

两年多来，本报记者深入全

省各地采访，常常惊讶于一座城

市历史的博大精深，民俗文化的

丰富多元以及城区面貌的巨大变

化；也常常感慨于百姓生活的多

姿多彩，感动于各地群众对家乡

的深深热爱。今天，本版采撷18

个省辖市百姓的生活感受，呈现

专家对中原城市发展的评述，并附

上记者在采访中的心得体会。这

些，也恰可作为改革开放40年来

河南城市发展的注脚。7

□周全德

2017 年 末 ，河 南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50.16%，意味着我省城市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乡村人
口数量。河南，亦从一个数千年的农民大省，开始进
入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社会发展新阶段。改革开放
以来，伴随着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变革、人口大流动、
观念大更新以及信息大传播，我省18个省辖市作为
各具魅力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奏响了一首首彰显现代城市文明的壮丽凯歌。

河南城市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六千多年前
的仰韶文化晚期。之后历经北宋的繁盛、频繁战乱
导致的人口和文化南移、近代列强侵略造成的凋敝、
新中国成立后复杂环境下的逐步复苏以及由改革开
放浪潮推动的勃兴，河南城市文明又迎来了重铸自
身辉煌的明媚春光。

如今，这里有国家中心城市、全国商贸中心之一
——郑州，有旧貌换新颜的历史文化名城开封、洛
阳、安阳、许昌、南阳、商丘，有以转型发展和绿色发
展而闻名遐迩的现代工业名城新乡、焦作、鹤壁、濮
阳、平顶山、三门峡、济源，有以多业并举、城乡统筹
发展的丰硕成果而声名鹊起的漯河、信阳、驻马店、
周口。凡此种种，无不以其历史记忆的惯性、现代发
展的动感，以及历史与现实交融互补、交相辉映的魅
力，拨动着人们的心弦，激扬着人们的情趣，提升着
人们的思想境界及生活品位。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国家现代化历程的集
中表述，也是人的社会化和人的现代化本质特征的
具体体现。这些不仅表现在拔地而起的高楼群、绵
延万里的高速路、纵横交错的立交桥、宽阔平坦的飞
机场、四面八方的地铁网络等蔚为壮观的现代化物
质设施，也表现在赶庙会、逛夜市、观灯会、尝美食、
看戏品茗、赏花观景，以及强身健体、上网入群、唱歌
跳舞、以共同生活情趣及爱好交朋会友等传统与现
代传承创新、交叠共识的中微观生活形态。在这里，
便捷高效的智商与厚重纯真的情商融为一体，让人
分不清究竟是城市生活在包蕴人的身心，还是人的
身心在拥抱城市生活。

与改革开放前的短缺经济及文化生活单一时期
相比，无论是在衣食住行、求学就业、寻医养老等人
伦层面，还是在休闲娱乐愉悦身心、自由创造促进个
性全面发展的道德与审美层面，今天的河南人无疑
正在享受着美好愿景的逐步成真。

河南城市社会的来临，标志着中原现代城市文
明建设跨入了新时代、新阶段，呈现出新作为、新气
象，与此同时，人们对其将有新体验、新感受。纵观
全省 18个省辖市，其城市的生机、活力和魅力就在
于能够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城市化进程中历史与现
实、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以及较好地推动城市发展中
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协调并进、城市生活中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交融互补。

透过饱经沧桑的历史文献和鲜活逼真的现实生
活实例，我们看到的是缕缕乡愁与城市繁华的兼容
并存，城市自然生态与社会心态的高度吻合，绿水青
山与人文情怀环绕下的现代城市风貌，以及集历史、
文化、科技、性格、襟怀、法理、事理、情理等为一体的
中原城市文明品位。可以预料的是，在全省人民的
共同努力之下，河南城市文明建设必将跃上新的台
阶，闻名全国、享誉海外。7

（作者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一起品味
中原城市文明

感受火热生活
收获满满惊喜

岁月悠长 年华正好初秋的清晨，如意
湖畔鸟鸣声声，人们在
微凉的风中晨练。在郑
州生活 16 年，我见证了
许多，比如郑东新区的快
速发展，城市住宅与商业
中心越来越有范儿，汽车
4S店从几十家发展到好
几百家，机动车保有量从
几十万辆到 400 万辆左
右 …… 蓬 勃 发 展 的 郑
州，怎能使人不振奋，怎
能使人不留恋，怎能使
人不感动！（七月）

郑
州

在开封生活了 60
年，亲眼看见这座古
城长高了、变靓了：城
区扩大，道路宽敞，新
区高楼林立，汴西湖
风光秀丽……每天有
大批游客夜游御河，
每年的“菊花文化节”
也是人如潮涌。自贸
区的成立和“一渠六
河”的开发，更使它焕
发出生机与活力……
开封变了！（伊胜利）

开
封

古城快速路、龙门
综合交通枢纽、王城大
道快速路以及新街大
桥、李城桥等设施的修
建和投用，给出行带来
了极大的方便。新区
的市民之家、会展中
心、体育场等现代化建
筑，正在成为洛阳的新
地标。在这座古城中，
可以体会到“飞”一般
的幸福感。（李艳霞）

洛
阳

当年的园林路是
土路加石头，每逢下雨
就一片泥泞。如今的
园林路早已整修一新，
周围添了不少小区。
每当夜幕降临，鹰城广
场也会热闹起来。许
多人在这里散步，跳秧
歌舞。广场西南角，还
会有一些人敲锣打鼓
唱戏……人入景，景怡
人。（王艳玲）

平
顶
山

前 阵 子 ，和 我
家一路之隔的公园
正式开放。晚饭后
去散步，在长满绿
草的土山高处遥望
万家灯火，倍感惬
意。在土地金贵的
城市里，在林立的
钢筋混凝土中，能有
这样一个公园，很难
得，让人有满满的
获得感。（吴玉江）

安
阳

在淇滨区工作多
年，鹤壁的城市规划
和管理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千百年过
去，淇河的水还是清
澈见底。闲时，我喜
欢在河边儿溜达，品
味“诗苑长廊”上的碑
刻诗文。相信每个人
都能在这里获得精神
上的满足。（陈秀杰）

鹤
壁

前几天，儿子等公
交时突然发现公交卡欠
费，站牌一位阿姨悄悄
塞给儿子一块钱……
仔细想想，我深爱的，是
这个城市的温暖。一年
四季出门见绿，城市开
阔而干净。我不介意新
乡属于几线城市，舒心
就好。（代小七）

新
乡 从人口数万的矿

区发展到近百万人口
的新兴旅游城市，这里
的变化太大了。宽敞
的道路上车流如梭，住
宅小区风格各异，园林
景观清新隽秀。“抬头
见绿，起步闻香。”曾经
的“煤城”，有了崭新的
面貌。（刘静）

焦
作

濮 阳历史厚重，
是“中华龙乡”。濮阳
兼容并蓄，中原油田让
天南地北的人们汇聚
在一起，南腔北调，文
化碰撞，青春在这里恣
意飞扬。记住濮阳吧，
这个浓情蜜意的小地
方……（魏利民）

濮
阳

从建安桥到八一桥
的河岸边，姹紫嫣红的花
朵在浓荫里摇曳。芦苇
丛中飘来童稚的歌声，脑
海里闪过府西路中央那
棵古树的身影……发达
的水陆公交体系，美不胜
收的水系景观，唯有身临
其境方能品得。（刘璐）

许
昌

桥，是这座城市
最打眼的建筑。从早
期的“老大桥”、丁湾
桥、彩虹桥、澧河桥，
到近年来新建的黄河
路大桥、太行山路大
桥等等，彰显着城市
的特色和品位，镌刻
着城市发展的足迹与
历史。（张俊霞）

漯
河

有同学来这里出
差或短暂停留，常常
感慨：这里是天堂！
樱花、牡丹、郁金香点
染了春夏，月季花热
闹了整个秋天。冬天
里，美丽的白天鹅结
伴而来，从不失约。
美 在 这 里 ，醉 在 这
里。（董慧敏）

三
门
峡

“咦，火车站前的
广场真排场。”“‘商’
字咋看着变小了。”老
商丘人常有这样的感
慨。“商”字是地标，曾
经显得异常高大，如
今与周围的建筑相
比，已经不那么起眼
了。这里，旧貌换新
颜。（张然）

商
丘

闲时，在周口公
园，穿过茶雨轩，在公
园东北角观赏人工瀑
布，保证你的心情美
美哒！或是去关帝
庙、淮阳太昊陵、西
华女娲城、鹿邑老君
台等地沾一沾文化气
息……在这里生活，

“得劲嘞很”。（周宣）

周
口

得益于白河，南
阳被称为北方水城。
三千年楚风汉韵在
此交汇，饮食也有着
明 显 的 融 合 痕 迹
——一碗窝子面，兼
具热干面和臊子面
之长。南阳人的生
活节奏可快可慢，卷
舒随心。（归欣）

南
阳

每次去驻马店，
朋友总会带我去逛
步行街和小吃街，或
是去练江河边风景
宜人的公园里遛弯
儿。给我印象最深
的是市容环境的改
善：路面干净整洁，
走到哪里都是秩序
井然。（汪宁）

驻
马
店

工人文化宫和浉
河公园，曾为我留下美
好的回忆。二十多年
过去，浉河沿岸依然柳
影婆娑。在岸边茶摊
约上三五知己，婉转的
信阳腔调还是颇有韵
味。闲时去郝堂听听
荷叶的低语，也是美
事一桩。（喻梅青）

信
阳

这座城市很小，
却处处是风景。走在
大街小巷，仿佛置身森
林。林木高低错落，花
草摇曳。随意停下，都
能找到一处小游园。
草地上、树阴下，随处
可见唱戏、纳凉的游
人，他们也已成为城中
一景。（郭林）7

济
源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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