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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8年 10月，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简称郑州航空港区）获批设立 5年半之后，
我与尚攀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起飞——第一
航空港成长记》，即将付梓印刷。

从 2016年 6月开始与郑州航空港区“亲密
接触”，两年多时间过去了，我省建设航空港区
的壮举与其中澎湃的激情依然令我热血沸腾。

400多个日夜，我“沉浸”在郑州航空港区
建设的“洪流”之中，采访、搜集资料，看媒体报
道，看视频，潜心创作，我被一个个人物感动，被
一件件事情感动，被一个个历史瞬间感动，被一
项项伟大成就感动……

而曾经，近在眼前的郑州航空港区，在我的
意识里根本就不算什么。不就是机场周边的一
个行政区划嘛——一个省会城市，有一座机场
再正常不过了。而为了便于管理，把机场及其
周边做一个行政区划，建一个航空港区，当然也
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没有真正
了解航空港区之前，我对媒体关于航空港区铺
天盖地的报道是漠然的。

2014年 5月，我受邀参加郑州市委宣传部
组织的一个采风团，到郑州航空港区的新郑国
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简称机场二期工程）建设
工地、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区等参观。当时，对机
场二期工程的感觉，就是一个“大”，8000多亩
地，真的是一望无际。而对富士康，除了对生产
流水线上的“快”有点记忆外，就是他们的工人
真多，当时已超过 30万人。但仅此而已，郑州
航空港区并没有令我刮目相看。

也是机缘巧合。2016年 5月的一天晚上，
我在信阳南湾湖附近的一个宾馆创作“美丽乡
村”题材的微电影剧本，河南科技出版社总编辑
李喜婷女士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兴趣创作关
于郑州航空港区发展的长篇报告文学，我欣然
答应。

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就是《起飞——第一航
空港成长记》，获批了2016年度河南省“中原文
艺精品创作工程重点项目”。

最初，我对这个项目非常乐观，以为很轻松
就能完成。但进入实施后才发现，自己对郑州
航空港区了解甚少，加上航空经济方面的知识
欠缺，面临的困难比预想的要大得多。

我不得不沉下心来，开始认真做功课：研读
有关航空经济、郑州航空港区的一些书籍，搜
集、查看大量与航空经济、河南航空发展等相关
的视频、文字资料，尤其是郑州航空港区获国务
院批复以来的新闻报道内容。

对资料进行了梳理、分析、思考之后，2016
年 8月 20日，我正式进入郑州航空港区“深入生
活”。

很快，郑州航空港区——这片昔日盛产红
枣的古老沙土地，就把我“震”住了——

郑州如此之大。老城区、郑东新区、航空港
区，加在一起面积超过 500平方公里。仅航空
港区规划就达 415平方公里，是老城区与郑东
新区面积总和的近 5倍，涉及新郑、中牟、尉氏
三个县（市）。

世界又如此之小。郑州航空港区如今不仅
开始盛产“苹果”手机，还通连着全球：无论是快
捷的飞机，还是虚拟的“因特网”，这里与世界可
谓“近在咫尺”。

在已完成二期扩建工程的新郑机场，我看
到了世界一流机场的模样。新建的第二跑道，
长 3600米，宽 60米，规格为 4F级，是目前中西
部机场最长的跑道，可满足当前世界上最大客
机“A380”的全载起降。与其平行的滑行道两
条。在两条远距离跑道间，新建南北垂直联络
滑行道两条。左右机坪新建有 79个机位。货
机坪上有4个货机位。

4F级，“4”表示跑道长度，代表 1800 米以
上；“F”表示能起飞和降落的飞机的翼展和轮
距，从小到大依次分为 A、B、C、D、E、F六个等
级，“F”是最大等级。“A380”是全球载客量最多
的客机，可承载 853名乘客，飞机全载达到 560
吨，绝对的“空中巨无霸”。

机场二期工程的核心工程——T2航站楼，
比原来的 T1航站楼大 3倍，地上四层、局部地
下两层，建筑面积48.6万平方米。鸟瞰T2航站
楼，就像一个大写字母“X”，不仅有着中华传统
的对称美，还兼具流线的柔和之美。两组弧形
指廊犹如张开的双臂，寓意是欢迎来自远方的
朋友，象征着“拥抱世界，迎接未来”；它的四个
指廊与主楼前面的综合交通换乘中心及两边的
客机坪、货机坪相互依偎，气势恢宏，筋骨相连，
浑然一体；大波浪式的楼顶，颇具动感，优美的
屋面曲线，舒展流畅。

另一重要工程是综合交通换乘中心（简称
GTC），这是继上海虹桥机场后，全国第二个将
城际铁路、地铁、客车、私家车等多种交通方式
有效衔接的综合换乘中心，主体地上二层，地下
四层，总建筑面积达27.4万平方米。

在 GTC下方，设有城际铁路和地铁站，城
铁、地铁向东延伸到高铁南站；地面向西通过迎
宾高架桥直达机场高速；旅客可通过城铁、地铁
和公路在此与机场实现零换乘。

近看 GTC，宛若一架硕大无比的飞机，被
T2 航站楼的西北指廊和东北指廊拥抱着，机
头指向郑州市区的方向，有一种蓄势待发的动
感，正如庄子在《逍遥游》里所言：“其名为鹏。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
之云……”

二

1978年，我 12岁。夏天，在考完初中之后
的假期里，我第一次随父亲到郑州。从村里到
万古集（当时的万古人民公社所在地），大约1.5
公里。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先到集上，把自行
车放在公社大院，再去大门口东边的汽车站坐

“屋车”（那时候我们称客车为“屋车”）。到县城
大约35公里，乘“屋车”正常情况下要一个半小
时。在县城的汽车站，等上大概两个小时，开往
省城的长途汽车才出发，150多公里路程，要经
过五个多小时的颠簸。父亲到郑州，是看他的
哥哥。而我跟随父亲到郑州的目的，是要看飞
机。

数十年过去了，记忆中看飞机的那个上午，
早已变得模糊，但来到机场附近的失望之情，却
永远忘不了。父亲拉着我站在机场一侧的马路
边，远远地看着空空的机场——那里并没有飞
机。

我问父亲，飞机场咋没有飞机呢？父亲说，
飞机还没来呢，你要想看，得等。

我毫不犹豫地表态：等，一定要等到看见飞
机。

记不清等了多久，我终于如愿以偿看见一
架飞机发着巨大的“隆隆”声降落在地上。那架
机翼上有着红色“中国民航”字样的银白色飞
机，显得那么高大——这对平时只见过云彩里
拖着长长尾巴飞机的我来说，真算是开了眼界。

回忆多年前我看到的那个机场，还有那架
飞机，与如今的新郑国际机场和各种客机、货机
都不能同日而语了。据媒体资料，截至2018年
8 月底，新郑国际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1832.5万人次，货邮吞吐量31.4万吨，连续五年
稳居我国中部地区“双冠王”地位；运营货运航
空公司 21家，开通全货机航线 34条，通航城市
37个，基本形成了横跨欧美亚三大经济区、覆
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枢纽航线网络，成为河南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开放门户和引领中
部、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空中经济廊道。

河南的航空发展史起步并不晚。早在
1923 年至 1925 年，冯玉祥就先后在洛阳等地
修建机场。后来，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中
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均开辟了途经河南的航
线，在郑州、洛阳、开封有不定期的航班起降。

1956年 8月 1日，郑州航站正式开航营运，
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航站——也就是我 40年前
看飞机的老机场，在燕庄，因此也被人称作燕庄
机场。如今，民航路应该是老机场留在那里的
唯一痕迹了。

燕庄机场最早是一个军民两用机场，在上
世纪80年代初，每天航班只有三五个。航站楼
更小，是一座两层小楼。

众所周知，郑州这座古老的城市，直到十九
世纪末还只是一个蕞尔小城（那时叫郑县），屋
厦破旧、人烟疏零、风沙弥漫，城区人口拢共也
不过两万，只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小镇，根本无法
比肩于当时的开封和洛阳。

1904年，火车第一次驶入郑县城。就是从
这天起，这座古城一改往日的萎靡不振，工商日
渐兴旺，人口日渐膨胀，城区日渐扩大。有道
是，“三年不飞，一飞冲天”。这一飞，如果从铁
路修通那年算起，至改革开放后的 1980年代，
郑州靠铁路“腾飞”了近一个世纪。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飞机作为先进的
交通工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缩短
了空间距离，节约了时间，而且安全系数高。正
是这些优势，发达国家早就开始发展航空产业。

我国的民航业起步较晚，我省的民航业发
展更不容乐观，直到上世纪 90年代中期，河南
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民用机场，航班更是少得可
怜。民航业的发展滞后，使得拥有在全国数一
数二旅游资源的河南，很少有省外国外游客光
临；丰富的工业品、农副产品，因为空运不畅也
受到影响。

随着城市的发展，燕庄机场因为离市中心
太近，加上狭小的空间难以承受当时的航空运
输，又无法向外拓展，机场外迁迫在眉睫。

1985年年初，我省就开始酝酿机场搬迁，
却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未能落地。直到1994年
6月 24日，新的机场才奠基动工。

1997年 8月 28日，郑州新机场——新郑国
际机场建成通航。之后，新郑国际机场被国家
民航局列入我国重要的干线机场之一，飞行区
等级为 4E 级，可满足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波音
747-400型客机的全载起降，同时保证20架波
音 737以上客机的营运，停机坪可以停 24架飞
机，候机楼面积是原机场的25倍。每周进出航
班 500多个，通航城市 40多个，全国近 30家航
空公司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开辟了航线，一个
以郑州为中心，四通八达、辐射全国的航空运输
网初步形成。

2013年 3月 7日，在惊蛰的春意中，一个消
息温暖了河南：《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
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首个（截至目前也
是唯一一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经济综合
实验区花落郑州。

由此，郑州航空经济驶上快车道，第二次展
翅“起飞”。

河南把郑州第二次“起飞”的支点，确定为
天空，即航空经济。而国务院对郑州航空港区
的批复文件，就好比是“发令枪”，让河南这个被
陷入“经济洼地”多年的内陆省，再次冲出低谷，
一飞冲天。

三

2016年 11月 21日，经过多方审批，我终于
走进了盛产“苹果”的富士康科技园区和承载对
外贸易的河南保税物流中心。

有专家称，从大枣到“苹果”，郑州航空港区
完成了从“舌尖”到“指尖”的转变，真正实现了
从土生土长的“土老帽”到颇具国际范儿的华丽
蝶变。而作为代加工“苹果”手机的世界巨鳄，
富士康已成为我省新时期发展航空经济的新引
擎，它不仅仅是支点，还是撬杠。尤其是对郑州
航空港区这座新城的诞生，起着催化剂和助推
器的作用。

的确，富士康给郑州带来了活力与蓬勃向
上的朝气：短短几年内，富士康就给河南带来了
超过30万人的就业机会，为郑州注入了新的血
液。同时，富士康还使河南出口外贸额连年翻
番，并拉动航空货运快速增长。让河南这个不
沿边不沿海的内陆省份，一举成为中西部对外
开放的翘楚。

陪同我釆访的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领导告
诉我，2015年 11月，富士康在郑州投资 280亿
人民币，建设第六代低温多晶硅薄膜晶体管液
晶显示器件(LTPS TFT-LCD)生产基地。第六
代低温多晶硅代表了世界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的最新水平，也是未来液晶面板发展的主流方
向。长期以来，因技术问题，我国智能手机厂商
使用的这种显示器件主要由日本、韩国厂商供
应。该生产基地建成投产后，每月可生产 2万
件液晶面板，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第六代低温
多晶硅生产线。

我们来到河南保税物流中心。一进大门，
“买全球卖全球，大门在郑州”的标语映入眼帘。
陪同人员告诉我，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 5月 10
日上午来这里考察时候，就勉励保税物流中心朝
着“买全球卖全球”的战略目标不断迈进。

在 6号库跨境电商（简称E贸易）分拣查验
中心，只见数十名工作人员在流水线排开作业，
从大宗货箱进场，再到打单、配货、包装、装单、
复核、封箱、贴单、码箱，最后进入X射线光机扫
描，出库送往消费者，最快仅需几分钟。

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短短的流水线，把全
世界的商品和消费者连接到了一起。而买这些
东西，不光保真，还能退货，且邮费低，只相当于
国内快递。而之前，购买海外商品的周期，一般
要 30-40天；退换货更是难上加难。仅物流费
用就比现在高10倍以上。

工作人员还介绍了其中的程序：平台商、物流
商提前将货物从国外运到保税区，货物集中报关
检验，消费者通过国际电商平台下订单，直接从
郑州分装发货，税少、邮费少、成本也平摊少了。

在这里，全球和郑州的联系，跟郑州同城的
联系几近相同——每天，有上千名消费者可以
拿到这里发出的海外商品。

这时我才知道，我居住的郑州，E贸易业务
成绩不断刷新国内纪录，一跃成为全国试点城市
的风向标和领头羊。彼时，这里的跨境电商平台
已集聚近500家企业，不仅跨境贸易逆势增长，
带动了消费，也带火了仓储、物流等相关产业。

数字是“骨感”的，也是无趣的。但为了说
明郑州航空港区发展的速度，我不得不罗列一
组数字：2016年，生产总值完成 622.5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3%。大枢纽建设全面提速，新郑机
场开通全货运航线 34条，其中国际航线 29条；
开通客运航线 162条，其中国际航线 25条；新
郑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 2000 万人次，增长
20%；货邮吞吐量完成 45.7 万吨，增长 13.2%，
其中，外省货物占比超过 50%。航空港区对整
个内陆的辐射作用进一步提升，口岸综合优势
不断放大，对区域经济的服务和带动作用显著
增强，全区全年完成进出口总额2784.5亿元，郑
州市占比超过 83%，全省占比超过 65%。新郑
综合保税区三期封关运行，2016年完成进出口
总值 3161.2亿元，跃居全国第一。通过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口岸进口的货物涵盖 12
个国家，郑州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进口鲜活产
品集散地之一。产业发展上，航空港区已经初
步建成全国智能手机生产基地，手机产量突破2
亿部，占全球出货量逾 1/7。城市建设上，航空
港区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50平方公里，人口超
过60万。

之所以如数家珍地罗列这些数字，是因为，
从真正了解郑州航空港区那天起，我便从内心爱
上了它——它令我震撼、令我感动、令我自豪。

四

2016年春节前，离除夕大概三四天的一个
下午，下起了雪。我坐在客厅，虽然屋里的气温
并不低，但我突然觉得厅柜里摆放的那些青铜、
陶瓷、泥塑没有一点生机。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猛然明白了，屋里缺少春
意——几盆花草，几枝鲜花。是的，过春节了，
家里应该增添点春意。

我立即换衣服，走出家门，去陈寨花卉市
场。下了公交车，穿过彻骨的寒冷，踏着“碎琼
乱玉”走进人流如潮的花卉市场。

即使在数九寒天，花卉市场的花棚里依然
春意盎然，摆放着各种碧绿的植物与盛开的鲜
花，还有散发着芳香的鲜切花。而且，价格适
中，普通家庭并不觉得昂贵。

放眼望去，一幅“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景象扑
面而来。君子兰、蝴蝶兰、蕙兰、国兰、素心兰等
各种兰花争奇斗艳，芳香四溢。杜鹃花也不甘寂
寞，白的、粉的、红的花蕊绽放，在缤纷的花海中
格外妖娆。牡丹、茶花，则显得高贵典雅，气质不
凡。水仙与凤梨（俗称红运当头）从量上占据了
绝对优势，大片顶着红色叶茎的凤梨如一枚枚火
炬，热烈而喜庆。水仙的成长有点参差不齐，有
的刚长出一两片叶子，有的才现蕾，有的已盛开，
它们看上去低调，却以浓郁的花香夺人。

鲜切花区，玫瑰、康乃馨、百合、满天星、剑
兰、非洲菊、红掌等五彩缤纷……

郑州并不是花卉种植区，这些花卉，大多来
自外地，乃至国外。它们有的坐着火车、汽车，
有的乘着飞机来到郑州。像鲜切花，除了来自
昆明的，大量的是来自荷兰。

我不禁又联想到郑州航空港区。一位河南
省的领导曾说，几公里的跑道，可以联通世界。
无疑，那个看似距离有点远的航空港区，其实与
我们河南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曾经，因为恐高和别的原因，我有终身不坐
飞机的打算。但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决定在路
程遥远的旅行中选择航空——在当今这个飞速
发展的时代，我不能排斥科技带来的便捷，这种
便捷像是一个奇迹，更像是一个美梦。

曾经，在观看河南电视台摄制于2014年的
大型纪录片《筑梦长空》时，我注意到一个叫卡
妮娜的加拿大女孩。

卡妮娜是郑州航空港区一家咖啡店的店
主，她去过世界上很多大城市，最后确定落脚
郑州航空港区——因为她喜欢这个城市蓬勃
的活力。

面对镜头，卡妮娜如是说：我看好河南，以
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郑州这边发展。

因为没坐飞机出行过，在郑州航空港区体
验生活期间，我未能进入新郑机场候机大厅，也
就没机会去卡妮娜的咖啡厅。

我计划有机会乘飞机去俄罗斯看看在那
儿创业的同学，或者去找移民澳大利亚的发
小——如今，从郑州去莫斯科和墨尔本，都很方
便，不再像以前那样到别的地方中转了，新郑国
际机场已开通直飞莫斯科和澳大利亚的国际客
运航线。我想象着，在候机大厅等候登机的时
候，走进一家优雅别致的咖啡厅，坐在舒适的沙
发上，品尝着浓郁的咖啡，享受着踏上旅程前的
宁静。不经意间，看到一个漂亮、带着甜美微笑
的女孩在柜台里忙活——她就是卡妮娜，那个
在电视屏幕上引起我注意的域外女孩。3

报
告
文
学

起
飞

筑
梦
长
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