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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走进中国文字博物馆探寻文字起

源，置身于太行纵情山水，步入殷墟感

受3000多年前的商都繁华……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安阳文

化旅游资源禀赋优渥、特色鲜明。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日益增

长的新时代，该市将文化旅游作为“四

大千亿级”主导产业之一，恰逢其时。

立足优势，安阳坚持创造性保护、

创新性发展，着力打造转型升级的新

引擎。2018年，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

客 5338.94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2.56%；旅游总收入 506.55 亿元，

同比增长16.07%。

然而，文化旅游产业还没有成为安

阳的支柱产业，与文化旅游资源大市的

地位不相适应。由资源大市到产业强

市，安阳文化旅游如何“再上一层楼”？

□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

鲜花扮靓汤阴“花样生活”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李晓伟

又到人间四月天。4月14日，走进汤阴
县汤河国家湿地公园，只见大片大片粉色的
樱花盛放，映红了姑娘们灿烂的笑脸；碧绿
的草地上，一群孩子争相诉说着“自己找到
的春天”。

“湿地公园种满了花花草草，许多我都
叫不出名字。我在这里既能锻炼身体，还能
欣赏美景，闻着花的芳香，着实让人陶醉。”
正在锻炼的市民林女士高兴地说。

城市需要鲜花与绿意。春暖花开的好
时节，汤阴县城的绿植处处冒出新芽，开满

鲜花。走进城南公园、人和公园、汤河公
园，随处可见绿草如茵，花木繁茂。老年人
在花径中悠闲散步，年轻人在绿荫下运动
健身，孩子们在广场里追逐嬉戏。家住河
畔人家的市民张林告诉记者，以前上班没
时间，自从退休后，他每天上午都和老伴到
汤河公园散散步，“这里有花有草，空气又
新鲜，出来锻炼一个小时，一天都感觉神清
气爽。”

如今，鲜花已然成为汤阴一张艳丽夺目
的名片，以“鲜花”为核心的经济文章也书写
得有声有色。

在汤阴县的街头巷尾，到处可以看到花
农摆设摊位，市民围拢挑选鲜花的景象。记

者来到汤阴县向阳路北段一个花农销售点，
只见不少行人被鲜花所吸引。有的人看后
便买一盆放到自己电动车上，也有的人专门
开车来买。

正在精心挑选花卉的市民张先生说：
“我整天与电脑打交道，这次买几盆绿植放
在办公室，净化室内空气。”

“我要挑几盆颜色鲜亮的花卉放在客厅
里，让家人一进门就感觉心情舒畅，天天过
着花一样的生活。”李女士一边把挑选好的
花卉往自己的小汽车上搬，一边告诉记者，
只要有新的花卉上市，她都会选购一些鲜花
摆放在家里，客厅、阳台到处都有鲜花，生机
勃勃。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的消费理
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挑选花卉盆栽装饰家
居，不仅愉悦身心，又环保又时尚。”花农老
刘告诉笔者，鲜花根据品种不同，花期不同，
价格也不一样。许多市民在选购鲜花时，都
会买价格偏低且存活时间比较长的盆栽花
卉，我们也会教大家一些养花小知识。另
外，现在一些花草种子，也受到消费者尤其
是年轻人的热捧。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花卉以其独
特的价值美化了环境，在成为帮助农民增收
的一把“金钥匙”的同时，也扮靓了人们的

“花样生活”。9

一季度

安阳新增就业2.5万人

本报讯（通讯员 刘云丽）近日，安阳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3月底，安阳市城镇
新增就业 2.5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7097人，就业困
难人员就业3050人。

面对经济运行出现的新变化，安阳市大力实施就业
优先战略，多渠道、多形式促进就业创业，实现了温暖
开局。

今年年初以来，安阳市人社部门把稳就业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全力落实新一轮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突
出重点，多措并举，多渠道、多形式促进就业创业，全力确
保就业形势持续稳定，大力开展以“返乡创业就业、就业脱
贫攻坚”为主题的“春风行动”，组织2019年就业援助月专
项活动和春季大型招聘会，举办各类招聘活动45场，提供
就业创业服务 10万余人次，达成就业意向 1.05万人。截
至3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2.5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
业 7097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3050人，分别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的 38.5%、45.5%和 72.6%。全市共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 1.46亿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37.4%，扶持 1378人
创业，带动就业 4600人次。全市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1.1万人，组织农村劳动力参加技能就业培训 8801人，
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5780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62.1%、40.0%和 52.5%。9

安阳市民体验5G巡展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 通讯员 靳乐）都说
“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4月 15日，安阳移动5G巡
展亮相万达广场，5G终端、魔镜、VR游戏、5G平衡球、机
械臂猜拳和抓娃娃、4G/5G高清视频对比等精彩系列应用
吸引市民驻足体验。

这天，安阳移动5G巡展让市民感到惊喜，为大家带来
颠覆性的科技体验。人们在一面看似普通的全身镜前排
起了长队。这面镜子看似平平无奇，实则大有玄机，这是
一面让人照得根本停不下来的“魔镜”。这面“魔镜”可以
根据站在它面前“主人”的性别、长相、身形，变化出各种服
饰任君挑选。“主人”只需站在镜前，做出相应手势，即可把
喜欢的衣服自动“穿”在身上。不仅仅是衣服，发型、配饰、
鞋子，只要将信息存储到“魔镜”之中，通通都可以进行选
择，让你瞬间变装不是梦。

有这样一台机械臂，它可以准确细腻地同步做出体
验者的手臂动作，能轻松抓取布娃娃，让周围的观众惊
叹不已。未来，该技术将应用在工业生产、紧急救援、远
程协助等方面。最“硬核”的应用就是 5G网络下的实时
画面回传，用 4G回传会明显地出现卡顿和时延，而在 5G
网络下，回传 4K或 8K画面不仅图像更清晰，而且更流畅
自然。

看了 5G巡展精彩的表演和体验，不少市民感叹：“太
厉害了！”9

文峰区纪委监委

打好派驻监督组合拳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利庄 通讯员 郭立旗）4月
17日，记者从安阳市文峰区纪委监委获悉，为深入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文峰区纪委监委主
动适应监察体制改革新要求，实行三步紧跟进，打好派驻
监督组合拳，积极探索监督路径，不断提升监督实效。

日常监督紧跟进。文峰区纪委监委督导落实主体责
任，对日常工作抓细抓长抓常。党风廉政教育结合“三会
一课”，学理论、学先进、学典型、树典型。全体党员围绕政
治站位高不高、“四个意识”牢不牢、“四个自信”有没有、工
作作风实不实、作用发挥好不好、自我要求严不严等六个
方面，深入进行党性分析，及时总结反思工作中的经验和
不足，推动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线索处置紧跟进。在监督工作中发现问题线索，他们
及时跟进予以调查处置。从去年 3月份派驻纪检监察组
以来，仅文峰区卫计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就查实并依规处置
驻在单位案件5起。

以案促改紧跟进。结合工作实际及案件事例，文峰区
纪委监委对问题调查审核清楚后，进行建章立制，以案促
改，杜绝类似现象再生。不仅对每一个问题进行剖析，还
要照镜子，查摆问题，以案为鉴，督促整改，通过查处一案、
警示一片、治理一方，有力推动政治生态持续向好。9

图片新闻

4 月 12 日，第十二届河南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暨
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河南选拔赛“中药
传统技能”和“飞机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赛项在安阳举办。

全省14所职业院校的参赛队分别参加了两个赛项的
角逐。16支参赛队伍均代表全省最高水平，竞争异常激
烈。本次大赛胜出的优秀队伍，将代表河南省参加全国职
业技术院校技能大赛，与来自全国各地学校的选手同台竞
技。图为参赛选手正在进行飞机发动机线路等精细部件
组装前的调试。9 毕兴世 摄

比拼职业技能展风采

安阳文旅产业如何“再上层楼”

融合——
让“诗”和“远方”走得更近

文化旅游，因文化而吸引人。无论是伟岸的长
城、气势磅礴的故宫，还是清秀的苏州园林，身在其
中，都能不由自主地感受到那段曾经的历史，或感喟
时间的变迁，或从中找到文化的力量。这就是文化
旅游得到大家青睐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传承和保
护好文化根脉，是安阳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必须抓住
的要点。

4 月 15 日，风和景明，古都安阳尽显勃勃生
机。机械轰鸣、塔吊高耸、焊花飞溅……安阳高陵保
护与展示工程建设现场如火如荼。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主体工程A区和C区已
经封顶，B区钢架结构正在加紧施工，年内即可竣
工。布展单位即将进场，到明年2月份左右，向往已
久的游客便可到此一览曹魏风采。

据了解，安阳高陵本体保护及环境景观整治项
目总投资 8.7亿元，占地 490亩，本体保护工程建设
面积 3.25万平方米，包括遗址展馆、遗址保护棚、能
源中心等，未来将是安阳文化旅游产业的新“高地”。

“文化传承要和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没有产业基
础支撑，文化走不远，离开文化传承搞产业，缺乏内
涵，做不好。”安阳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局长薛文明
说，让“诗”和“远方”走得更近，文化旅游产业才能做
大做强。

产业做大做强，大项目是“加速器”。今年，安阳
市谋划实施24个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总投资估算约
449亿元，其中，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安阳高陵、
安阳文体中心等重点项目18个。

目前，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已经国家文
物局批准，即将动工建设。安阳古城仓巷街区已经
完成一期保护整治工作，初步恢复明清四合院原貌
和街道风貌。安阳历史文化科技主题公园今年将建
成开园。其他项目也在有序进行中。

挖潜——文化“活”起来 产业“火”起来2

1 新项目、大项目的顺利建设让人欣喜，而对于现有
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入挖掘，同样不容忽视。

对此，河南司母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苏
桉感触颇深。“重新梳理、审视我们的资源，用更加科学
的方法实现最优配置，才能获得更高的收益。”

该公司所在的殷都区武官村，地处世界文化遗产
地殷墟，他们在青铜器、刻辞甲骨复仿品经营的基础
上，打造“殷商演绎坊”，再现商代“王庭”，发展研学旅
游。悠久的殷商文化“活”了起来，在演绎坊，学生们不
仅能够动手体验青铜器的制作过程，还能“穿越”回
3000年前，演绎一场“大王出征”。

“非常火，已经先后接待了 2万多人次。”吴苏桉
说，孟加拉国的青年艺术家、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
会志愿者也慕名而来。

如何通过深度挖潜让文化“活”起来，带动现阶段
文化旅游产业提质增效，安阳一直在探索。红旗渠景
区内全天候进行“凌空除险”“铁姑娘打钎”等惊险而又
精彩的实景演出，让游客原汁原味地体验到修渠的艰
辛；太行天路建设玻璃栈道，吸引无数人前来“漫步云
端”；在殷墟举办的“世界大同 文明安阳”国际学子成
人礼受到热捧……

“文化旅游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值得去深入研究，
吃、住、行、游、购、娱都有升值空间。”薛文明举例说，比

如我们的文创产品，要做得更精致、更有品位，同时向
生活化方向发展，在文房四宝、茶具、餐具等日用品中
融入安阳文化元素。

创新——新思路新做法破解发展难题3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虽然安阳文化旅游产业整
体向好，但也遇到了产业融合度不高、品牌吸引力不强
等突出问题。能否破解这些难题，将决定安阳文化旅
游能走多远。

思路决定出路！安阳用改革的思路创新谋划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路径，预计总投资 300多亿元，精选 10
个景点整体打包，对接资金实力雄厚、产业运营经验丰
富、具有市场资源和营销渠道的国内著名文旅企业，实
施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招商，改变以往“零敲碎打”

“各自为战”的状态，将全市旅游纳入“一盘大棋”，整体
建设、运营、提升。

目前，安阳正在与清华控股、北大青鸟、曲江文投
等企业进行洽谈，年内有望实现突破性进展。

总体思路要创新，具体做法上也需要创新。在红
旗渠风景区，科技创新为游客带来了超乎想象的体验。

2018年，红旗渠风景区投资 3000余万元，与中国
联通深度合作，推进智慧旅游项目全面升级，率先成为
全国旅游行业 5G应用创新示范基地。一键购票实现
刷脸入园，不再排队；5G+旅游、5G+WiFi、5G+游记让
游客在参观的同时，能够实时互动、即刻分享，增添了
旅游乐趣；5G+VR，720°交互全景视频让游客无论何
时何地，都能畅享红旗渠美景。

“不日进则日退。”薛文明坦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安阳正在持续转型，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势在必行，安阳也

有资源、有优势把这个产业做好。但也应认识到，“千亿级
文化旅游产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还需要加大各环
节创新力度，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动员广泛力量形成强
大合力，从而推动安阳文化旅游产业“再上一层楼”。9

安阳马氏庄园景区研学活动

游客漫步太行天路的玻璃栈道

今年，安阳市谋划实
施 24 个文化旅游项
目建设，总投资估算
约 449 亿元，其中，
殷墟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安阳高陵、安
阳文体中心等重点
项目 1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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