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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标准高、系统性
强，不仅包含了森林总量、发展均衡等 20
多项硬性指标，还涉及全民生态意识、生
态文化氛围等10多项软性指标。

“道阻且长，然行则将至。”不久前，随
着国道 341文峰区黎官屯段最后一列海
棠栽植完毕，安阳市区周边“双环六廊”实
现闭合，总长 200 公里、面积近 3万亩的
城市防护林筑起城市的“绿色屏障”。

“廊道是直观感受一个地区绿化成果
的窗口。”安阳市林业局工作人员说，“冬
春植树造林的关键时期，林业人几乎每天
守在造林一线。早晨上工，地里点名，中
午就地野炊。”

与市区同步，林州市还重点实施了省
道 227、省道 228、国道 234 绿化提升工
程，汤阴县重点绿化汤屯路和省道 219，
安阳县着力提升辛瓦路、新东北外环道路
绿化，内黄县重点绿化了省道 213、国道
230，一张庞大的绿“网”描绘出安阳的生
态“骨架”。

今年，安阳市继续实施廊道提质工
程，实行常绿与落叶搭配、乔灌结合，在廊
道的重要节点建片状森林或森林公园，打
造“一年四季景不同”的景观走廊。

绿色进程中，安阳林业人还探索出
“十字线”定位法，让树苗无论横看、竖看，
还是斜着看都整齐划一。此外，还有“一

日四步”栽植、“四关”质量控制、“保姆式”
管理等系统方法，贯穿造林的各个环节，
使栽植效率、成活率、绿化质量大为提高。

城在林中，更要林在城中。
人民大道是安阳市东西交通大动脉，

道路中间是 3 米多宽的草坪+灌木隔离
带，机动车与人行道间又是 2米多宽的草
坪+乔木绿化带，人行道外侧则是宽10多
米的乔木廊道，车在林中走，人在画中游。

道路、街心、广场……在城市，安阳处
处见缝插绿，适地适树，市民出门见景，推
门见绿。

再看农村，“绿”已不仅是美的代名
词，还成为富民产业。

汤阴县小河村人均耕地不到 1亩，村
民外出务工为生，小村近乎荒废。2016
年起，小河村着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沿
村道种起长 500米宽 1.5 米的竹林，竹林
下四季花开。去年又栽植金叶榆、紫叶
李、樱花等 200余亩，全村绿化面积超过
90%。一位苏州客商被小河村环境吸引，
与该村共同打造百亩花卉基地，村里有分
红，还带动50多个村民就业。

建“绿屏”、造“绿廊”、创“绿村”、兴“绿
业”，安阳市通过实施森林进城增绿、森林
围城建屏、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等九大重点
工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景越来越
多，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底色越来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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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动守护汉字之美
□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
本报通讯员 杨焱

5月 18日，安阳风和景明，中国文字博
物馆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馆前广场右
侧，安阳市南漳涧小学的王君瑶站在长桌
前，拿起毛刷、蘸墨，轻刷在木版凸起部分，
取一张宣纸平覆在木板上，再用干毛刷轻
扫一遍纸面，一个甲骨文“虎”字跃然纸上
……“太漂亮了，这是我的甲骨文生肖！”王
君瑶兴奋地逢人便“炫耀”，身后二十几名
同学一脸羡慕，恨不得赶紧排到自己。

一楼大厅整齐摆放着 5 排复古式小
桌，小朋友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石碑拓
印，与家长一起书写甲骨文“初心”。歌舞
表演《甲骨颂》中，学生们用肢体语言演绎
甲骨文字形，吸引数百人围观、拍照。DIY

手绘T恤、文物知识展览、汉服表演……当
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数千名中小学生在精
彩的活动中尽享汉字文化的无穷魅力。

“让孩子从小感受汉字的博大精深，对
成长很有意义。”学生家长钟梦晨说，希望更
多孩子能够参与到活动中来，把我们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汉字文化传承好、发扬好。

“甲骨学堂”是向孩子们普及汉字文化
的前沿阵地。每年年初，中国文字博物馆
都会制订相关教学计划。自 2014年 10月
至今，“甲骨学堂”先后在馆内外举办以甲
骨文为主题的教育活动 850 余场，40000
余名青少年走进甲骨文、爱上甲骨文、传播
甲骨文。

“汉字文化不仅‘活跃’在安阳，也走向
了世界。”中国文字博物馆党委副书记、副馆
长李宽生介绍，2013年开始，中国文字博物

馆精心打造了大型展览《汉字》巡展，展览系
统全面地展示汉字的起源、发展、演变及应
用，生动鲜活地再现了汉字的书写艺术及数
千年积淀下来的妙趣精华。如今，《汉字》巡
展已走过了四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

汉字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加喜人。2018
年年底，中国文字博物馆和复旦大学出土
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系统总结整理了百
余年来甲骨文考释成果，并于今年 1月份
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甲骨文常用字字
典》。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李守奎教授评
价这部字典“让高深的学问走入大众文化，
尤其是在古文字和书法学科交叉应用方
面，填补了空白”。

“作为我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
级博物馆，自 2009年开馆以来，中国文字
博物馆坚持以传承和发展文字文化为己

任，用行动倾心守护汉字之美。”李宽生表
示,“下一步将不断探索更多更好的文字文
化传播方式和途径，与社会各界共同守护
汉字，传承文明。”7

全国政务服务标准化培训
在安阳举行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5月 17日至 19日，全
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培训暨经验交流会在安阳
举行，来自湖南、重庆、宁波等省、市及省内18个省辖市的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市场监管系统的200余名代表参
加会议。

培训中，中国标准化协会理事长纪正昆及市场监管总
局标准技术司、省市场监管局专家以《标准化战略与第四
次工业革命》《新标准化法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标准化》
《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思考的重点》
为题，讲授了我国标准化战略、质量强国战略的理论知识
与具体实践，国际、国内标准化发展最新形势、最新信息等
精彩内容。安阳市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2017年，安阳市行政便民服务中心被国家标准委列
为第四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创建试点。市政府
将标准化创建工作纳入“放管服”改革，推进 43个部门、
1155项政务服务事项进驻安阳市行政便民服务中心，进驻
率 93%,提前完成省定目标。安阳智慧城市政务服务平
台，形成了“互联网+政务+金融+多场景便民应用”的安阳
模式，在全国、全省树立了标杆。

“这样高层次的政务服务标准化方面的专题培训在全
国还是第一次。”安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局长王
福生表示，“标准化”是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抓手，安
阳将持续完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管理规范化、服务
精细化、监督透明化，让群众办事更便捷、更舒心。7

内黄县政府与斑马会员“牵手”——

让甜瓜成为舌尖上的“网红”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张晓霞 陈述）
5月 14日，中国田·内黄甜——电商公益助农暨内黄县政
府与斑马会员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该县电商产业园举
行。双方成功“牵手”，相约让内黄甜瓜成为舌尖上的“网
红”，全力打造内黄农产品网络地标品牌。

协议商定：斑马会员中国田项目方依托资本、人力、技
术、硬件设施、品牌影响力等相关资源，帮助内黄培养更多
优秀的电子商务人才，支持、帮助传统企业建立线上营销
渠道。内黄县则要严把农产品质量关，出台采购、销售农
副产品政策，引导、推动企业参与电子商务培训。双方通
过媒体报道、产地直播等方式，大力推进农村电子商务的
发展和应用，提高当地农副产品销售额，帮助内黄县相关
企业运用电子商务技术，让内黄甜瓜“香”飘四方。

斑马会员作为国内知名的电商平台，坚持公益助农扶
贫，致力于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截至今年 1月，斑马会
员·中国田项目已深入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9个
县区，启动了52个农特产品扶贫项目，实现初级农产品销
售额约6亿元，帮助15.2万名农民增收创收。

内黄县是农业大县，全县有60万亩蔬菜、16万亩优质
小杂果，其中甜瓜面积5万多亩，仅马上乡就种植甜瓜3万
亩，甜瓜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近年来，该县充
分发挥电商产业园龙头示范作用，累计开展电商扶贫培训
60期，培训农村群众 8000余人，90个贫困村电商服务点
建成运营，为推进物流快递进村入户，推广“平台+合作
社+农户”等电商扶贫模式，提供强有力支撑。

中国田·内黄甜项目的深度合作，搭建了从田间到“舌
尖”的网络桥梁，必将进一步推动内黄县农业转型升级、助
力农村经济发展。7

信访“会诊”巧解疑难杂症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真没想到这两万多
块钱能要回来。”5月 21日，安阳市柏庄镇东方红村村民李
某满心欢喜地告诉记者，两年前，他和几个伙计给一个天
然气施工队打工，可是工程完了，工资却迟迟拿不到手。
他们到处“讨说法”，可遇到的部门却是相互推诿。今年 4
月，柏庄镇开展信访“会诊”，帮他们解决了难题。

何为信访“会诊”？柏庄镇纪委书记郭晓磊介绍，“会
诊”就是镇纪委干部深入村庄，与包片领导、包村干部、村
干部、村里知名人士和家族德高望重的村民一起组成“团
队”，共同研讨、破解信访“疑难杂症”。

据介绍，信访“会诊”有效形成了化解问题的合力，改
变群众“势单力薄”的形势，畅通了民意反映渠道。群众的
事有人管、有能力管，大大减少了信访存量，提高了百姓的
获得感和对纪委工作的信心。

截至目前，该镇通过对信访案件“会诊”，已办结各类
案件40起。郭晓磊坦言：“信访‘会诊’也让党员干部真正
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真正转变工作作风，化解
群众积怨，做到让群满意。”7

安阳市易园 安阳市林业局提供

湿地精灵 安阳市林业局提供

围绕“一核、一网、三区、百园、千村”的总体布局，实施九大“创森”工程，着力增绿、护绿、
管绿、用绿、活绿，安阳市森林资源总量明显提升，城乡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森林古都绿意浓

从太行山脚到东部平原，

从中心城区到城郊乡村，初夏

的安阳大地绿意绵延。

2017年安阳市两会上，市

委、市政府向人民作出庄严承

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一张

“森林古都，山水安阳”蓝图铺展

开来，全市围绕“一核、一网、三

区、百园、千村”的总体布局，实

施九大“创森”工程，着力增绿、

护绿、管绿、用绿、活绿，全市森

林资源总量明显提升，城乡生态

环境明显改善。

如今，漫步安阳的城市、道

路、河流、田野，处处繁花堆绣、

生机勃勃，“城在林中、人在景

中”一步步成为现实，古都百姓

的幸福感越来越强。

1
高位谋划
布“绿”局

□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
本报通讯员 高耀丽

绵延起伏的小山上，五角枫、刺槐、银
杏等彩叶乔木如霞似云，一湾碧水绕山而
过，穿着清凉的女士牵着咿呀学语的孩童
在步道上信步闲游……安阳市南万金渠
畔，美景如画。

南万金渠原本是一条仅有 3米宽的城
市排水渠。2017年周边村拆迁后，大量建
筑垃圾堆成山，小区域内环境急剧恶化。
如何破解？

“有‘山’有‘水’，变废为宝，打造真正
的山水景观。”安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副院
长刘永斌介绍，该市引入“海绵城市”理念，
采取黏土围边、分层碾压、覆盖新土的方式

“改造”垃圾山，拓宽渠道至 30米、治理水
体污染，绿化28万平方米，不到一年，山绿
水美、四季花开。

近两年，安阳新建公园游园近百个，超
百亩大型公园 24个，是两年前的 6倍，有
水、有树、有花的景致，已是街头“标配”。

作为全省工业重镇，安阳生态欠账着
实不少，虽然“十二五”期间先后实施了太
行山绿化、通道绿化、平原林网、城郊绿化
等国家、省重点林业工程，成功创建国家园
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但森林覆盖率
低、森林资源分布不均、中心城区缺树少绿
的情况并未彻底改变，全市仅有的 4座综
合性公园早已超负荷运行。坚持生态优
先、扩展绿色空间，不仅是安阳发展之需，
更是群众的所思所盼。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回应百姓殷殷期盼，安阳市确
立了以“绿色安阳、生态安阳、美丽安阳”为
目标，以改善城乡生态环境、增进人民生态
福利为核心，通过实施森林城市建设“九大
工程”，逐步完备城市森林生态体系，打造

“森林古都、山水安阳”的发展思路。
该市从顶层设计入手，邀请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参与，编制《安阳
市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成立市委
书记任政委、市长任指挥长的“创森”指挥
部，各级党政领导一线抓，分管领导带头
干。一时间，“创森”成为安阳最热的词汇，
播绿成为安阳最美的行动。

越来越多的美景，让越来越多的生态
“红利”惠及百姓。

每天傍晚，安阳市CBD公园里都是游
人如织。158亩“蝶映湖”畔，市民或散步，
或健身，或驻足远望，或闭目养神，尽享悠
闲“慢生活”。住在公园附近的居民说：“一
有时间就会来走走看看，站在湖边，什么烦
心事都烟消云散了。”大老远跑来玩的市民
说：“公园为钢筋水泥的城市增添了灵气，
也让古都安阳变得更有品位。”

城里公园美，城郊公园更为惊艳。漫
步汤河国家湿地公园，但见鲜花满山、草
长莺飞、水天一色。滩涂上、芦苇丛中，天

鹅、白鹭悠闲惬意地戏水，不少人拿出相
机拍照，定格最美的瞬间。几位鹤壁游客
夸赞：“‘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
鹂’的诗画情景走进现实。”

乡村游园则更注重精致。殷都区富
家沟村，房前屋后栽满四季青、月季、石楠
和斑竹，村东头游园里，小路蜿蜒、绿草铺
地，石亭、木廊点缀其间，早晚到园子里散
步，已经是程银林老人的生活习惯。

“白天村民在公园看书、下棋、聊天，晚
上唱唱歌、跳跳舞，没想到俺们现在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城里人的生活。”程银林微笑着说。

银锄挥舞，比肩继踵，经过两年多波

澜壮阔的建设，安阳的“绿色空间”越来越
大，百姓的“绿色”获得感越来越足，“让城
市走进森林，让森林拥抱安阳”的理念也
随之厚植人心。

一组数据让人欣喜：两年来，安阳市
完成新造林 38.92万亩，预计森林覆盖率
达31.98%；中心城区绿地率达到36.34%，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1.89平方米；全
民义务植树尽责率每年均在95%以上。

今年，“通‘绿廊’、筑‘绿心’、密‘绿
园’”的“绿色”行动再次写入安阳市政府
工作报告。一张蓝图绘到底，“森林古都、
山水安阳”让人充满期待。7

2 重点工程 绘“绿”景

3 城乡同频“绿”惠民

市民在绿意盎然的街心
公园运动健身 麻翛然 摄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安阳护城河源自唐
代，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5月23日，记者从安阳市住建
部门了解到，继“网红”仓巷街整治复兴之后，该市又有“大
动作”：老城护城河水系治理改造工程。

环绕安阳古城四周的护城河不仅是水系景观，更承载
着古都的历史文脉与记忆。按照安阳市“延续古城遗址环
境，保护传统道路街巷”的发展思路，护城河改造是古城整
治复兴的一个重要节点。

“目前正在制作施工图，计划六月完成施工招标。七
月之前全面启动安阳护城河整治一期工程。”安阳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刘斌介绍，一期工程主要是护城河拓
宽、两侧绿化及城墙遗址展示。

据介绍，护城河改造一期工程由安阳西大街至三角湖
公园。目前，该市古城墙东南角及魁星阁的复建工程正在
有序进行。护城河一期改造完以后，将与古城墙、魁星阁、
舍后清渠等古城遗址形成联动景观，再现安阳古城昔日辉
煌。7

安阳启动护城河整治工程

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小朋友在中国文
字博物馆学习书写甲骨文 秦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