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原出彩新画卷·安阳篇

巍巍太行山侧，悠悠洹水之

滨。

古朴厚重的殷墟与金碧辉

煌的中国文字博物馆，共同诉说

着中华文字的历史源流；绵延千

里的红旗渠与器宇轩昂的岳飞

庙，一同昭示着华夏儿女的家国

情怀；徜徉羑里城，探秘古代先

贤对宇宙的思考；寻访曹操高

陵，追忆魏武大帝的英姿……安

阳大地上，3300年的历史文脉

绵延赓续。

70 年发展，安阳“靓”了。

它“靓”在面子，城市面貌日新

月异；更“靓”在里子，文化传承

创新提振精气神。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安

阳市确立建设新时代区域性中

心强市的战略定位，将文化旅游

作为四大千亿级主导产业之一，

坚持创造性保护、创新性发展，

历史之“韵”与时代之“曲”在古

都竞相绽放芳华。

“一片甲骨惊天下”，甲骨文复活了一
个时代，让我们可以触摸商人的生活，解
读古老的岁月，接续历史的链条。1928
年，考古专家董作宾在殷墟挥出第一锹，
沉睡 3000 多年的商代都城拂去尘埃，现
代考古学由此肇始。

走进殷墟，敬畏之情油然而生，那深藏
窖穴的厚重甲骨，堪称中国最早的“字典”，
字里行间，是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

2005年，殷墟博物馆落成，世界各地
的专家、学者、游客涌向安阳，迫不及待地
去探寻那段失落的文明。同年，举世瞩目
的司母戊鼎“回家”展出，轰动海内外。

“看到神奇的甲骨文、精美的青铜器，

感觉中国文化特别震撼！”一位外国游客
参观殷墟后，用“震撼”来形容他的心情。

2006年，殷墟申遗成功。11年后，甲
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文字之都——安阳，享誉全球。
2009年11月16日，中国文字博物馆开

门迎客，等候已久的观众如潮水般涌进展厅。
走进中国文字博物馆，仿佛有幸穿越

千年，如见先贤伏案时毫端蕴秀。从甲骨
文到楷书，横竖撇捺的俊美笔画，将一部
浩瀚的中国通史记录得工工整整。

2015年、2017年，两届中国（安阳）国
际汉字大会在中国文字博物馆举办，国内
外汉字学者云集，安阳再次成为世界的“焦

点”。《汉字》巡展从安阳出
发，带着中国文字走过四
大洲30个国家和地区。

十年来，中国文字
博物馆共接待国内外
游客上千万人次。

且不说甲骨文、
金文带给人多少美
丽的遐想，你只需看，
二帝陵前，香火不断；
天宁寺中，文峰屹立；
昼锦堂里，书声琅琅……

悠久厚重历史在安阳
这片热土上重焕生机、欣欣向荣。

特刊│13

2019年9月23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赵一帆 美编 张焱莉

文字之都光耀世界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龙飞

九月的太行，青绿如诗。缠绕在半山
腰的红旗渠水，清冽甘美。

60 多年前，林州（原林县）十万大军
苦战太行近 10年，将一条“人工天河”镌
刻在太行之巅，由此孕育出“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
渠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旗渠精神是
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
新，永远不会过时。”

2014年，红旗渠纪念馆新馆开馆，展
厅由“序厅”“旱魔”“奇迹”“丰碑”“梦想”

“精神”六部分组成，用 2000多件珍贵文
物和声、电、视频，立体再现了当年十万大

军战太行的震撼场景。
半个世纪以来，红旗渠精神已经融入

安阳人的血脉、扎根心底，激励着他们艰
苦奋斗、干事创业，在建设新时代区域性
中心强市的道路上步履铿锵。

红旗渠干部学院成立，更是让红旗
渠 精 神 立 足 河 南 、面 向 全 国 、走 向 世
界。截至 2018 年年底，红旗渠干部学
院 共 举 办 全 国 各 地 各 级 各 类 培 训 班
3200 余期，培训学员 18 万余人；承办
15 个涉外培训班次，涉及 20 余个国家
和地区。

岁月可以风化坚硬的太行山石，唯有
精神不会随风而去。

上世纪80年代，评书大家刘兰芳播讲
的《岳飞传》轰动全国。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精忠报
国’四个字，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的话
语，再次“点燃”人们心中对岳飞精神的向
往和崇拜，更成为激励中华儿女报效祖
国、奋发有为的“动员令”。

如今，位于汤阴的岳飞纪念馆每年接
待游客 22万人次，被教育部评定为“全国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还有谷文昌精神、扁担精神，都是安
阳享誉全国的精神“品牌”。走进新时代，
这些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激励着安
阳人民续写新的答卷。

精神之火生生不息

文旅融合扬帆起航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龙飞

“透过这条街，我看到了安阳
老城的影子，从中嗅出浓浓的‘老
安阳味儿’。”一位游客走过仓巷
街后由衷赞叹。

仓巷街位于安阳老城，毗
邻闹市、静卧一隅。街道灰砖
铺地，宽近 5米、长 500 多米。
两侧多为明清、民国时期建筑，
一律青砖砌墙、青瓦覆顶，或四

合小院，或几进门庭，古朴典雅。
游人纷至沓来，小街迅速走红网络，

当地人为之骄傲，外地人为之惊喜。
七朝古都安阳，每寸土地下面，都有

好几层故事。而老城，无疑是其最厚重
的所在。

去年，安阳市启动古城保护整治复兴工程，
按照“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的要求，提出“延续古城遗址环境，保护传统道路
街巷”发展思路，重点修复以街巷为主的仓巷街、
具有商贸市井特色的西大街、文物众多的城隍庙
—高阁寺三大历史文化街区。

眼下，安阳古城东南角楼修复已基本完工，高
13米、重檐灰瓦的魁星阁古色古香，加之正在开展的
护城河治理，历史上安阳十六小景之一的“魁星取
水”将重现风采。

修复历史肌理，古城新颜留住了老安阳的记
忆和乡愁，更让这座城市散发出优雅温和的迷人
气质。③9

两架飞机于百米高空陡然提
升，继而俯冲，360 度翻转，在距
地面仅 10 米高度迎头对飞，1
秒之内“擦肩而过”；摩托车从
飞机上方凌空飞跃；喷气式飞
机与赛车极速狂飙……这些
堪比好莱坞特效大片的场
景，11 年来在古都安阳接连
上演。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古
都 安 阳 自 古 就 与 飞 翔 颇 有 渊
源。
11年前，安阳敏锐地抓住了“靠

蓝天发展”的机遇，安阳航空运动文
化旅游节这张“飞翔”名片越来越靓。

“安阳航空运动节很棒。”比利时滑翔伞运动
员菲利普两次来到安阳，非常享受在林州的飞翔
体验，安阳滑翔伞赛事也成为外国运动员每年都
关注的赛事。

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自2009年举办以
来，已经成为招商引资、对外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今年第十一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期间，安阳
市正式签约21个大项目，投资总额达262.1亿元。

安阳，一座会飞的城市，越“飞”越出彩。③9

古都越“飞”越出彩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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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博物馆甲骨学堂

古城新颜忆乡愁

古色古香仓巷街

翱翔蓝天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在安阳举办 朱智慧 摄

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安阳
市委宣传部提供

岳飞庙武术表演

大批学生到大批学生到
青年洞学习感悟青年洞学习感悟
红旗渠精神红旗渠精神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文旅融合绽芳华文旅融合绽芳华

安阳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历史厚重、文化灿烂。近年来，
安阳市委、市政府着力加强文化基础设施
建设，为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搭建平台，积极推动文旅融合发
展，努力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
的新动能。

今年5月 20日，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
工程全面开工，工程建筑面积 68300平方
米，包括文字文化演绎体验中心、研究交流
中心、人防工程三部分。

中国文字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续建
工程完成后，博物馆在服务功能上更加完
善，他们也将探索更多文字文化传播方式，
引导人民群众说好中国话、写好中国字，增
强民族文化自信。

文化需要承载空间。伴随着新中国不
断前进的脚步，一大批重点大型文化设施，
在安阳拔地而起。殷墟博物苑、红旗渠纪念
馆、谷文昌纪念馆、岳飞纪念馆新馆……这
些文化地标，吸引着八方来客，彰显着古都

魅力。目前，总投资约3.2亿元的安阳曹操
高陵本体保护及展示工程即将开门迎客，总
投资33亿元的文体中心全面施工，总投资
80多亿元的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稳步推
进……

群众的基层文化生活更是丰富多彩。
2018年，全市建成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2560个，初步形成了市、县、乡、村四级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刘文金二胡音乐节、周末
百姓大舞台、安阳文化大讲堂等各类群众文
化活动800余项，数字影院银幕数量位居全
省第三位……

“中国梦·劳动美千场演出送基层”活动
由基层一线普通职工群众参与，职工编、职
工演、演职工，覆盖群众上百万人。去年，

“千场演出送基层”被评为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文化创新发展，让古都充满时尚“范
儿”。司母戊鼎造型的耳坠、玉凤戒指、甲骨
文“安”字项链……安阳文化元素的文创产
品受到游客追捧。中国文字博物馆携“甲骨
文屏风”等文化创意产品走进德国法兰克
福。中原文创旅游产品大赛中，安阳市获1

金3银2铜佳绩。
目前，安阳市共拥

有国家级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1个，国家文化
出口重点企业 1个，
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年
经营收入 41.8亿元，
文化产业增加值28.5
亿元。

文旅融合，扬起新
时代安阳奋进的风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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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四大主导产业
之一的文化旅游产业，计划到2020年总收
入达到 660亿元，至 2025年，总收入超过
1000亿元。

站在新起点，
肩负新使命，
一个崭新的
安阳正阔步
向前。③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