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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

帝都。

说起安阳，中国八大古都之

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甲骨文的故乡……每一

张“名片”都让人骄傲。

70年砥砺奋进，安阳文化事业百

花齐放。70年风雨兼程，旅游业从无

到有、由小及大，旅游收入节节攀升。

走进新时代，安阳市紧紧围绕

围绕“一个重返、六个重大”目标任

务，将文化旅游确定为“四大千亿

级”主导产业之一，2019年 1月 28

日，安阳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揭

牌成立，开启了文化广电体育旅游

融合发展新篇章。

文化为旅游铸“魂”，旅游为文

化扬“帆”，体育为文旅搭“桥”，海

内外游客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令

人向往的新安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龙飞

羑里城

文化繁荣惠民生文化繁荣惠民生 文旅融合更出彩文旅融合更出彩
“文化”之花花开遍地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秋日安阳，天朗气清，文峰区石袁社区文化
中心里歌声飘扬，居民自发成立的“草根合
唱团”正在排练；安阳县永和镇基层文化中
心广场上，农民身着盛装，擂响喜庆的战鼓；
仓巷街 11号院，20多名阅读爱好者展开妙
趣横生的讨论……安阳人的文化生活丰富
多彩。

文化兴则国运兴。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不仅是传承安阳悠久历史文化的需
要，更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的实招。

2016 年，安阳市制定了全市基层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实施方案，并列入政府
工作报告，计划用五年时间，实现城乡全覆
盖。

五年任务三年完成。2018 年，安阳市
建成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2560个，在
全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考核
中，安阳市被评为“好”等次（最高等次），综
合成绩排名第二。

基础扎实，文化活动大有可为。安阳市
群众文化活动每年达 800余项：刘文金二胡
艺术音乐节、书画名家提名展等“一节三展
五赛”；276支“红色文艺轻骑兵”队伍，组织
文艺培训 8700 余场次、文艺演出 1000 余
场，累计受益群众 50万人次；打造了战鼓、
书法、合唱、二胡、广场舞 5个群众文化活动
品牌，实现乡乡都有战鼓队、合唱团、书法
展；扶持壮大内黄县“微光书苑”，累计服务
阅读11万余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安阳市于 2013 年启动
的政府—高校—社区“321”公共文化共建活
动，开展各类公益培训 1020期、1.2万课时，
培训基层文化骨干 3.7万余人次，受益群众
43.5万人次，成功创建国家和省级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旅游”迎客客似云来

丰富的文化“大餐”惠及百姓，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则让这座古都绽放出前所未有的

魅力。
恢 宏 的 古

乐响起，来自国内外
的 3300多名学子身着汉服，
郑重穿过成人门，起礼、诵读祈福告
文、行冠笄之礼……去年 4 月，“世界大同
文明安阳”2018研学游·国际学子成人礼在
世界文化遗产殷墟举行，学子们用原汁原味
的中华礼仪宣告自己长大成人。

“我喜欢安阳，成人礼让我对中国文化
充满了敬畏。”河南理工大学的学生、来自津
巴布韦的塔坤达（音译）激动地说。

安阳是全国首批研学旅行目的地城市，
殷墟和岳飞庙纪念馆入选教育部“2018 年
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羑里城
被中央台办、国台办授予海峡两岸交流基
地，红旗渠·太行大峡谷旅游区、羑里城、马
氏庄园等获评首批河南省研学旅游示范基
地。

当下，每年有近百万学生到安阳研学旅
游，全国 600余所院校与红旗渠、殷墟和太
行大峡谷等景区达成合作协议。媒体和旅
游领域专家称赞：国内外研学旅游的“安阳
标杆”。

深入挖掘文化旅游资源，安阳市制定了
文化旅游千亿级产业实施意见，谋划实施殷
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安阳古城保护复兴整
治、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文体中心、安
阳曹操高陵等 50个项目，文化旅游产业呈
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同时，“火车向
着安阳跑”“跟着课本游安阳”等活动持续开
展，填补了宁夏、重庆、云南等中远端客源市
场空白。“日本千人游安阳”活动，安阳加入

“一带一路”城市旅游联盟，又进一步带动了
海外客源。

截至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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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级景区35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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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惠民民安国泰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安阳市体育设施

不 断 完
善，竞技体育屡
创佳绩，群众体育事
业蓬勃发展。

竞技体育，安阳表现不俗。在第
十八届雅加达亚运会上，该市运动员
取得 2金、3银、1铜的好成绩。河南省第十
三届运动会上，安阳代表团取得 50 金、38
银、70铜，团体总分名列全省第4名。

安阳航空运动赛事更是吸引全世界的
目光。

6月 9日，2019年滑翔伞世界杯中国站
的比赛，在享有“亚洲第一、世界一流”美誉
的林虑山国际滑翔基地拉开帷幕，来自法
国、瑞士、巴西等 31个国家和地区的 125名
运动员角逐蓝天。

近年来，安阳市发挥航空资源优势，连
续举办十一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推
动“文化+体育+旅游”业态融合，着力打造

“航空运动之都”。
2017 年，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被

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旅游局命名为国家体育
旅游精品赛事，这是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赛
事活动。今年，林虑山国际滑翔基地被国家
体育总局命名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

因文化而名、因旅游而兴、因赛事而旺、
因融合而强，安阳文化、体育、旅游的完美结
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未来安阳更
令人期待。

“文化广电体育旅游融合发展，将为群
众提供更丰富、更时尚的文化服务、文旅产
品、文体项目，让百姓共享安阳发展成果，幸
福感越来越足。”安阳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
局党组书记、局长薛文明表示，他们将以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以融合发展为主线，以守
正创新为动力，奋力谱写文化广电体育旅游
发展新篇章，为中原更加出彩做出积极贡
献。

经典游：殷墟—红旗渠—太行大峡谷
山水游：太行大峡谷—太行屋脊—红旗渠
文化游：殷墟—羑里城—岳飞庙—马氏庄园
红色游：红旗渠—谷文昌纪念馆—扁担精神
纪念馆—马氏庄园

古城一日游（内环线）
运行线路：公交中心车站—天宁寺—昼锦
堂—彰德游园（袁氏小宅）—仓巷街观光区—
袁林—殷墟
夜游街区：仓巷街、文峰十二府、彰德文化街
特色演出：安阳传统戏剧、体验动手拓印
历史文化一日游（外环线）
运行路线：安阳高铁站—中国文字博物馆—
殷墟—羑里城—岳飞庙（马氏庄园）
夜游街区：仓巷街、文峰十二府、彰德文化街
特色演出：周末百姓大舞台、文化大舞台、甲
骨文情景剧

安阳“城区一日游”精品线路

安阳精品旅游线路

特别推荐线路

休闲游：太行大峡谷—万泉湖—梦幻谷—小
南海
深度游：殷墟—红旗渠—太行大峡谷—羑里
城—岳飞庙—马氏庄园

国际学子成人
礼活动在殷墟举行

本栏图片由安阳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提供

这所高职缘何“魅力迸发”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10年发展速写

眼下正值开学季。9 月 10

日，跟随一大波报到的新生，记

者步入安阳职业技术学院（以下

简称“安职”），美景扑面而来，花

繁叶茂，曲径蜿蜒，一湖碧水在

微风吹拂下荡起层层波纹……

谁能想到，10年前，这里还

是荒土黄沙，首届学生仅有 500

名。如今，全日制中高职在校生

已达 1.8 万余人，成人继续教育

在校生 6000 余人，今年再招新

生5000多人。“没想到这两年生

源这么火爆，我们的宿舍楼都快

不够住了！”

作为一所高职院校“新秀”，

安职究竟有何魅力，生源能成

“井喷式”增长？

“大学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

发展的动力源泉。”该院党委书记

王爱宏说。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是

地方高校的重要使命，学校经过

10年发展与积累，已经蝶变成同

类高校中拥有较强影响力的高等

职业院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李志强 专业难抉择

报考安职为啥这么纠结？

今年7月，郑州籍高考毕业生小刘遭遇“甜
蜜烦恼”，她的分数线过了安职提档线，可是却
在选专业时犯了难：是选自己喜爱的艺术设
计？还是当下最热的航空维修与服务？抑或
是选国内“长盛不衰”的旅游管理？经过和家
人几天的激烈商讨，最终小刘进入自己梦寐以
求的设计专业。“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服装设
计师，现在离梦想更进一步了！”

事实上，和小刘有着同样“甜蜜烦恼”的学
生不在少数。很多考生和家长表示，好专业多
了，也容易挑花眼。

一家高职院校，何以能让学生在选择报考
专业时这么“纠结”？这源于安职在品牌专业
方面的“高标准”和“严要求”。

近年来，该院围绕高职教育职能定位及人
才培养目标，狠抓内涵建设，着力打造品牌专
业。根据安阳及周边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
势产业发展需求，重点打造航空、机电工程、医
药卫生、汽车、建筑工程、管理等为龙头的六大
品牌专业集群，开设护理、中药、工程造价、旅游
管理、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航空维修与服务、艺术设计、电子商务等６4个
专业方向。

高职院校的专业与当下就业最为密切，如
何保证专业在快速发展的时代里“不落伍”？
该院特别建立了专业建设动态调整机制，及时
淘汰过时专业，让专业实现“与时俱进”。

今年1月，安职申报的中医学专业成功获
批，成为学校首个国家控制专业，实现了专业
建设新突破。近两年新增建筑智能化工程技
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无人机应用技术、云计
算技术与应用、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工业机器
人技术、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等专业，吸引了

一大批学子的目光。
灵活的专业调整机制和品牌专业的强势

打造，使学校专业建设成效突出，品牌效应不
断显现，大大增强了发展活力。机电一体化技
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两个专业获批中央财
政支持的高等职业学校专业建设项目；建筑工
程技术实训基地获批省高等职业教育示范性
实训基地建设项目；护理专业（中医护理特色）
获批省高职教育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机电一
体化技术专业被确定为省高等学校综合改革
试点项目；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被评为省级
骨干专业。

目前，该校已初步形成科类较全的人才培
养体系，每年为社会输送专业技术人才超过
5000名。

屡获全国第一
安职学生的绝招是啥？

去年5月 7日至8日，由教育部发起、国家
相关部委及行业联合组织的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机电一体化赛项在天津举行，
来自全国28个省份 68个代表队同台竞技，为
观众奉上一场“技能”盛宴。

最后，经过激烈角逐，作为河南赛区第一
名入围的选手，安职脱颖而出，斩获全国一等
奖。

近年来，国赛、省赛夺得大奖的捷报在安
职频频传来：

4月11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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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拆装维修项目）在安职隆重举行。该校航空
学院参赛队荣获“飞机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
修”赛项第一名，机电工程系参赛队荣获“机电
一体化”项目一等奖，中药与医学技术系参赛
选手荣获“中药传统技能”项目4个一等奖。

安职在我省不算最大，也算不上最强，缘
何能获这么多全国第一？

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学校以职业技能
大赛为抓手。他们狠抓实训不放松，实行“课
堂教学+技能训练+技能竞赛”教学模式，以赛
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注重学以致用，以技
能训练为基础，以课堂教学为支撑，将技能实
训作为教学常态，努力做到教学贴近行业实
际，技能要求与生产实际相一致，全面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更好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型人才。

据统计，自2016年以来，安职参加技能大
赛获得省级以上奖项48个。其中，获得国赛一
等奖2个，省赛一等奖10个，获奖学生共计101
人（次）。

不愁找工作
安职毕业生底气从何而来？

明年就要毕业了，可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2018级航空班的段培齐却一点儿也不发愁。

他的底气从何而来？
段培齐是安阳人，在安职的特色航空班就

读。该校与安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
会、陕西金宇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河
南金宇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为共同培养民
用航空器维修专业技术人才的订单班。只要
正常毕业，就可以到合作企业工作。

三方共同建设的“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培
训机构”CCAR-147部和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
资质考点，即 CCAR-66部人员执照考点，顺
利通过国家民航总局验收，被批准为河南省唯
一的培训机构和考点，填补了全省空白。不仅
为落实“1+X”证书制度奠定了基础，为学生高
质量学习和就业提供了保障，更对安阳航空产
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在订单班，不用发愁找工作，自己越学越

有劲。”段培齐向记者介绍，因为学有收获，他已
经开始准备考证。“这个专业特别吃香，据说现
在社会上此类毕业生特别抢手，一些热门大城
市的薪资已经过万。”

不仅有时下抢手的航空专业，安职与中兴
教育集团专业共建已经实现招生。前几天，该
校更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达成深度合作意
向，双方约定将进一步推动中兴智慧学院建设。

这都是学校“引企进校”战略的缩影。为
促进产教融合，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搭起学校
与行业、企业顺畅交流合作的“立交桥”，该校以
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为主，实行“学历+技能”
的人才培养模式，把校企合作与特色专业建
设、教育教学改革、实习实训、招生就业相结合，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设置专业及课程，开展了广
泛深入的校企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校外实习
就业基地。建校以来，学校先后与河南金宇、
无锡中兴、郑州云时代、北京华莱坞、北京众木、
安钢集团等数十家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签订专
业共建、订单培养协议，学生入校即签订就业
协议。2017年，“安钢订单班”的122名学生经
考核合格后全部进入安钢集团就业。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服
务安阳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该院院长
王庆飞表示，“学校与安阳本地企业已广泛建
立合作关系。而且，安阳每引进一家企业，学
校就主动服务一家企业，力争做到最大限度满
足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要。”

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带来的是毕业生就
业率和就业质量的提升。近年来，学校毕业生
以综合素质过硬、专业技能扎实、实践能力强、
发展后劲足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毕业生就业
率保持在95%以上。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将进一步振奋精神、
汇聚力量，克难攻坚，再某未来发展新蓝图，为
打造‘特色鲜明、省内一流’的高职院校而努力
奋斗。”面对未来，党委书记王爱宏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