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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为引导大
众温读古典文学，感受古籍经典的浓厚魅力，进一步
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豪感，3月 26日上午，中国文
字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河南省
古籍保护中心共同策划主办的“从《诗经》到《红楼
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在中国文字博物馆
开展。

记者在中国文字博物馆看到，本次展览撷英集萃，
精选90余件古籍，以历史发展的脉络呈现，分为先秦两
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七个
部分，通过各个时期人物及作品的简介，串联起中国文
学发展的历程，展现中国古代文学精粹。其中有清乾隆
武英殿刻本《毛诗二十卷》，明万历闵齐伋刻三色套印本
《楚辞二卷》，清乾隆刻朱墨套印本《文选六十卷》，明万
历刻本《唐诗纪一百七十卷》，清康熙内府刻本《御选历
代诗余一百二十卷》，明万历刻本《元曲选十集一百卷》，
明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百回》，清刻本《董解
元西厢四卷》等众多珍贵古籍。

展览现场还通过设置文字华容道、特色书签、古籍
经典互动触屏翻页以及特色文创等活动提升展览体
验。观众通过展览可以对话经典，近距离感受我国古
典文学的深刻内涵，欣赏古代文学大家的传世不朽著
作。本次展览展期为 2021年 3月 26日—6月 26日。
地点为三楼特别展一厅。9

踩着时代的节
拍前行，古街也有时
尚的一面。

在仓巷街进口处，
有家别具特色的甲乙丁

书店。记者顺着悠扬的琴
声，迈进这家充满文艺气息的

小店。古朴雅致的木柱、木窗搭配
现代感十足的陈设，让这个百年老院焕
发出新的生机。

“这里不仅可以看书、吃饭，还能弹
琴、品茶，经常有年轻人来这里打卡、拍
照，把这里的故事分享到社交网络上。”
店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颇有新意的“甲骨文·创意设计
中心”，记者看到柜台里展示着《甲骨文
表情》《生肖甲骨文》《甲骨文的问候》等
系列产品，旁边的年轻人正在精心挑
选。营业员告诉记者：“这是第一个把
甲骨文做成微信表情包的清华大学教
授陈楠开办的，他利用现代手段活化了
甲骨文，设计了创意产品。这些产品很
受游客欢迎。”

眼下直播带货异常火爆，在仓巷街
18号墙上也标有“共享直播间”几个大
字。李冉介绍，安阳的特色农产品、童
装等，不少都是从这里走向了全国各
地。

安阳是中国书法名城，文峰区在仓
巷街创新举办历代书法拓片展，将殷商
甲骨文、青铜器铭文、魏碑等280多种拓

片在这里集中展示。“以拓片为媒，让我
们穿越时空，跨越流派，在驻足凝望间
进一步感知笔墨世界。”青年书法家秦
鹏举表示，“周边不少书法爱好者，就是
奔着书法观摩而来的。”

作为河南省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
街区的仓巷街，不仅是一条因古建古风
而闻名的“网红街”，更是成为一个思想
碰撞和文化交流的场所。

促进文化优势和文化实力“活化、
融化、转化”，实现文化、教育、旅游产业
升级，全面保护古城，已上升为安阳的

“城市意志”。“继续加大街巷、文保单位
修缮力度，整体推进，连线成片，修旧如
旧，让古城更有魅力、韵味。”安阳市市
长袁家健说。

走出仓巷街，记者颇有感触：从保
护、改造到合理利用，仓巷街堪称样板，
这样的老街如同埋藏在城市中的文化
宝藏，令无数人神往。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3 月 26
日，沿太行高速公路安阳段项目正式开工，标志着全省
高速公路“13445工程”（即到 2025年年底，全省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10000 公里以上，新增通车里程
3000公里以上，完成投资4000亿元以上，力争通车里
程居全国第四位、路网密度居全国第五位）建设拉开序
幕，同时也是该市交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据悉，该项目起于林州市任村镇小王庄村附近，
顺接河北沿太行高速公路邯郸段，路线向南经任村
镇清沙村南接入南林高速公路后，与南林高速公路
共线至横水枢纽立交处，继续向南经横水镇、采桑
镇、桂林镇、原康镇、茶店镇、临淇镇，在临淇镇梨林
村东南接入台辉高速公路到达终点。工程建设里程
58.938 公里，概算投资 72.95 亿元，采用双向四车道
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去年以来，安阳市委、市政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特别是突出“两新一重”建设，加大交通领域重大基
础设施投入力度，着力打造联动发展的立体交通框
架。沿太行高速公路安阳段项目是该市“十四五”时期
重大交通项目，也是“五纵六横”高速公路网络格局的
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动我省与京津冀联动发展的高
速大通道，对于加快南太行乡村振兴、带动旅游资源开
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3 月 27
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
的郑济高铁滑县站房主体结构顺利封顶，成为郑济高
铁河南段6座站房中首座主体结构全面封顶的站房。

“站房桩基已全部完成，南站房一、二、三层梁、
板、柱施工完成，站房主体结构累计完成 100%。”中
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基础设施事业部新建郑州至济
南铁路郑州至濮阳段站房工程 ZJZF-II 标段项目负
责人说。

据了解，郑济高速铁路是国家重点工程，是河南省
与山东省规划建设的一条高速铁路干线，设计时速
350公里每小时，起自郑州东站，止于济南西站，是河
南省“米”字形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东“三横
三纵”综合运输通道的组成部分，郑济高铁的连接，将
使郑州至济南的列车运行时间缩短至 2个小时左右。
其中，滑县段总长约 31.413公里，途经王庄、小铺、道
口、城关、枣村、白道口、四间房 7个乡镇、街道，38个
行政村，站房面积约10000平方米，站前开发面积5平
方公里。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3 月 28
日，记者从安钢集团获悉，该公司厂区内使用了 20多
年、180 米高的大烟囱于 4天前开始拆除，此举标志
着安钢与殷墟在共生、共荣、共赢的道路上又迈出了
一大步。

据悉，此次拆除的是安钢炼铁厂烧结区的 3座混
凝土烟囱及3座脱硫烟囱：1号烧结机165米高混凝土
烟囱和 80米高脱硫烟囱，2号烧结机 180米高混凝土
烟囱和100米高脱硫烟囱，3号烧结机120米高混凝土
烟囱和 100米高脱硫烟囱。烟囱拆除后，该区域将按
照国家文物局批文要求用于景观绿化，从而有效减少
殷墟遗址保护区划内高架物影响，助推殷墟周边地区
去工业化进程。

据了解，2020年，国家文物局审批同意了安钢烧
结机机头烟气深度治理二期项目，该项目正在如火如
荼地实施。为了保护殷墟，安钢集团提前启动湿法烟
气脱硫相关装置的拆除工作。安钢高架烟囱拆除后，
自殷墟向西看，视野将更加开阔，景色将更加宜人。

近年，安钢绿色转型步伐始终未停，从2018年起，
厂区完成20.4公里道路修缮铺设，新增绿化及景观项
目面积约 43.6万平方米，建成厂区特色花园 15个，种
植乔（灌）木 75.3 万余株。2019年年底，被评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成为河南省第一家跻身旅游景区的钢
铁企业。2020年，投入 12亿元创建 A级环境绩效企
业，成为国内第一家全干法除尘和大气污染排放消白
的钢铁联合企业，环保治理达到国际一流、国内领先水
平。9

沿太行高速公路
安阳段开工建设

郑济高铁滑县站房率先封顶

安钢

拆除高架烟囱保护殷墟

“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
在中国文字博物馆开展

文化牵引“网红”老街持续兴旺
——探寻安阳仓巷街的“蝶变之路”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对古城老街进行保护和改造之后，

如何破解后续利用这一难题？安阳给出

了生动的答案：以文化做牵引，让“网红”

古街持续走红。

安阳将甲骨文、古城文化、汉字发展

史、碑石篆刻等特色文化融入“网红”的仓

巷街，吸引文化单位、文化人到此地“打

卡”扎根，开展制陶、拓片、研学游，举办文

化讲座进行互动，将新业态引入其中，吸

引了成千上万游客光顾，让“网红街”热度

持续不减。

昔日一条破败杂乱的仓巷街，经过

修缮后，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街”。

当初，游客纷纷前来观赏明清庭院古

建筑。欣赏之余，有游客产生这样的疑

虑：“这条街的热度会不会是昙花一现？”

然而，今日的仓巷街依然火爆。尤

其是今年春节期间，单日游客最多时超

10万人次，管理部门不得不启动限流应

急措施。

一条古街，为何能持续兴旺？除了

观赏明清建筑外，更吸引游客的是浓浓

的文化味和沉浸式互动体验。

3月 25日，记者从东口走进仓巷街。一入街巷，
仿佛穿越到明清时期的安阳城。

青砖灰瓦、别致门墩、精美砖雕以及古朴的四合
院、散发古典文化魅力的博物馆，都值得细细品味。

3号院是座三进四合院，大门旁挂着安阳博物馆
分馆、文峰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安阳金石文化艺术
博物馆3块木制牌匾。

院落内的第一个展厅是“图说甲骨文发现史展
览”。“这个展览主要介绍汉字的起源和甲骨
文的发现，以此向为甲骨文发现、研究、
保护和传播作出贡献的人们致敬。这
个展览曾入选国家文物局主题展
览。”讲解员正在向游客介绍。

文峰区古城保护与发展中心
主任李冉介绍：“过去人们来这里
主要是欣赏庭院和古建筑，眼下
更多的人是被这里的文化内涵所
吸引。”

据介绍，仓巷街全长 528 米，
宽约 4.9米，现有 57个院落，多是二
进或三进的四合院。之前，不少建筑
房顶塌陷，墙体老化，摇摇欲坠，处处破
败颓废。

“政府从 2018年 8月启动了仓巷街保护复兴工
程，拆除了所有违章建筑，采用‘一院一设计、加固改
造、修旧如旧’的模式，恢复了历史文化街区的原
貌。”李冉介绍。

持续保护的难点是如何合理利用。这条街紧邻
文峰北路繁华商业街，可谓是商业的黄金宝地。曾
有人提议，以商养街，但市、区两级政府对过度商业
开发踩了刹车。

“让这条老街既活下来，也火起来，关键是丰富
其内涵和个性特色。古城内不缺商业，缺的是文
化。我们应该用文化的深度稀释商业密度，让游客
在商业街购物之余，也来此地享受文化的熏陶。”长
期负责仓巷街改造保护的文峰区政协副主席朱艳丽
说，“文化传承不是用钱能衡量的事。”

百姓身边的博物馆办起来了。安阳博物馆在这
里开设了分馆，安阳市邮政公司搬来了老字号的彰德
府邮局，文化单位和民间文化人在这里举办相州窑瓷
器展、革命根据地货币展、古代石刻展、历代书法拓片
展……42个袖珍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博物馆群。

来到仓巷街的游客，既能欣赏老家具、拓片、瓷
器、石碑等历史文化遗产，也能看到木版年画、秦氏绢
艺、苏奇灯笼画等民俗文化，在游览中寻觅古城印迹。

“起初，我们在古城里开办博物馆
还担心客流量少，没想到
如此火爆。”安阳博物
馆馆长周伟坦言。

互动体验式文旅项目，也留住了游
客的脚步。

“先把浸湿的宣纸敷在凸凹不平的
文字上，用刷子轻轻敲打，使纸入凹槽，
纸张稍干之时均匀上墨，宣纸揭下来即
成一张黑白分明的拓片。”在仓巷街，见
到拓片演示，游客纷纷上前体验。

每逢节假日，仓巷街里都活跃着20
多名小义务解说员，他们绘声绘色地向
游客讲解着：“上房为尊，是家中长辈的
住所，东西厢房为次，是家中晚辈住的，
两边较小的房间是杂屋，是女性仆人居
住的地方……”

这些小义务解说员是安阳趣玩儿工
作室组织的，他们几年前就进驻了仓巷
街。“我们在这里讲安阳的故事，把仓巷
街当成培养文化素养的‘苗圃’。”趣玩儿

工作室负责人刘艳说，“此举既培
养了孩子的口才，也服务了游

客，一举两得。”
前不久，安阳市在仓巷街举行了“遇

见最美安阳”第二届短视频大赛启动仪
式，活动参与平台包括抖音、快手等。

夜幕降临，记者走进 10 号院的大
仓门，这里摆好的几十张板凳已座无虚
席，人们正在津津有味地听安阳八中历
史老师黄新志讲授《韩琦传》。“我们这
里经常举办彰德城事公益文化讲座、撷
趣堂文化大讲堂、风铃新音乐演唱、旗
袍秀表演……”李冉说。

“不仅观众逐渐增多，入驻仓巷街的
文化团体也多起来，每周都举办内容不同
的讲座。”文峰区工作人员刘卫华介绍。

如今，这条老街已入驻20多家文化
单位，还有50多个社会文化团体经常在
此举办活动。

互动式和多元化的文化业态，让仓
巷街绽放出迷人的魅力。

定位
博物馆群领衔唱大戏

互动 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出新 打造新兴文化业态

图① 仓巷街平整光滑的石板路
上，游客正在闲逛。9

图② 仓巷街的大仓门前，游客正
手持云台拍摄。9

图③ 观赏拓片。9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杨之甜 摄

图④ 夜晚的后仓坑五彩缤纷，游
客们纷纷打卡拍照。9

本栏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摄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白天的后仓坑另有一番趣味白天的后仓坑另有一番趣味。。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