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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旭兵

出安阳市区往东20多公里，一座古色
古香的城门楼一下子跃入眼帘，这便是安
阳县瓦店乡杜庄村的入口了。

穿过古朴典雅的城门楼，漫步村中，只
见树木葱郁，路边的文字墙上，用甲骨文刻
着“百家姓”，不时有人驻足观看。

杜庄村最有名的是“状元第”大院。相
传，清末村里的杜法贵、杜法富兄弟二人分
别考取文武秀才，这里至今还流传着他们

刻苦用功的故事。穿过翻修过的九门、篱
笆墙，便是村里的茶楼和戏台，品一杯玫瑰
茶，尝一口玫瑰饼，听一支小曲，仿佛置身
世外桃源。

“古风农家小院待着很惬意，等退休
了我也来住上十天半个月。”一名游客
说。

远志城楼、九门相照、状元亭台、鳌山
龙湖、月映双狮、莲池蛙声、耕读传家、花海
田园，被称为“杜庄八景”。漫步村中，一步
一景，令人流连忘返。③8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8月 9日，在安阳市文体中心项目建设
现场，记者看到，体育中心外形好似“鸟
巢”，文化中心外形颇像水立方，项目主体
建设基本完工，部分场馆已投入使用。

市文体中心位于安阳市中轴线中部，项
目用地面积约54.7万平方米，包括文化中心
和体育中心两个部分。文化中心位于项目
北部，主要包括文化馆、科技馆、大剧院、音
乐厅。体育中心位于项目南部，主要包括体
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和全民健身中心。

据了解，体育馆是最早完工的场馆，已
举办过一场大型跆拳道比赛。体育场则是

面积最大的一个场馆，占地面积 4万余平
方米，可同时容纳 4万人。“游泳馆包括两
个标准游泳池及2万平方米的配套商业区
域，将在 8月底陆续开放。文化中心正在
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和收尾工作，将在 9
月底前竣工。”安阳宝冶文体中心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安阳市文体中心集文化娱乐、艺术交
流、科普培训、全民健身、体育赛事、会议服
务、休闲购物等功能于一体，将成为安阳市
主要的文体活动场所和标志性景观建筑，
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丰富群众
文体生活、推动安阳市文化体育事业繁荣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③8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仓巷街上满是热闹的游戏摊位，后仓
坑灯火璀璨、五彩缤纷，湖边的小酒馆生意
红火、人声鼎沸……8月 10日，夜幕降临，
记者走访仓巷街，感受古街夜经济的活力。

近年来，为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安阳市文峰区梳理已有资源，将古城
保护整治与文化业态布局相结合，大力发
展互动性、趣味性、体验性较强的旅游业
态，打造能留住游客的文化圈和闪光点，构
建起集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于一体的“夜
经济生活圈”。

走在仓巷街上，各式各样的小摊位前
热闹非凡：手写书签、DIY石膏娃娃、手工
编绳、冰粉铺子……不少摊主都是年轻

人。“我今年刚高考完，暑假没什么事儿，就
过来摆摊卖一些小玩意儿，也算是锻炼一
下自己。”19岁的小吴说，一到晚上，来仓
巷街逛吃游玩的年轻人非常多。

“仓巷街白天和晚上有不一样的美。
我以前只是白天来转过，逛了逛文化展馆，
看了看文创产品。听说晚上这里别有一番
特色，今天就跟几个朋友过来小坐一会儿，
聊聊天，喝喝酒。”在一家名为“仓巷湖畔”
的啤酒餐厅内，安阳市民曹先生说，仓巷街
是夏日和好朋友们乘凉聚会的好去处。

作为安阳市别具特色的夜间消费集聚
区，仓巷街主街区东段为文化展馆、文创产
品销售展示区，西段为国内知名美食区和
本地“老字号”传统餐饮区，环湖区域多为
酒吧、茶楼、民宿等。③8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整洁的高炉冶炼平台，既看不到粉尘，
也没有刺鼻气味，站在绿色的参观通道上，
透过钢化玻璃，可以看到出铁口奔涌的铁
水……

“这是我们研学线路中的一个景点，这
条线路以参观安钢炼铁炼钢生产线、绿色
环保工艺设施为主。”8月 10日，在安钢集
团有限公司炼铁厂三号高炉出铁平台，该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六一”前夕，安
钢工业旅游景区全面恢复开放，目前有师
生研学、夜宿安钢活动，还有露营大美安
钢、中小学生劳动体验课等新型旅游项目。

“住进帐篷，掀起小窗，观看趣味电影
大片。瓶瓶罐罐的工业矿石原料、园区内

随处可见的景观小品，都让我眼界大开。”
当天，一名前来参观的学生说。据了解，安
钢工业旅游景区与趣玩儿文化联合打造了
趣玩儿科学探索营，为青少年打造丰富多
彩、开阔眼界的系列活动。

2019 年 12 月 29 日，安钢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安钢也成为我省第
一家、全国第七家跻身旅游景区的钢铁企
业。2020年 7月 1日，经过精心筹备，安钢
工业旅游景区正式对外开放，现代化钢铁
生产线和园林化厂区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近年来，安钢投入巨资推进企业绿色
发展，高起点、高标准实施环境保护、节能
减排项目200余个，打造“公园式、森林式”
园林化绿色企业，呈现出花园式工厂的崭
新面貌。③8

□本报记者 李旭兵

林州市黄华镇止方村，背靠太行山，红旗渠一干渠
穿村而过。

8月11日，记者来到止方村，只见一座座民居典雅
别致，村口耸立的牌坊后，是宽阔整洁的步行街，家家
户户门前的红灯笼，把整条街装点得格外喜庆。

村里几座二层小楼改造成的民宿格外引人注目。
小院外栽种着果树、风景树，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走
进小院，仿古的灰瓦，洁白的墙面，古色古香的韵味扑
面而来。踏进屋内，可以看到全屋采用新中式装修风
格，呈现出简约、朴素、雅致、大气的古典气息。“屋内现
代化，屋外乡土气”，不少游客如此评价这里的民宿。

“夏天的晚上和周末，游客成群结队。”在步行街开
烤串店的邢大爷对记者说。

为吸引游客，止方村还建了果园，春季赏花、夏秋
采摘、冬季赏景。村里还投资 200余万元修建了林州
市首个音乐喷泉广场，绿地、美食、“网红秋千”、儿童游
乐项目等吸引八方游客纷纷前来“打卡”。③8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8月 12日，天气闷热，记者来到位于汤阴县西部的
汤河国家湿地公园，寻一丝清凉。

走在公园内，但见汤河两岸绿树成荫，夏日的芦苇
十分茂密，散发出阵阵清香，远远望去，宛如一片绿色
海洋。公园内的道路平坦整洁，各种植物郁郁葱葱、错
落有致。

“这里风景优美，绿意盎然，是夏天乘凉游玩的好
地方。”来自安阳市区的游客吴先生说。

汤河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为 710.2 公顷，其中湿
地面积568.7公顷，占80.1%。该公园包括湿地保护保
育区、湿地恢复重建区、科普宣教展示区、合理利用示
范区和综合管理服务区等5个功能区。

据了解，公园里建设了占地近100亩的芝樱园，还
种植有国槐、石楠、大叶女贞等乔木 51种 2.1万株，栽
植了大量鸢尾、波斯菊等地被植物，还精心打造了观鸟
塔、人工湖、科普馆、宣教长廊、小河竹林等景点。该公
园有水土保持林和防护林5000余亩，带动周边发展休
闲采摘园30余家。

此外，该公园还不断完善旅游公共基础服务设施，
设立交通指示牌、导览图等200多处，并提供观光自行
车、观光电动车等园内交通工具，方便游客游览。③8

□本报记者 李旭兵

这个夏天，我省唯一以航空航天为主题的大型科
普类展馆——安阳航空科普馆成了青少年的热门打卡
地。8月11日，记者也来到这里“打卡”。

在科普馆门前，一架仿真战斗机格外引人注目。
走进科普馆，各种战斗机、直升机、大型客机模型令人
眼花缭乱。在这里，还可以体验飞机模拟驾驶。

安阳航空科普馆总面积约 7500 平方米，总投资
6000余万元，是以新型展教手段对社会公众特别是青
少年进行科普教育的半公益性场馆。该馆集科普、教
育、研学等功能于一体，馆内有几百件各类先进飞机以
及运载火箭、天宫系列的仿真模型，极具航空航天文化
特色。

安阳航空科普馆包括红色党建、航空、航天、研学
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五大板块，致力于打造集中小学
生研学教育、科普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红色教育于一
体的综合性研学旅游基地。

目前，该馆已建成集5D电影、图文展览、实物模型
展示、电子触摸互动、航空模拟器体验等多种形式于一
体的大型科普类展馆，年可接待游客15万人次。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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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河南的北大门安阳，众多新地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吸引着八方来客——

被誉为安阳“鸟巢”的文体中心展露芳容，各项文体活动将华丽上演。古色古香的仓巷街、县前街变身“网红

打卡地”，点亮古都的夜经济；安钢厂区摇身一变为3A级旅游景区，呈现出花园式工厂的新面貌；止方村内，一座

座灰瓦白墙的民宿典雅别致，每逢周末总是游人如织；我省唯一以航空航天为主题的大型科普类展馆——安阳

航空科普馆绚丽开馆，各种战斗机、直升机、大型客机模型令人眼花缭乱……活力古都，出彩安阳，这座游客“来

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网红城市，正日益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

近日，记者赴实地探访，逐一打卡美丽安阳的新地标，为您呈现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新安阳。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