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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发挥供销社网点优势

保证农资供应提升服务温度探寻亚长牛尊
“走红”的“安阳自信”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刚刚过去的牛年春节，安阳着实火了
一把。

先是亮相于央视《国家宝藏》栏目的
“亚长牛尊”，一头来自3000多年前的青铜
铸造水牛，凭借其憨态可掬的面相、栩栩如
生的造型和华美的纹饰，迅速成为全国观
众和网友热议的“新宠”，成为辛丑牛年的
最萌代言人；再是网红“仓巷街”连续两次
被央视新闻报道，又“吸粉”无数；2月9日，
县前街“开街”，日均接待游客近 10万人
次，成为当仁不让的新晋“网红”……

牛年开年之际，安阳走红文博圈，背后
原因是什么？哪些要素提供了主要支撑？

2月 19日，记者来到殷墟博物馆，透
过玻璃展柜，见到了亚长牛尊“本尊”，柔
和的灯光下，只见这头水牛体态健壮肥
硕，牛角弯曲，四足壮实，似正咧嘴微笑。

“其实，我们对它‘获宠’还是充满自
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介绍，去年
下半年，《国家宝藏》栏目组主动与安阳方
面取得联系，想在殷墟博物馆挑选合适的
文物，拍摄成节目播出。

当时，何毓灵和安阳市文物局、殷墟
博物馆等部门相关负责人认为，如果能把
殷墟出土的文物“搬”到《国家宝藏》栏目，
这将对殷墟保护、发展以及提升安阳知名
度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对此，他们高度
重视，积极争取，并邀请节目组20多人到
殷墟实地考察。

“首先，亚长牛尊本身‘牛’。它是殷
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礼器，在国内
也不多见，而且它形象好，寓意好，雅俗共
赏，代表我们中国人勤劳吃苦的品质。”谈
到亚长牛尊“走红”的原因，何毓灵说。

牛尊的墓主人“牛”。它是亚长墓的随
葬品，亚长是商王朝南部“长”国的部落首
领，地位仅次于武丁王王后妇好。

推 广 牛 尊 的 平 台
“牛”。《国家宝藏》是央
视一档大型文博探

索节目，它聚焦国内顶级博物馆和镇馆之宝
进行艺术创作，可谓脍炙人口、雅俗共赏，受
到国内广大电视观众的认可和好评。

节目在牛年伊始播出后，“亚长牛尊”
火了，吸引不少当地市民再次走进殷墟赏

“牛”。仅今年春节七天长假里，殷墟接待
游客人数10364人次。

“亚长牛尊之所以走红，这背后其实
是文化自信在古都安阳厚重的历史人文
土壤中，持续生长而盛开的灿烂花朵。”安
阳市市长袁家健说。

近年来，安阳市委、市政府持续推动
文化强市建设，在守护好历史文脉的前提
下，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文
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传承创新，不断挖掘安
阳历史文化的精神内核和时代价值，让千年
古都“金质名片”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辉。

开展文旅活动不断。实施“迎客入安”
行动；推出“入住古都安阳·免费游览景区”

系列活动；开展“安阳礼物”评选；举办
“遇见最美安阳”网红直播大赛；探

索公众考古新模式，面向全国招

募考古志愿者。
重大文旅项目建设不停。殷墟遗址博物

馆开工建设；曹操高陵本体保护与展示主体
工程基本竣工；文体中心体育场馆主体结构
完成；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进展顺利。

打造历史文化街区不遗余力。坚持
“规划、建设、业态、运营”四统一原则，立
足改善老城群众居住环境，传承古城文化
根脉，全面启动安阳古城保护整治复兴工
作。以仓巷街、县前街为代表的安阳古城
旅游环线正在形成。

“安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宝贵的不
可再生资源。将文化遗产保护好、展示好、
利用好，是安阳的职责和使命。”河南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表
示，安阳将坚决扛牢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定文化
自信，进一步创新形式，传承好、弘扬好优
秀的传统文化，让文化资源成为安阳发展
的动力源和竞争力。8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滑县万古镇有一座万头奶牛养殖基地，日产
鲜奶 195吨，年产值 2.67亿元，是我省最大的单体
生态示范奶牛养殖场。一头头黑白相间的奶牛，
带动了当地一大批群众脱贫致富，让他们的生活

“牛”起来。
2月22日，记者来到位于滑县万古镇武庄村的

滑县光明生态示范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明养殖公司”）。在参观通道向厂房里看去，只见数
百头奶牛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排队走上转盘式挤奶
设备，场面十分壮观。

赶牛、上线、产奶、下线……47岁的技术工武
艳鸽正熟练地操作着机械。她主要负责将 4个牛
舍的 4000多头奶牛赶上自动式挤奶转盘，并对牛
舍进行卫生清洁。

武艳鸽说，她爱人患有胃病，常年吃药，公婆身
体也不好，孩子正在上初中，生活困难。2016年她
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乡镇干部了解后，给
她家申请了大病保险、雨露计划等各项扶贫帮扶项
目。2018年，村干部介绍她来这里上班，从此有了
稳定收入。

“我每月工资 4000元，公司还缴

纳各种保险，一日三餐全免费！”武艳鸽说，她还鼓
励爱人打工挣钱，现在夫妻二人每月收入 8000多
元。

在光明养殖公司，有 50多名像武艳鸽这样的
贫困户或家属，人数占企业在岗员工的 1/4。据
悉，该公司目前安置就业 300人，除技术人员及管
理人员外，其余员工均来自当地。

“公司还收购当地农户的玉米秸秆作为奶牛的
青贮饲料。”公司负责人说，每年青贮饲料中有来自
近 700户贫困户的 4000余亩玉米，收购每亩玉米
做青贮饲料的价格为 1000元左右。此外，该公司
还流转了当地189户贫困户的503亩土地，流转价
格每亩1200元。

近年来，滑县把产业和特色农业作为发展之
基、增收之源，建立了产业项目与贫困户的利益
联结机制，通过“县有龙头企业带贫、乡
有产业园区扶贫、村有就业基地帮
贫、户有致富门路脱贫”，确保
贫 困 户 稳 定 脱
贫、持续增
收。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勋章、奖章、
纪念章、证章……320多枚徽章的背后，都藏有感天动地
的奋斗历史，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最近，安阳
博物馆展出的功勋红色徽章展备受游客热捧。

2月 24日，安阳博物馆三楼5号展厅里游客不断，有
党政机关干部、企业员工、普通市民，也有学生，大家在
10多个展柜前细细端详一枚枚徽章，近距离地接触那段
峥嵘岁月，聆听历史的回声。

有一个展柜格外引人注目，这里展示的是革命老战
士邢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获得的
十多枚勋章。一位 60多岁的游客看后感慨地说：“他的
每枚勋章，都是崇高荣誉。这些勋章，从一个侧面，见证
和记录了这位革命老战士为人民过上幸福日子的奋斗精
神。我就是为了看这些勋章而来。”

据了解，徽章展分为不朽的功勋、火红的岁月和腾飞
的中国三个部分。安阳博物馆馆长周伟说：“我们希望通
过举办这样的展览，让大家回顾历史，唤醒回忆的同时，
激发爱国热情，激励奋斗精神。”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小麦要追
肥，需要 10袋高塔复合肥。”雨水节气刚过，种粮农户张
保星一个电话打到汤阴县菜园镇供销社，让他没想到，当
天化肥就送到了家：“你们的化肥质量有保证，还送货上
门。我要好好大干一场，争取有个好收成。”这是安阳市
农资供应的一个画面。

“时节不等人。为做好今春全市农资供应工作，我们
早谋划、早安排、早落实，做足‘淡储旺销’的功课，备足春
耕生产所需的各种优质化肥、农药、农膜和种子。”安阳市
供销社理事会主任王建军说，“春节前，全市供销合作社
系统不少农资产品直接从厂家进货，保质保量，先后组织
氮肥、尿素、碳铵等优质化肥37874吨，购进杀虫剂、杀菌
剂、除草剂206吨。”

让农民购买农资更省事。安阳市供销社有 71个基
层社，他们依托 2961个村级网店连锁优势，为广大农民
提供商品销售、技术指导、信息咨询、试验示范、测土配方
供肥等多种服务。内黄县梁庄镇供销社的闫建伟是位干
了30年的“老供销”，人称“土专家”，他创建了4个“农民
俱乐部”微信群，指导1800多位农民科学施肥用药，提高
农民科学种田水平。

创新服务方式。安阳市基层供销社、村级网点通过微
信、电话、网络等方式开展农资推介销售、农技咨询、远程
指导服务，设立“庄稼医院”，打通服务农民“最后一公里”。

树立“为农打工”服务意识。安阳市供销社与安阳全
丰航空植保科技公司签订“三农”服务战略合作协议，开
展无人机助力病虫害防治等飞防植保服务，在农民与植
保企业中间搭建桥梁。汤阴县菜园镇供销社还向农民免
费提供电动喷雾器、撒播器等服务项目。

眼下，正是小麦返青浇水施肥和打除草剂的最佳时
机，安阳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农资经营网点正积极备肥备
药，延长营业时间，全力保障春耕生产需要。8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修旧如旧的民国老屋、展现旧时风
貌的老旅社、修缮一新的古院落、丰富多
彩的民俗文创活动……在安阳，继“网
红”仓巷街后，今年春节期间，经修缮重
现芳华的县前街也成了当地市民和外地
游客必打卡的“网红”景点。市民纷纷感
叹，这条新的“网红”街，真牛！

2月 22日，记者来到这个极具老安
阳特色的街区探访。县前街位于安阳市
文峰南路，因位于明代安阳县署正南而

得名。县前街是城隍庙——高阁寺历史
文化街区的核心部分，明代的彰德府城
隍庙、朱元璋孙子朱高燧的赵藩王府，慈
禧太后、光绪皇帝曾经下榻的慈禧行
宫——文昌阁等坐落其中。

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总长约
226米，宽约 5.7 米，街口立着一块写着

“县前街城隍庙——高阁寺历史文化街
区”的牌子。街道以灰色调为主，两旁灰
砖灰瓦的复古老屋前挂着大红灯笼。街
上商铺林立，具有安阳特色的泥人、糖
画、灯笼画、扒糕等令人目不暇接。

县前街定位是“民俗文化展示区”，
高阁寺西侧 23号院作为游客集散服务
中心，荟萃了安阳名优土特产品和伴手
礼总汇、电商带货、特色餐饮等文化元
素。31号院以文创、书吧、绘本、国学、
民俗、网络直播为主体，演绎“酒吧、咖啡
与书店结合”的时尚文化新元素。

据了解，去年春天至今年年初，安阳
市秉持“有机更新、循序渐进、修旧如旧、
传续文脉”的理念，全面推进古城保护整治
复兴工程。县前街自2月9日开街以来，平
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8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2月 23日，在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远公司”），总经理宁
祥春正在指导工人们对 5G通信用高性能
低介电电子布五期项目进行最后的调试
收尾工作。他个头中等、身材微胖，曾负
责承建国内首条电子级玻纤生产线，是我
国电子级玻纤行业领军人物。

2013年，48岁的宁祥春放弃南京玻璃纤
维研究设计院副总工的职位，来到安阳，在与家
乡珠海相隔2000多公里的林州开启创业之路。

几年来，他把自己的技术和精力毫无
保留地投入光远公司。在他的带领下，公
司连跳“三级”，实现“光速发展”：当年 8
月，一期电子纱项目点火投产，填补河南省
池窑拉丝玻纤行业空白；2016年年底，二
期电子布项目实现全线贯通投产；2018年
10月，三期5万吨电子纱和8000万米电子
布项目顺利投产……目前，5G通信用高性
能低介电电子布五期项目也即将投产。

如今，光远公司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高性
能超细电子纱和超薄电子布制造基地，建成
了国内行业唯一的高性能电子玻纤中试线，
研发成功5G低介电、半导体封装材料等国
家战略瓶颈技术，先后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等荣誉称号，主导
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连续三年排名第一。

在宁祥春的感召下，业界大拿、研发专
家纷纷加入光远团队。目前，以宁祥春为
首的研发团队已汇聚教授级高工26人、博
士生 18人、硕士生 36人。据悉，该团队共
计研发课题 60 余项，获专利授权 130 余
项，先后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为中国电子级
玻纤行业进步作出突出贡献。

宁祥春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搞好
研发，在微米技术方面开疆拓土，使光远新
材电子玻纤产品由产量多向高精尖方向迈
进，助推安阳转型升级。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2月 23日，
记者从安阳市林业局获悉，今年，该市计划营造林 9600
公顷，其中国储林造林2646公顷，以增加森林湿地总量、
扩大生态容量，全力推进森林安阳建设。

据了解，今年是国家森林城市复检之年，安阳市将
扎实开展好“创森”复检工作，持续推进森林城市建设，广
泛开展国土绿化，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实现森林绿量增
加、森林质量提高、人居环境改善、城市品质提升。其中，
林州市将对标对表完成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各项目标任
务，确保 2022年通过国家验收，汤阴县和滑县将培育森
林特色小镇3个、森林康养基地3个，创建市级森林乡村
50个；围绕全面增绿目标，建设“五边”绿化示范点 150
个，加快森林围城；林州市、龙安区、殷都区将重点实施重
要通道两侧可视山体绿化；以S301、洪积线、西北绕城高
速公路为骨架，打造 3条道路防护林带，构建超过 666.7
公顷豫冀界生态屏障；利用污染土地、荒草地、闲置土地
和低质低效林地，开展片区造林 463公顷；全面推行“林
长制”，加快形成市、县、乡、村四级林长责任体系，构建

“属地负责、党政同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治理”长
效机制，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安阳建设。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2月 23日，
记者从安阳市相关部门获悉，今年春节期间，安阳市文旅
体融合提升旅游品质效果明显，旅游市场秩序安全有序，
全市（含滑县）共接待游客 147.59万人次，与 2019年同
期相比增长28.01%；旅游收入7.06亿元，恢复到2019年
春节的55.42%。

近年来，安阳市围绕老城复兴打造的两个特色街区
（仓巷街、县前街）在今年春节期间人气爆棚。滑县道口
古镇，万泉湖景区内古街淇淅里，林州瓦窑街、龙山路等
老街区同样人流如织，众多游客前往打卡，成为拉动夜间
消费的新增长点。

同时，安阳市委、市政府在节前提出“九送”政策，各
景区积极响应号召，春节期间为外来务工人员“就地过
年”提供免门票、送游览政策，为吸引客流，万泉湖等个别
景区还推出了向社会免费开放政策，推动文旅市场复
苏。此外，疫情防控措施到位，市场秩序安全平稳。

据了解，林州市接待游客 93.85 万人次，旅游收入
3.58 亿元，较 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 112.4%和 96.5%。
与 2019年同期相比，大峡谷景区增长 141.84%，红旗渠
景区增长52.21%，马氏庄园景区增长50.95%，万泉湖景
区增长47.97%。客源市场以安阳本地及鹤壁、濮阳周边
游客为主。8

安阳

春节接待游客147.59万人次

全力推进森林安阳建设

计划营造林9600公顷

安阳博物馆

让红色徽章见证峥嵘岁月

致富奶牛致富奶牛，，让生活让生活““牛牛””起来起来

宁祥春：

“微米世界”的“拓荒牛”

“网红”县前街 牛年迎客忙

亚长牛尊在殷墟博物馆陈列
展出。8 杨振方 摄

夜色中迷人的县前街夜色中迷人的县前街。。88 赵阿娜赵阿娜 摄摄

奶牛正在排队挤奶。8 赵阿娜 摄

县前街上，一名小游客在糖人店里
买了牛形糖人。8 杨之甜 摄

制图/张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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