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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析综 !

$#*!

年
#

月
%*++,

年
0

月"#四川省大邑县人$

$#!"

年
-

月任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

年
$

月兼任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党组书记$

$##.

年
*

月调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党组书记$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

部#杨析综同志在河南工作期间#始终

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经常深

入基层#了解民情#倾听民意#亲民爱

民#足迹遍布中原大地#深受人民群众

爱戴$ 他曾多次到豫东一带的黄泛区

调研#

$#!/

年
$*

月#还为&黄泛区农场

志'题词()振兴农垦事业#发展商品经

济$ *

杨析综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

中华传统文化底蕴深厚#

$#!#

年在黄

泛区调研后# 曾饱含激情地写下了一

首&忆江南+访黄泛区'(

花园口!犹记弥天灾"千里芳原成

泽国!万家墨面没蒿莱" 鸿雁几时回#

奇男子!热土可重开"拼将血汗除

盐卤!好把桑麻遍地栽" 父老笑登台"

这首词以对比的手法写出了黄泛

区的沧桑巨变# 热情讴歌了黄泛区人

民)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抒

发了作者情系中原% 热爱祖国的高尚

情怀#颇具艺术感染力$四川大学教授

周啸天评论说()纵然是诗词余事#却

也见当行本色*# )遇景入咏#且无艰

难劳苦之态*$

以往#豫东这一带#有事没事爱串

门$串门带给人们的是邻里的和睦#人

际关系的密切#社会的和谐稳定$

尤其是在农村# 家家更是热情好

客#心胸坦荡#相互信任#彼此不设防#

院子的大门经常敞开着# 几乎没有人

大白天从房内把门闩上的$ 要是经常

闩着大门# 人们不知你在家搞什么名

堂呢$大门二门都敞开#串门人咳嗽一

声#或喊着主人的小名就进来了$

串门为借东西的居多# 闲话家长

里短的也不少$ 以前的农闲季节#地

里%家里都没活了#又没收音机%电视

机#只剩下串门了$有时候在邻居家一

待就是半天$大家哈哈一笑进了屋#聊

天的内容从国家大事到家畜家禽#长

篇阔论#无话不说#而且还经常抬上两

句#并乐此不疲$ 冬天的夜晚烤着火#

夏天的夜晚扇着扇子# 秋天的夜晚赏

着月#春天在院子里的阳光下喝着茶#

这都是最快乐的时候$在阴雨天#闲着

也是闲着#更是串门的好时候$在许多

农村#有些人串门不分时间#爱端着饭

碗#到邻居家中边吃边聊$串门时端的

碗都很大#为的是不再回家盛下一碗#

所以# 有人见到大海碗就解嘲地说(

)这是串门碗*$

串门时# 男人找男人# 女人找女

人#老太太找老太太#老头找老头$ 串

门也要讲规矩# 谁家媳妇生了孩子还

没有满月时#不能去产妇家#当然产妇

也不能去别人家,再者#男的不能去寡

妇家#怕招来是非,丈夫外出了#别的

男的也不能去串门$

在农村# 谁家有多少来串门的#是

社会关系的晴雨表#也是家庭影响力的

排行榜$来串门多的#不仅说明人缘好#

也在村中有威信#这是被引以为荣的$

渐渐地#人们都出去打工了#家里

落锁了,渐渐地#楼房越来越多#门槛也

越来越高了,渐渐地#串门习俗也消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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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国胜

刘 涛

王爱民

"""商业兴盛 会馆林立

周家口城镇的演变与其它城市的演

变完全不同# 它从一开始就向商业城市

发展$来周家口的外地移民#不是以居住

为目的#而是以经营为目的迁徙而来的$

许多城市是先有居民#后有商业#而周家

口先有商业#后有居民#城市迅速扩张$

清代康乾盛世# 周家口达到鼎盛之

期# )人烟丛杂#街道纵横*#)舟车辐辏#烟

花万家*#时称)五方杂处#万商云集*之地#

)水陆交汇之乡#财货堆积之薮*$ 曾吸引

两湖%两广%山西%陕西等
$-

省区商家巨贾

云集于此#沿河拥有渡口
**

处#水陆寨门

-$

座#镇中街道
$*+

条#外省商界会馆
$+

处#清真寺
!

座#各类大小庙宇
"+

余座#建

成区面积达方圆十余华里# 人口突破
**

万$其间#朱仙镇河道堵塞#商贸活动下移#

更使周家口秋色独占#称雄一时$据清乾隆

十二年&陈州府志'中记载()周家口乃水陆

要冲#五方杂处#一切刑名钱谷#额征丁地#

七万有奇#地广人稠#鞭长莫及#实豫省直

隶州中繁杂难治之区$请照江南徐州%直隶

天津%山西蒲州%泽州等处之例#将陈州改

为府治$ 因之#雍正二年升陈州为直隶州#

十二年又升陈州府--*

外省客商为联系商务# 沟通信息方

便#纷纷在周家口建立会馆#相当于现在

的驻周办事处$ 如山陕会馆!关帝庙"#两

湖会馆!禹王宫"#江西会馆!万寿宫"#福

建会馆!天后宫"#安徽会馆!草关帝庙"#

覃怀会馆!迎水寺"$ 此外还有同业公会

会馆#如建筑业公会会馆!鲁班庙"#油业

公会会馆!大王庙"#粮业公会会馆!平王

庙"等#这些会馆都是神灵崇拜与商业文

化的结合$ 在这些会馆中#尤以山陕会馆

!关帝庙"工程浩大$占地
*+

余亩#始建于

清康熙三十二年 !

$/#.

年"# 经雍正%乾

隆%嘉庆%道光年间扩建%重修#于咸丰二

年!

$!"*

年"全部落成#前后历时
$"#

年#

采湖广之秀木#运秦晋之砖石#请墨客画

师#聘能工巧匠#馆内亭台楼榭#飞檐斗

拱#雕睴画栋#是)豫东平原保存较好%建

筑艺术价值较高的古建筑群*#它犹如一

段凝固的历史# 记载着昔日周家口商业

的繁荣%经济的鼎盛和辉煌$

周家口历史文化追溯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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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培忠 崔中玉

古塔构造

寿圣寺塔通高
-$-"

米#共有九级,塔

基部为六边形#每边长
-0*

米$ 塔体用青

砖砌成#塔壁很厚#表层用白灰刷成$塔的

每一层#南面辟一卷门$塔的外壁东南%西

南两面#各有一面用砖刻成的假窗#各角

砌有依柱#柱上有挑檐枋#柱与柱之间用

横额相接#上托斗拱!封檐"#使塔檐的突

出部位美观而坚固$ 塔檐上面#用砖雕的

莲瓣砌了三周$ 塔的各个部件配合得当#

错落有致# 不仅从整体看来巍峨壮观#而

且从细部看来也十分考究$

古塔南门原石门楣%石门框%石门枕

皆残#均为青石$ 现今看到的完整石门楣%

石门框%石门枕均为
$##!

年重修时安装$

在原残存的石门楣上#有
-

行刻字#上写

)明道二年
1$+..

年
2

癸酉岁三月一日丙寅

时戊寅日葬舍利院主僧
!!

建
!!

功德

塔*$ 塔室内砌有盘旋的塔道#可逐级登高

至塔顶$ 塔体从底至顶渐收匀称#成六棱

锥体形$ 第四级塔室北墙上有
.

尊石雕

像$ 雕石两块并列镶嵌于墙上#靠东的一

块正中雕有两尊佛像#东边一座为盘膝背

面像#西边一座为盘膝正面像,靠西的一

块正中雕有一座盘膝正面佛像#左右各刻

有)佛心*%)供养*字样$ 七层以上塔心室

为竖井式方洞#东西两壁设脚窝#可登临

顶层$ 塔的第八层#中间立一木柱#穿过第

九层#直通塔尖的铁铸瓶状塔刹#使塔尖

的重量分别落在第八%九两层上#并使八%

九两层的构件与塔尖连为一体$

塔顶宝葫芦状塔刹高达
*0"

米#底座直

径
$0!

米#重约
$

吨#系铁铸而成$ 古塔自下

往上逐渐紧收#空间越来越狭小#仅可供一

人攀登# 真不知古人是如何把这么笨重的

塔刹运到塔顶并成功安装的$ 塔刹上下分

为
.

截#上为圆球带尖部分#中间细腰为一

部分#底座弧形上收为一部分#其
.

截均为

蒸笼式上大盖下小#防止雨水%尘土侵入$球

体上铸有)佛*字#牌位内铸有)皇帝万岁万

万岁*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文字,中间

的细腰部分亦铸有 )周王千岁千千岁*%)大

明嘉靖贰拾捌年九月吉日*%)典服安朝*)周

府侍伴读王顶监造*)奉御官吴玺* 字样,下

部铸有 )河南周府施舍西华小瑶集寿圣寺

塔一座*#对明代这次重修时间%捐助者作了

明确详实的记载$ 塔刹球体下部铸有
/

个

圆环#分别用
/

条铁链与第九层的
/

个角的

石龙头连接#以防大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

破坏$ 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

超的技术才能$

古塔建造之谜

乾隆十七年!

$,"*

年"&西华县志'记载(

)寿圣寺#在常社店$ 宋僧崇昌建塔#高十余

丈$天顺七年重修#有记,嘉靖六年重修#运判

贾兰记*$ 古塔第一级残存的石门楣上#又有

)明道二年
1$+..

年
3

癸酉岁三月一日丙寅时

戊寅日葬舍利# 院主僧
!!

建
!!

功德塔*

的记载$ 史书和实物记载相互印证#证明寿

圣寺塔确实始建于)明道二年*$ )明道*是北

宋皇帝宋仁宗的第二个年号#)明道二年*就

是公元
$+..

年# 这说明寿圣寺塔比开封铁

塔的建设年代还要早了
$/

年#距今已有
#!*

年的历史$ 在地志中#寿圣寺又被称为寿圣

院#是中原众多的佛教禅院之一$ 按乾隆&西

华县志' 和寿圣寺塔门楣上的刻字记载#这

个塔是北宋寿圣寺的住持崇昌和尚所建#塔

下葬的是舍利$ 古塔门楣)院主僧*后残缺的

两字)

!!

*应为)崇昌*二字$在佛教中#僧人

死后所遗留的头发%骨骼%骨灰等#均称为舍

利,火化后所产生的结晶体#则被称为舍利

子$ 这说明#塔基下面应该有地宫#地宫内埋

葬的应该就是北宋高僧火化后的骨灰$

金末元初#因元兵侵扰#寿圣寺被焚$ 据

民间传说# 元兵来时# 塔周围的群众逃入塔

内#顶死了石门#元兵不能进入#于是用柴草

把塔围住#放火烧塔$而今#塔的石门已毁#石

门框已残#基层外壁斑驳脱落#或红或残#火

烧痕迹仍触目可见# 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当

年的悲壮和惨烈$

大明王朝建立后#国家统一#佛教得

到了新的发展# 寿圣寺也先后于正统元

年%天顺七年%嘉靖六年得到重修#但寿圣

寺塔在明代何时重修%何人重修#至今无

明确记载$ 明代寿圣寺有两个重要碑刻#

一是大明天顺七年&重建寿圣寺记'碑#二

是嘉靖六年 &寿圣寺重兴碑'$ 天顺七年

&重建寿圣寺记'碑已佚#民国地志中仅存

纲目及其只言片语#全文无从知晓$ 民国

二十七年!

$#.!

年"&西华县续志+卷二+古

迹'引)明天顺七年碑*文云()寿圣寺砖

塔(在常社店寿圣寺$据明天顺七年碑载#

系宋时建#高九级$ 今存$ *并没有提及明

代重修砖塔之事#这说明大明正统及天顺

年间只是对寿圣寺进行了重修#对寺中的

砖塔则可能没有重修#也可能那个时候塔

身尚且完好#不需要维修$后来#明嘉靖六

年&寿圣寺重兴碑'也没有提及砖塔重修

之事#证明嘉靖六年重修寿圣寺时也可能

没有维修砖塔$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

个古塔究竟有没有重修过. 如果重修过#

又是什么时间重修%何人重修的呢.

$##!

年# 河南省人民政府对其全面维修时#对

塔顶进行了清理#由塔刹铭文揭开了这一

答案$ 塔顶宝葫芦状塔刹上面铸有)大明

嘉靖贰拾捌年九月吉日*%)河南周府施舍

西华小瑶集寿圣寺塔一座*等字样#证明

寿圣寺塔在大明嘉靖二十八年#也就是公

元
$"-#

年进行过一次重修$ 塔刹上面的

那些字迹就是那次重修时铸上的$如今走

到塔的跟前细看#仍能看出当年重修的痕

迹# 原塔仅剩塔基和第一层的断壁残垣#

二层以上应为明朝重修$

*++!

年汶川大

地震时#重修的接缝处受到破坏$ 据寿圣

寺保护员反映#

*++!

年
"

月
$*

日#大约下

午
*

点
.+

分左右# 几名当地群众在塔旁

休息#忽然感到天旋地转#震感明显#并发

现几个砖块从塔上落下$经文物部门现场

勘查#发现有
.

处裂缝$ 第一层南面的裂

缝就是当时形成的最长裂缝$

寿圣寺塔是明代什么人重修的. 从塔

刹上的 )河南周府施舍西华小瑶集寿圣寺

塔一座*#)典服安朝*%)周府侍伴读王顶监

造*%)奉御官吴玺*#)周王千岁千千岁*等

字句分析#寿圣寺塔应为)周王*所建$ 那

么#明代的)周王*是谁呢. 查阅有关史料#

明代确实有个)周王*#系朱元璋的子孙#其

藩封之地就在河南承宣布政使司巡抚驻地

开封$ 塔刹上面的)河南*二字就是指)河南

承宣布政使司*#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

当时的省会就设在开封,)周府*就是)周王

府*的简称$ 这证明#寿圣寺塔应为明太祖

朱元璋的后代子孙周王施舍所建$ 而寿圣

寺原大铁钟上面的双龙图案# 则进一步印

证了这一事实$

明代周王世系图!

明代经历了
$+

多个周王# 捐资重修

寿圣寺塔的这个周王是谁呢. &明史+卷一

百十六+列传第四'等史料记载#明洪武三

年!

$.,+

年"#朱元璋分封其
*-

子和
$

个

重孙到全国各战略要地为王#)据名藩#控

要害#以分制海内*$朱元璋的第五子%朱棣

的胞弟朱?
4516

!

$./$

年
7$-*"

年"被封为

吴王$ 洪武十一年!

$.,!

年"#因)钱塘财赋

地#不可封*而改封朱?为周王#建藩开封#

与常社寿圣寺仅相距
$$+

公里$ 开封自第

一代周王朱?开始#到明朝末年第
$$

世周

王朱恭枵因洪水灌城出逃# 共传
$$

世
$$

王#朱氏子孙世代相藩#在开封形成了一个

庞大的)周藩*系统#最多时王府竟有
,*

家

之多#堪称当时全国之最#素有)天下藩封

数汴中*之说$ 明代#开封%西华均属河南

承宣布政使司管辖$ 因此#)河南周府*必

是开封)周王府*无疑$ )施舍*一词证实#

寿圣寺塔并非当朝皇帝敕建#而是周王捐

资兴建$ 嘉靖年间有
.

个周王#分别是第

七代周王朱睦?!

$-#!

年
%$".!

年"%第八

代周王朱朝聏!

$"*$

年
%$""$

年"%第九代

周王朱在铤!.

%$"!.

年"#由铭文)大明嘉

靖贰拾捌年九月吉日*字样推算#这时的

周王应该是周庄王朱朝聏$ 第七代周王朱

睦?死后#由于其世子朱勤熄!

$-#"

年
%

$".+

年"

."

岁即先逝#所以就由朱勤熄的

儿子#也就是朱睦?的孙子朱朝聏袭封周

王$ 修建一座砖塔肯定需要一笔不菲的投

入#年轻的朱朝聏为什么要花巨资重修寿

圣寺塔. 从古塔天宫中出土的&大弥陀经'

上#我们可见端倪$ 这卷&大弥陀经'上印

有 )周王印造*#)祈保祖母康泰# 宫眷平

安*%)嘉靖二十三年*等字样$ 朱朝聏
#

岁

已成孤儿#

$#

岁时能够战胜其他
$+

多个

叔父和两个弟弟#以世孙的身份成功袭封

周王#其祖母功不可没$由于对其祖母感激

不尽# 于是就在嘉靖二十三年为其印造了

&大弥陀经'# 嘉靖二十八年又捐资重建了

寿圣寺塔#以便为其祖母祈福$

朱朝聏重修寿圣寺塔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自己的身体原因$ 朱朝聏于嘉靖十九

年袭封周王# 嘉靖三十年死亡# 在位
$*

年#享年
.$

岁$朱朝聏及其父亲朱勤熄
.+

多岁均英年早逝#说明其生前可能患有某

种遗传性疾病#身体肯定都不太健康$ 明

代陈州%西华%商水都同属河南布政使司

开封府管辖#为了祈求神灵保佑#延年益

寿#避免重蹈父王短命的覆辙#朱朝聏生

前选择同属开封府行政区域内的寿圣寺

祈福并重修寺塔也是可能的$

朱朝聏重修寿圣寺塔的第三个原因

就是砖塔本身的原因$ 从北宋明道二年

!

$+..

年 " 到大明嘉靖二十八年 !

$"-#

年"#时间已经过去了
"++

多年$经过金元

时期的战乱和自然破坏#寿圣寺塔可能已

经出现倾废的现象#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朝

拜$ 正是以上这三个因素#促成了朱朝聏

对寿圣寺塔的重修$ $未完待续%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

之一# 是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

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

院$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在问

世以后的
!++

多年里# 曾被无数收藏家

和鉴赏家把玩欣赏# 是后世帝王权贵巧

取豪夺的目标$ 它曾辗转飘零# 几经战

火#曾经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盗出宫#

历经劫难#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它的第

一次劫难则发生在淮阳$

宋人张择端!

$+!"

年
%$$-"

年"完成

歌颂太平盛世鸿幅巨作&清明上河图'后#

首先将它呈献宋徽宗$作为中国历史上书

画大家的宋徽宗酷爱此画# 用他著名的

)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

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 不久#

宋徽宗将此图赐予了喜爱收藏的向子韶$

向子韶!.

%$$*!

年"#字和卿#河南

开封人# 为宋神宗赵顼向皇后的本家侄

子# 北宋名相向敏中的玄孙$ 他天资聪

慧#勤奋好学#

$"

岁入最高学府太学#元

符三年庚辰科
8$$++

年
3

中进士$ 崇宁三

年 !

$$+-

年
3

#向子韶由荆南 !今湖北江

陵"节度判官任满#调到吴江任知县$

向子韶到吴江时# 苏州一带正在流

行私铸冥币$关于冥币#因百姓沿袭埋物

祭地%散币送葬的风俗#使冥币成为祭祀

时生者对死者思念的载体#大为盛行$编

撰&资治通鉴'的宋人司马光曾大力批驳

唐人王宗祠祭祀之行为# 说()焚纸钱

似巫术#让习礼者羞耻$ *所以#在宋朝#

冥币是有所限制的#私铸冥币更是迷信%

违法的事$然而#苏州知州许光凝碍于民

俗#对这件事听之任之$ 向子韶知道后#

立即在吴江境内发了禁令# 严禁私铸冥

币#同时向许光凝上书#讲明利害关系$

后来#朝廷果然派人来追究此事#其他各

县都把责任推到知州身上# 而向子韶既

没有争辩# 也没有出示当初给知州上书

的底稿#他这种态度使许光凝十分感动$

结果#从知州到其他各县知县#都不同程

度地受到降级处分# 唯独向子韶一人没

有受处分$ 从中可看出# 向子韶为人谨

慎%清正明恕的一面$

大观元年
1$$+,

年
3

#苏州地区施行

*"

户人家为一个大保# 进行集中管理$

知州孙杰召集各县知县来商议# 提出每

一大保建一个鼓楼# 安排
"

名保丁进行

巡视警戒#一旦发生偷盗抢劫就击鼓#互

相通知$向子韶不赞成这种做法#说()斗

争会从这件事上开始$ *他认为#一个大

保才
*"

户人家#如此稠密地设置鼓楼实

在是劳民伤财#何况保丁平时无事可干#

倘若无事生非起来#很容易发生争斗#社

会反而将不得安宁$ 台面上一时争论不

下#别的知县都劝他不如先答应下来#回

去办不办是自己的事情$向子韶认为#阳

奉阴违不是大丈夫所为# 答应了回去不

办#是对上司的大不敬#会犯违令罪的$

他大胆表白自己的意见# 并详细陈述理

由#主张防盗问题上必须根据实际情况#

采取相应措施#切不可采取劳民伤财%留

下隐患的策略$经过一个多月的争执#最

后#知州终于接受了他的意见#停止一保

一楼计划$从中亦可看出#向子韶为官尽

责%实事求是%不阿谀奉承的一面$

大观三年
1$$+#

年
3

#向子韶调任开封

府右曹参军$ 靖康年间
1$$*/

年
7$$*,

年
3

开始担任淮宁府知府$建炎二年
1$$*!

年
3

六月#金兵所向披靡#进犯淮宁#向子韶率

领部下#坚守城池$ 城内有审时度势者劝

向子韶弃城避去#他大声疾呼()汝等坟墓

之国#去此何之#吾与汝当死守/*意思为(

)这里是你们的祖坟所在地#离开了这里$

你们能到哪里去安身. 我一定和大家一

起死守这块地方$ *他劝导百姓要对故土

和宗墓有忠爱眷恋之心#鼓动士兵誓死抗

敌#永不言弃$他的英勇气概#激发了百姓

保卫家乡的激情$当时#守军只有
-+++

多

人#守将岳景绶本想放弃淮宁城#率领军

士和百姓撤往南宋高宗赵构所在的江浙

一带$ 向子韶不同意#认为如果各地都这

样遇到金兵就跑# 哪里还有国家的安宁#

而且也不符合尽职守土的为官之道$ 经

他极力劝说#岳景绶决定留下守城#后来

在领兵迎敌中奋战至死$

金兵日夜攻城# 向子韶亲自披挂上

阵指挥# 冒着箭林石雨与金兵殊死搏斗#

同时派遣弟弟领兵杀开血路# 去东京留

守使宗泽那里搬救兵$ 无奈救兵还未到

援#城就被金兵攻破了$ 向子韶继续率领

军民与金兵展开巷战# 终因寡不敌众被

俘$金兵首领威风坐城头#劝他投降#并命

士兵强按他下跪喝降酒$ 向子韶始终顽

强屹立#岿然不动#并手指金人破口大骂#

最终英勇就义$ 向子韶全家除了一个弟

弟刚去唐州
1

今河南唐河
3

任知县#一个
/

岁儿子幸存外#他的三个弟弟子率%子衮%

子家等阖门皆遇害$ 向子韶的事迹得到

朝廷褒彰#追封他为通议大夫#谥号忠毅#

对他家殉难的其他
/

人亦进行了追封$

金兵破城灭门后#&清明上河图'被

金人夺去#这是该图的第一次劫难$淮宁

府知府向子韶是宋时收藏该图的最后一

位藏家$

&参阅文献'(中国名人志)第七卷南

宋*(行履高洁+丹心铁骨的抗金名将'向

子韶*,云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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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乃庆

本报讯!记者 窦娜 王晨 文
9

图"近

日# 周口+敦煌两地书法家交流笔会在

周口华威民俗博物苑举行$来自敦煌的

书法家代表边振国%姜生治%傅有宏%丁

永明等# 与我市书法家代表王猛仁%刘

广岩%张华中%曹景超等
*+

余人共叙两

地书法渊源#交流切磋书艺#共谋两地

书法发展$

周口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王猛仁介

绍#书法是地道的文化艺术瑰宝#作为

民族文化的精华#不仅仅是高雅场所的

点缀#更应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品进入

万千百姓家$ 周口+敦煌两地特有的地

理文化与人文精神造就了两地独特的

书法艺术风貌#此次书法交流笔会对双

方书法艺术发展带来了很好契机$周口

和敦煌两地文化底蕴深厚#在书法事业

发展和书法艺术成就上都有着自己独

特的风格#此次交流#将对双方的取长

补短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

交流期间#两地书法家饱蘸激情 %

挥毫泼墨#互相切磋技艺#在近两个小

时的时间里# 创作出优秀书法作品近

百幅$参加交流活动的书法家们表示#

此次书法交流笔会的举办# 为两地书

法家提供了一个切磋技艺%互相交流%

互相促进的平台$ 他们将借此虚心学

习# 取长补短# 不断提高书法艺术水

平#努力提升作品质量#以更好地丰富

当地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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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
'

(从荒村野渡到中原名镇*这组

稿件到这一期全部刊登结束!共计
"

篇内

容. 作者以朴素简练的文字!向读者讲述

了周家口三川交汇的特定地理!周家口地

名的由来!明朝初年的漕运!给周家口带

来的重大历史机遇!经济驰入发展的快车

道!呈现 /万家灯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

汉皋0景象的繁荣. 作者从京杭大运河山

东段的淤塞+朱棣迁都北京+开辟水上漕

运黄金通道+清朝中期周家口商业的繁荣

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挖掘这一历史!把周家

口的变迁放在历史的大环境中去研究+去

审视!从广角度+大视野向人们讲述了周

家口如何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荒村野渡!

一度成为中原商贸重镇+河南四大名镇之

首.稿件气势恢宏!娓娓而谈1史料真实可

信!很有说服力. 让人们在阅读中了解周

家口曾经的荣耀和辉煌的历史!增强历史

文化厚重感!提高周口知名度+美誉度!增

强人们热爱周口+建设周口+实现周口崛

起的历史责任感.这就是2周口文化*的历

史担当!也是编辑这组稿件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