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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弘扬传播伏羲文化 !巩固

开发周口旅游资源!确立淮阳伏羲文化

核心地位!扩大我市对外影响!"周口晚

报#策划推出$从淮阳到天水%万里寻踪

伏羲路 &大型文化主题采访活动 ' 自
5

月
!6

日在淮阳太昊陵启动以来 ! 采访

组一行
"

人历时三个半月!行程两万五

千里 !采取行进式报道 (移动式发稿方

式!发回系列报道
64

篇 !计
+,

万余字 (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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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幅' "周口晚报)开辟了彩色

联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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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专栏 !连续重磅推

出系列报道 !至
++

月
4+

日 ,千万里我

追寻着您 #总结报道推出 !为采访活动

画上了圆满句号'该系列报道在中华历

史文化大背景下探寻伏羲文化!挖掘整

理先民在迁移进程中不断开拓进取的

精神 !具有较高新闻含量 (文化价值和

学术价值' 让读者从报纸上!感受异域

一方神秘的土地和先民走过的独具魅

力的山水画卷!聆听中华民族绵延
7333

年的血脉之音' 引起沿途各地群众广泛

关注和伏羲文化专家的高度重视 !社会

反响十分强烈' 这是一次罕见的弘扬伏

羲文化之旅!也是一次大型的伏羲文化

探源工程!为系统研究和弘扬伏羲文化

作出了积极有益的实践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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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诞生

于甘肃天水!建都于河南淮阳' 他以龙

纪官 !分理海内 !画八卦 (结网罟 (定姓

氏 (制嫁娶 (造琴瑟 (作甲历 (养牲牺 !

去穴巢之居 !改茹腥之食 !兴礼教以导

文 !造干戈而饰武 !开创了中华远古文

明' 他的足迹遍及黄河流域!留下许多

珍贵的历史遗迹'采访组沿黄河流域伏

羲时代先民迁移的基本路径 ! 途经河

南 (安徽 (山东 (河北 (山西 (湖北 (陕

西 ( 甘肃
7

个省
-,

个相关城市 (

"3

多

处伏羲文化遗址 !通过实地考察 !采用

文图结合的形式!全面展现了无比丰富

厚重的伏羲文化遗存'系列报道的地域

面积之辽阔 (时间跨度之久远 (古迹遗

存之繁多 (文笔抒写之流畅 (图片彩色

之精美!无不令人震撼和惊叹' 那一座

座陵墓 (庙宇 (碑刻 !那一处处村寨 (集

镇 (古国遗址 !还有那伏羲山 (女娲山 (

伏羲大峡谷( 华胥湖( 卦台山等等 !无

不令人钦敬 (令人神往 (令人留恋 - 由

此更感受到伏羲开创古代文明的功劳

崇高(业绩伟大和建树神圣' 中华大地

的每一寸土地何尝不都留存着伏羲文

化的基因. 伏羲是至伟至高的!中华民

族是神圣的!这是系列报道带给读者的

最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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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从学术的角度! 对伏羲文化

进行了深层次的阐释和解读! 加深读者

对伏羲文化的学习理解' 采访组通过查

阅文献(实地考察(请教专家!尽力理清

伏羲文化理解方面的难点和疑点! 为读

者提供准确(明晰的认知与共识'

一是伏羲所处的时代' 系列报道梳

理各种古文献指出!伏羲这个名号!既是

个人的!也是先民氏族的' 伏羲既是一位

氏族部落的首领(一位民族化的领袖(一

位神圣化的人祖! 也是上古时代众多首

领的集合体' 首先他是人!而不是神!只

是被神化了/其次他不是个传说!而是口

述的历史! 只是没有更详细的文字记载

而已' 在
,333

年前(或更早的
7333

年前

的某个时间段里! 他就驰骋在中国这片

伟大的沃土上' 伏羲时代作为中华文明

史上的一个阶段! 是随着部落联盟的不

断扩大和生态环境的变迁! 逐渐由西向

东把$开天明道&的文明成果传播到神州

大地' 在这个大约的时间段里! 具体说

,333

年(

,633

年或
7333

年并不矛盾!也

不重要'

二是伏羲文化的内涵 ' 系列报道

"伏羲文化的永恒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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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伏羲文

化作出了形象的描述0人类在原始洪荒

年代 !住洞穴 !吃野果 !穿兽皮 !并经常

遇到风雨雷电及毒蛇猛兽的侵袭!人们

不知道如何摆脱这些灾难' 正是伏羲让

人们从蛮荒 (恐惧中走出来 !走向了文

明' 伏羲从蜘蛛结网中得到启发!发明

了网!降服鸟兽!并教人们渔猎畜牧/他

定姓氏 !制嫁娶 !使人们摆脱了愚昧的

群婚状态/他以龙纪官!分理海内/他上

观天象 !下察地理 !中观万物 !始画八

卦 !开启了人类的智慧 !使中国远古的

初民告别了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野蛮

状态!开始迈进文明之门' 这使读者从

中最直观地了解了伏羲文化'

三是伏羲文化的价值和影响'系列

报道认为! 伏羲自号龙师! 以龙纪官 !

形成向心力( 凝聚力' 它是一面旗帜 !

鼓舞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体现了中华

先祖的智慧和力量' 伏羲定都的淮阳!

地处中原腹地!既是各早期民族文化的

交汇点 !又是他们的争夺区 !多方文化

在这里碰撞! 多种血脉在这里融合!使

这里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为我

们伟大民族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这片厚土产生的深邃思想 ! 如天人

合一的高远境界等 ! 经过了千百年的

岁月积淀 ! 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

核心和主干 ! 至今在中华传统文化精

神中仍有着重要的地位 ! 仍闪烁着真

理的光芒 !被社会广为接受和传承 ' 伏

羲的影响是空前的 ! 由于伏羲对人类

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 他受到人们永

远的祭祀和景仰 ! 他的思想和精神至

今仍然铭记在人们的心里 ' 系列报道

还考证了历代帝王和民众对伏羲的祭

拜 ! 在国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 被尊为

$东方圣人 &( $东皇伏羲 &( $国际易学

始祖 &等 !让读者对伏羲文化更加景仰

和尊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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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文化是根文化!是生存文化!根

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系列报道通

过极其丰富多彩( 内容翔实的资料 !遗

址和建筑的文字介绍与图片拍摄等 !立

体式 (多角度 (全方位展示了伏羲文化

的传承延续'

一是民间自发式传承' 从系列报道

提供的资料看! 上古时期没有文字 !伏

羲文化的继承传播只能依靠口传心授 '

这种传播分为两种 0 一种是口头传播 !

一代讲给一代听'一种是对始祖伏羲的

崇敬与祭拜 ! 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祀活

动!寄托追思和怀念'久而久之!民间的

这种自发式传承就形成了人们的自然

习惯或称为民俗!成为一种强大的固化

的无坚不摧的力量 !代代相因 !势不可

拒'直到今天!伏羲女娲滚磨成亲(抟土

造人(女娲补天等传说仍在民间广为流

传!人们对$人祖爷&的祭拜活动仍然虔

诚而自觉'系列报道记述的许多事例都

说明了伏羲文化这种民间传承的活跃

和发展'在每一处有伏羲文化遗迹的地

方!人们都在自发地保护(维修或建设 '

最典型的是河南新密市 ! 人们相传 (专

家考证的伏羲女娲活动遗迹以及纪念

性庙宇达
-3

多处 !多由民间集资创建 (

修葺! 自古以来屡毁屡建 ! 越建越好 '

4337

年 !新密被命名为 $中国羲皇文化

之乡&'再就是庙会活动!凡有伏羲女娲

庙宇的地方 ! 大多都有庙会等祭拜活

动 !庙会时间最长的可达一个月 !短则

一到三(五天!还不包括每月初一 (十五

的祭拜活动'凡庙会期间!香火缭绕!人

潮涌动!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充分显示

了民间对先祖崇拜的强大力量'

二是官方保护式传承' 系列报道考

证! 历代官方对伏羲文化都进行了保护

和继承' 虽然历经战乱( 自然灾害等的

破坏! 但有关伏羲的纪念性遗迹和伏羲

文化都得到了较好保护' 如被称为国内

三大$人祖文化&圣地的淮阳太昊陵 (骊

山人祖庙和天水人祖庙都由官方建设 (

保护和修缮' 太昊陵以前规模不大 !明

朝朱元璋时期进行了扩建!占地
756

亩!

建设形式是$十门九进&!总共
+57

间!被

认为是中国帝王寝陵中大规模宫殿式古

建筑之孤例' 明清时期朝廷委派专职人

员看守! 多次派钦差致祭' 骊山人祖庙

始建于秦 ! 上世纪
53

年代曾被拆除 !

+887

年重修!以供人们祭祀朝拜' 天水

人祖庙始建于明成化十九年*公元
+"7-

年+!院落重重相套!宏阔幽深 ' 整个建

筑群坐北朝南 !牌坊 (大门 (仪门 (先天

殿( 太极殿等沿纵轴线依次排列! 层层

推进! 庄严雄伟! 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

建筑艺术风格' 官方的保护是伏羲文化

得以传承的一个重要因素! 假如没有官

方的重视! 伏羲文化的研究和纪念性建

筑是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规模的'

三是旅游开发式传承'系列报道称!

当下许多地方对伏羲遗迹的开发! 增加

了旅游景点建设和节庆的内容! 使伏羲

文化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如淮阳开

发了伏羲文化广场 ( 整修画卦台和龙

湖! 使之与太昊陵景区连成一体! 增加

了淮阳的旅游内涵' 山东泗水县以现代

观念开发伏羲山(华胥湖(伏羲公园 !融

入伏羲文化的现代元素' 河北新乐市自

古有$伏羲圣里&之称!开发建设了伏羲

台广场( 伏羲公园! 使伏羲文化成为新

乐的一张名片 ! 撬动新乐的经济发展 '

这种事例在系列报道中比比皆是! 可以

说! 每处伏羲遗迹景点建设都与旅游观

光有关' 旅游开发投资有来自政府的 !

也有来自社会和民间的! 多方力量助推

把伏羲文化的传承推向了一个新的境

界'

笔者认为! 伏羲文化是中华传统优

秀文化的源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

述中吸取了伏羲文化精髓' 弘扬伏羲文

化就是传递正能量' ,周口晚报)大手笔

策划(大背景布局(大思路谋篇 !创作了

一部弘扬伏羲文化佳作'

64

篇报道!可

谓篇篇精品/

+33

余幅照片! 可谓帧帧精

美' 采访组的记者们跋山涉水( 不畏艰

险!历尽辛苦!实地采访!表现了可贵的

与先祖伏羲相应的拼搏精神和奉献情

怀!他们功不可没!应予以充分肯定和褒

奖' 周口淮阳是伏羲文化重要发祥地之

一!应在伏羲文化研究(传承上作出更多

努力!取得更大的成效'让伏羲文化辉煌

永驻!让伏羲精神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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