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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上午，“重走客家路”旅游推广
活动启动仪式暨产品研讨会在郑州举办。河
南省旅游局局长寇武江、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总编辑王亚明、河南省侨联主席董锦燕等出
席启动仪式。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旅游业界
人士对客家行旅游产品进行了深入探讨。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1600 多年前，第一
批中原儿女从黄河岸边的洛阳出发，踏上了
漫长的南迁之旅，经历了千百年的辗转迁徙，
形成了一个具有自身鲜明文化特色的新的民
系——客家人。他们在福建、江西、广东等地
开枝散叶，继而播迁到我国港澳台和东南亚
以及世界各地。1.2 亿客家人遍及五湖四海，
但都不曾忘记自己的先祖是来自中原。时至
今日，河南不少地方仍然保留着客家先祖的
遗迹。洛阳汉魏故城区域的偃师，是河洛文
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全球客属的主要祖根
地，“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圣地纪念碑”在此落
成。开封有珠玑巷、守望阁，用以展示客家名
流事迹和姓氏族谱。“开漳圣王”陈元光和“闽
王”王审知是河南固始县人，建在固始县西九
华山上的寻根楼，成为海内外客家人寻亲的
必去之地。

寇武江说，近年来，河南、福建、广东三省
旅游交流密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市
场基础。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进一步拉近闽
粤豫三地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距离，共同打造
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实现三地游客有效互动，
进而吸引更多的港澳台及海外客家人到闽粤
豫寻根旅游，共同拓展境内外旅游客源市场，
给全世界客家人乃至华人华侨铺筑一条回归
老家的精神之路。

王亚明在致辞中表示，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最新发布的《2014 年新闻出版产业分
析报告》中，全国 39 家报业集团里，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平均资产总利润率排名第四，总体
经济规模综合评价位居第六位，位居中部省
份报业集团首位。此次河南日报联合福建日
报、南方日报等党报媒体资源，与三省旅游系
统、侨务系统，联合策划举办“重走客家路”主
题旅游推广活动，强强联合，将产生聚合效

应，把河南的文化资源传播出去，提升“老家
河南”的品牌影响力，为客家亲人回河南老家
探亲旅游、投资兴商建起便捷的桥梁。从而
以旅游拉动消费，把文化软实力转化为促进
地方经济增长的硬实力，为中原经济区腾飞
贡献力量。

董锦燕称，中原始终是客家人魂牵梦萦
的故乡。客家人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执著的
乡土情怀,有着强大的文化基因。2003 年在
郑州召开的第 18 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2014

年在开封召开的第 27 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很好地宣传、推介了河南。此次“重走客家
路”主打“感情牌”，叫响“老家河南”品牌口
号，今后还可以继续在香港、台湾及海外市场
针对客家人推广以“重走客家路”为主题的系
列旅游产品，吸引更多的海外华人华侨,客家
乡亲来豫寻根旅游。

本次活动由河南省旅游局、福建省旅游
局、广东省旅游局主办，河南日报、福建日报、
南方日报协办，河南省侨联为支持单位。

这种不忘本，能够记得自己是“河洛郎”，
河洛文化这个根，是走到哪里都不会变的。

客家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国内的一个
概念，如果扩展到全世界，包括在东南亚一些
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这些地
方，应该说大都是客家人。他们是海外的客家
人；海内的客家人，大多数到了南方的广东、福
建等地。因为北方那时发生战乱，这些人一部
分漂流出海；另一部分，就是留在大陆，找一个
安定的地方，暂时谋生。形成了外地的这种客
家人。

那么就是说，这种不忘本，能够记得自己
是“河洛郎”，这不光是中国的概念，包括现在
到马来西亚去，那里的人春节、复活节、圣诞
节，都过。外头都有祠堂。所有的这些东西，
遵循着华夏民族文化，河洛文化这个根，是走
到哪里都不会变的。

在多少年前，美国评选我为海外最受欢迎
的中国作家。当时，他们让我题词，我就说，华
夏民族文化是不以事易，不以时易，永远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样一个强势文化。

这种文化本身所具备的这种强势的特点，
也就是带给我们客家文化的特色。

河洛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文
化的根。

从“河图洛书”就开始有了文明，这是早期
的发展。讲到世界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
古埃及，古希腊，说中国的时候，没有说古代，
说是黄河流域的中国。由这种文化延伸出来
的、这种华夏民族文化，可以说是带有一定的
普及性和深入性，还有它的历史绵延性。

可以说，这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一个特
例。或者说是世界民族文化当中唯一的一支
根，永不凋谢的一支“奇葩”。

河洛文化在世界上属于一个强势文化，这
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那么，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和它本身所具备
的这种璀璨性，就是非常灿烂，非常迷人，非常
丰富多彩的，这一点，可以说是走到福建，就说

“河洛郎”；走到马来西亚，就说我是河南人，我
是中国人。

这本身就证明这种文化的生命力。他们
在那里创造文化的 GDP。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河洛文化的文化，也不是弱势。

“河洛郎”创造了新的辉煌。“河洛郎”已不
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原上的东西了。就是带上
中原河洛文化，到了福建，和当地的人民，还有
沿海的商贸来往，包括国外的多元文化的这种
文化，和他们这种地方结合起来，之所以称为

“河洛郎”，证明我是谁的子孙，这一点永远不
会变。他是要向世界上的人，来张扬这样一种

思路。从这个文化根上来分，还是我们从中原
文化走出去的一种优秀的文化。

从函谷关向东看，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文化
的长龙。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主线。

孔子自己的学说，就讲：吾从周。周在哪
里？在洛阳。还是河洛文化。孔子自己七世
祖宗，在商丘。是从河南迁到鲁国去，在鲁国
又研究河南，得出这么一种文化，这么一种学
说，包括道教，包括佛教。

从函谷关向东看，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文化
的长龙。

函谷关是老子书写《道德经》的地方。往
东，一直到商丘的永城，是刘邦起义的地方，也
是陈胜埋葬的地方。而且那里有大规模的汉
墓群，都在商丘那个地方。就是这样沿途一路
走过去，到邙山这个地带，向东延伸这么一条
线，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线，都集中在河南。

那么，从这一条文化线上，我们读一读东
周列国志，读一读二十四史，可以说，这是我们
中华民族文化的主线。文化长龙，基本上全都
在河南。至于说汉唐以后往外的有些散布，那
是中原文化的一种散布。

整个中国的文化主体，不论在什么时间，
不论在什么地方，它都屹立在河南。这一点可
以说是不能动摇的。

河南文化能够勃兴起来，能够繁荣，能够发
展，就等于是中国的文化繁荣和发展起来了。

河南本身是个文化大省,而且我们本身对于
外界的文化，还有支援的任务。拓展我们河南
的文化，能够使我们文化勃兴，对于整个中国文
化的勃兴有意义。在一次会议上，我谈到，河南
的文化兴，就是中国的文化兴。河南的文化拓
展起来了，就是中国的文化繁荣了。

中原经济区应该是一个如花似玉的中原
经济区。

中原经济区不能够像意大利的金币一样，
干瘪瘪的，除了它自身这种颜色的价值和经济
价值以外，没有任何价值。

中原经济区应该是一个雍容华贵的、拥有
贵族气质的、充满了书卷气质、充满了历史气
息的、如花似玉的中原经济区。应该是一个花
团锦簇的中原经济区。

那么，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经济的发展，我
们 GDP 的发展，和我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源，有
一个相匹配的一种共同的发展。

我们河南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把河南的
文化资源开发出来，产生健康的GDP。

追思河洛文化，就是要对它进行研究，没
有研究，就没有文化发展基调，就没有品牌。
我们河南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把河南的文化
资源开发出来，产生健康的 GDP。

河洛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振兴、繁荣和发
展，甚至河南文化对全世界文化的勃兴和发
展，都具有不可逾夺的伟大的价值。

怎样能使我们河南的河洛文化，在世界上
有所勃兴？不仅福建有“河洛郎”，也应该看到全
世界都有、尤其是东南亚国家都有“河洛郎”，都
有从中原散布出去的河洛文化这种勃兴，需要
我们对文化进行分析、解剖，让文化更健康起来，
产生健康的 GDP。让全世界感受到我们文化的
大美和河洛文化总体无与伦比的这种美。

我们不能光是以拥有而自豪，而要把这些
拥有变成新的自豪；把这种拥有，创造出新的
文化产业。这是我们河南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和任务。把河南的文化资源开发出来，把这个
树变成梧桐树,招这个凤凰来。

8 月 13 日上午，由河南、广东、福建三省旅游局
主办的“重走客家路”主题旅游推广活动在福州举
行。河南省旅游局局长寇武江、巡视员何琳,福建
省旅游局副局长陈奕辉及旅游业界的代表参加了
推介会。

河南省旅游局巡视员何琳对河南旅游资源作
了介绍。河南有新郑黄帝故里、周口太昊陵、洛阳
偃师客家首次南迁出发地、开封珠玑巷、固始寻根
楼等，与客家人相关的寻根问祖路线，还拥有中国
八大古都的四个古都资源。河南也是个外在古典
内在时尚的旅游目的地。少林寺、龙门石窟、清明
上河园等传统景区闻名遐迩，新开发的开封小宋

城、七盛角，是有北宋风味的休闲之地。大型实景
演出《大宋·东京梦华》、《禅宗音乐·少林大典》、《功
夫诗九卷》，各有特色。云台山、万仙山、嵖岈山等
山水资源透着太行山脉的雄奇。饮食方面，有洛阳
真不同水席、开封小笼灌汤包等美食。

福建省旅游局副局长陈奕辉在致辞中表示，福
建省拥有武夷山、福建土楼、中国（泰宁）丹霞三个
世界遗产，形成了“一杯茶、一座山（世界双遗产武
夷山）、一座楼（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一座城

（海上国际花园城市厦门）、一条海上丝路”五大旅
游产品体系。福建也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他们
守望中原文化的内核，历经数百年的兼容并蓄，形

成汉民族中一支个性鲜明的客家民系。如今，福建
约有 500 万的客家人，在龙岩、三明、南平宁德等地
主要是以客家人为主。三明宁化石壁作为客家早
期的聚散中心，成为世界客家祖地。三明作为客家
大市，被称为“客家祖域，海西明珠”，举世瞩目的福
建土楼就是客家人智慧的结晶。

本场活动还成立了“重走客家路旅行社推广联
盟”,为旅游达人授旗,邀约媒体及旅游达人赴河南
踩线，意在三省联手,讲好客家故事，实现三省间游
客互动，河南老家人到闽粤两地开展寻亲游，闽粤
两地到河南开展寻根游,让传统文化走向当代百姓
生活。

8 月 14 日，“重走客家路”旅游推广活动在福建
龙岩举行业界恳谈会。龙岩和郑州两地旅行社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

“老家人，我们等你们等得好辛苦！”福建龙岩
长汀县古韵汀州旅行社总经理丁强强一句饱含深
情的呼唤，一下拉近了两地的距离。丁强强说，汀
州最大的旅行社就叫中原国际旅行社，可见中原二
字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地位。

丁强强介绍，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从小
他就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中原，直到现在，村里的
老人过世，后人都要朝着北方拜三拜，表达对先祖
的敬意。客家人聚族而居，非常重视清明节和春节
这两个大节日，这都和中原人很相近。另外，村里
老人穿的大襟衫据说和河南当地老人穿的款式都

一样。客家人来到南方生活很不容易，这种怀念故
土的情节是留在本地的人所感受不到的。因此，就
像离散的孩子想找妈妈一样，在外的客家人寻根祭
祖的愿望特别强烈，想回到妈妈的怀抱，离开千年，
也要看看自己的老家。而老家人也想看看，当年离
家的孩子在外生活得怎么样。因此，“重走客家路”
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旅行，而是要把一种精神、一
种牵挂、一种情感融入进去。河南的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在福建也已经有知名度，但大部分都停留在政
要、大人物层面。但实际上，普通客家老百姓回去
寻根的愿望也很强烈，建议这个平台能结合一下旅
游项目，细化到每个村每个人，每个姓氏，回河南寻
根，拓展开来，这将是个庞大的旅游市场。

福建龙岩交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巧云说，自己家的族谱有明确记载，来自于河南
固始县。河南与闵粤赣有剪不断的“乡愁”。姓氏
文化、宗亲文化这一块，源头在河南，我觉得这一块
河南一定要抓住。河南的不少传统在客家这里保
存得很好，河南客人也可以打寻亲牌，到福建看一
看，进行双向互动，让河南人寻亲，让闽粤人寻根。

某旅行社经理吴海燕说，“重走客家路”关键在
于“重”字，就是要回去，回去以后能看到什么很重
要。建议河南恢复展示旅游行业需要的内容，如姓
氏祭拜的宗祠、反应客家风情的舞蹈、婚礼民俗等，
从而增强寻根游的体验感与附加值。

旅游要互动，交通是关键。两地旅游业界还围
绕着交通、踩线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形成了具体可
行的旅游线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
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实现。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
魅力，要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
方式推广开来。

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河南有着得天独
厚的条件。河南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姓氏
文化起源地。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在2014年
新闻界新春茶话会上曾说，寻根问祖是人的一
种终极关怀，是最深的根本，要把这种寻根或
根亲文化利用好，借助一定的载体，打造成全
国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客家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支，
一千多年以前，他们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出发，
历经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迁徙到我国东
南部的闽粤赣一带，开始了客居异乡的“客家
人”生活。他们把中原文化的种子带到这里，
又从这里把中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为了充分利用客家文化旅游资源，开展与
闽粤赣地区的区域旅游合作，经河南、福建、广
东三省旅游、新闻媒体协商，决定从今年起，联
手共同打造“重走客家路”旅游产品。8月 12
日，“重走客家路”大型主题旅游推广活动启动

仪式在郑州正式启动。8 月 13 日，河南省旅
游局在福州举行了“重走客家路”旅游推介
会。8 月 14 日，河南省旅游局又在福建龙岩
举办了与当地旅游业恳谈会，希望通过“重走
客家路”旅游推广活动，让每一个旅游者都能
从旅游中，了解客家文化，继承传统美德、弘扬
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贡
献力量。

“重走客家路”，为文化软实力提升打基
础。中华文化基因里，河洛文化是重要的根
脉。从中原散布出去的河洛文化，随着客家人
的脚步，把中华儿女勤劳坚韧、团结和谐、爱国
爱家等种种精神文化品质，传播到世界各地。
因此，挖掘、宣传河洛文化等传统文化的魅力与
价值，提升这种文化的软实力，让全世界感受到
河洛文化、中华文化无与伦比的美，有助于国人
提升文化自信、增强共识、凝聚人心、促进团结。

“重走客家路”，为“一带一路”融合架桥梁。
洛阳是客家人的起源地，是丝绸之路的东起点，而
闽粤两地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河南老
家人去闽粤寻亲，闽粤客家人到河南寻根，通过旅
游交流这个桥梁，把“一带一路”连接在一起，把文
化资源变成旅游资源，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为“一带一路”腾飞做出旅游业应有的贡献。

河南、福建、广东三省联动

“重走客家路”旅游推广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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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遍环宇，中原乃故乡。方言
仍河洛，礼俗仍晋唐。”

我用几句诗来概括客家文化。
“客家遍环宇”。环宇是世界各地，

客家人分布在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特
别是东南亚那一带更多。

“中原乃故乡”。中原就是客家人
的故乡。

“方言仍河洛”。说的方言还是河
洛话，保存了中原河洛话。中原很广，
但是河洛是个中心，保存的是以河洛为
基础的中原文化。

“礼俗仍晋唐”。客家人遵循的礼
制大部分都是晋唐时期的。

中原汉民第一次南迁，就是“五胡
乱华”，引起了中原的大乱，少数民族

疯狂入侵，入侵以后当时在洛阳的朝廷
过江跑了，当时洛阳地区饥饿相当严
重，一个是兵灾，一个是蝗灾，实在是不
能生存了。一开始过了淮河,少数民族
过不来了，就先在那儿停顿一下，所以
在固始一代停留比较久，停顿的人也比
较多。后来少数民族打过淮河了，再
逃，就是顺着往前走，到安徽，再到长江
边。先是不过长江，等着回中原。但是
少数民族打过长江了，就过长江了，过
了长江以后一直到江西，再到赣南，到
赣南停下来这是第一次。这一路上，少
壮的生存下来了，老弱病残的一般都活
不成，活下来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到

那儿去以后，好地方都被先去的汉人占
据了，就只好在没人住的地方重建家
园。然后不断地迁徙，就慢慢的迁到了
福建省的闽西。

第二次中原汉民大批南迁是唐末
黄巢起义。黄巢起义源自河南，官吏绅
士再一次南迁。

第三次中原汉民大批南迁，是金元
入侵至南宋灭亡。河南境内是主战场，
导致大批宋室宗亲、达官贵人、能工巧
匠纷纷南迁。

这次开这个会非常好，我们是客家
南迁的发源地，这些省都是主居留地，
发展旅游非常好。

■郑州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崔灿

打造一条回归河南老家的路，找到
了血脉的根。增强客家人和华人华侨
作为炎黄子孙的自豪感，守护中华民族
共同的根。

我分享一下河南与客家的关系。
首先谈谈洛阳与客家的渊源，中华文化
的主题是黄河文化，黄河文化的中心是
中原文化，中原文化的核心是河洛文
化。洛阳也是客家人的祖根地，在客家

居住的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有许
多以洛阳为地名和纪念性的建筑，那里
的客家人仍然保持着许多中原人的生
活习俗。比如许多祠堂前悬挂着“魂系
中原 根在河洛”的牌匾。为了怀念家
乡，福建那边有很多以洛阳命名的地
标，如洛阳江、洛阳桥、洛阳村，还有洛
阳镇。跟洛阳相关的旅游景点，第一是
偃师汉魏古城遗址。客家人根源在河
洛，客家文化叫做河洛文化。而要选择
一处具体地方作为河洛地区河洛文化
的象征和代表的话，位于河洛地区核心
部位的汉魏古城是最合适不过的。另
外洛阳的龙门石窟、白马寺、官林、周公
庙、偃师的二里头遗址也都与客家文化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接下来想谈谈信阳固始与客家的
渊源，“开漳圣王”陈元光和“闽王”王审
知就是河南固始县人，其后裔遍布港澳
台。相关的旅游景点有固始的根亲博

物馆，根亲广场。还有陈元光将军祠、
王审知故居、郑成功墓等。

郑州与客家文化相关的景点，第一
个是黄河游览区，有炎黄像，还有黄河
母亲河，有世界客属 18 届恳亲大会纪
念碑。另外，郑州这一块还有新郑黄帝
故里，每年农历三月三举行的拜祖大
典，已经有很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接下来谈谈开封与客家的渊源，对
客家人来说开封是神圣的地方，在许多
家族当中记载自己祖先是从珠玑巷迁
来的。宋代因为战乱，不少人纷纷南
迁，在越国岭南的南雄暂时住下来，为
怀念开封珠玑巷,南方不少地名取名为
珠玑巷，珠玑巷的谐音是祖记，我理解
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含着泪珠祭祖，也是
说明游子在外对家乡的思念。开封跟
客家相关的旅游景点第一个就是珠玑
巷，客家文化展示区，位于龙亭文化产
业区内。客家的守望阁也是必去之

地。另外包公府、清明上河园，因为是
宋代主题的景区也是跟客家有着很深
厚的渊源。

我认为本次“重走客家路”活动既
是一次历史的回望，是一次客家精神的
探寻之旅，也是一次祖根圣地的回归之
旅，更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文化之旅。是
情系海内外游子的精神纽带，是传播中
原厚重文化，弘扬客家精神，展现中原
祖根地的风采，推广“老家河南”这张名
片的一项盛事。“重走客家路”旅游活动
不仅为福建、广东、江西等省的游客打
造一条回归河南老家的路，找到了血脉
的根。更是增强客家人和华人华侨作
为炎黄子孙的自豪感，守护中华民族共
同的根，使中华民族这棵苍天大树屹立
在世界之林，永远枝繁叶茂。寻根圆
梦，什么叫圆梦？我的理解，圆梦就是
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提升中
华民族的凝聚力。

■河南省客家联合会副会长、作家 王友谊

“重走客家路”不仅仅是游山玩水，
更重要是情感记录。

今天我们在谈乡愁，在谈思想，谈

自己的祖先，不管谈什么，在这样一个
主题上，我们要知道这不仅仅是游山玩
水，更重要是情感记录。

众所周知，1600多年前,千百万中原
人背井离乡南迁谋生，先后落户于江南、
闽南、岭南、西南、南洋等地。他们扎根
在异乡,漫漫岁月中，一直坚守着中原文
化的传统。客家人不是靠宗教信仰，而
是靠持续不断的文化传统持续不断的进
行寻根和归根。那么，这个根在哪里？
当然在老家，河南就是老家的代表。

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客家文化与
旅游之间如何借力的问题。本源就是
客与家的根亲关系。站在河南这个角
度上，河南人与客家人是客与家的关

系。站在闽粤，客家人与闽粤同样是客
与家的关系。闽粤既是中原人到南方
的客地，也是从这里再出发的老家，因
此我把它称为“客老家”。其实，客家人
比老家人具有更大更普遍的恳亲动
力。而河南市场有着很大的市场潜力，
一旦双向流动起来应该是一个非常大
的游客市场。

从旅游吸引物上来讲，南方的宗亲
文化非常系统，中原传统文化保护得很
好，而河南反而很弱。但是老家旅游比
客家旅游主题更广泛，可开发的品类更
多。因此我觉得能否从旅游开发的角
度定为两大主题，就是客家人的旅游主
题是寻根拜祖。老家人的旅游主题是

找亲访戚。客家人的诉求就是老家。
对老家人的诉求就是老乡。

站在河南的角度可以开发不少项
目。一类是先祖圣贤的崇拜地。一类
是三古遗址，古都、古城、古村。一类是
姓氏祖地的宗祠建设。祭祀首先就是
宗祠。再有就是根亲文化的沿寻，应该
有根亲的纪念馆。还有一类是根亲主
题的演艺节目，一台戏，一个影视片都
是非常好的文化传承，把五次迁徙通过
这个过程给大家重新回顾一下，穿越一
下。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根亲主题服
务设施，比如根亲主题的酒店、餐饮、美
食中心等，把河南旅游的根亲文化发扬
光大。

■郑州大学教授、旅游专家 龚绍方

首先对我国港澳台、其次对东南
亚，然后面对全世界，这样一条客家文
化发扬光大的旅游之路，和目前倡导的
“一带一路”异曲同工，无非是落实在文
化。

反映客家历史的客家文化迁徙资
源要转化成当代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符

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传统文化要走
入当代人的生活。成为当代人的精神
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完成两件
事，一个创造性的转换，一个创新性的
发展。游子寻根，这个根我们作为客家
文化发祥地，河洛文化发祥地，要把大
家请进来留得住就需要讲好客家文化
故事。客家人回来是寻根问祖，不单单
是一次山水游、自然游，更多的是人文
游、历史游，这个过程中既要有所看，更
要有所思所感，这需要我们做案头工
作。对客家文化、河洛文化整合，有一
个历史材料的脚本显得特别重要。首
先，要打造几条精品的旅游路线，请进
来留得住。无论是偃师，嵩山文化，还
是新郑的炎黄故里、太昊陵、固始，散到
各个点上如何设计出三日游或者两日
游。这不仅仅是吸引海内外客家游子
寻根问祖的一个重要的旅游品，也吸引

河南人，身在中原，久在祖庭之地反而
不能深切的感知客家文化魅力和特点，
既是对外推介的必要需要，也是内部就
是中原人本身，寻中原之根的再发现再
挖掘。

其次，从客家文化角度来讲，海内
外客家游子回到中原故地是来寻根，
河南人也需要寻着客家文化迁徙的足
迹去访亲。因为我也在福建读书工作
好几年，对客家文化也有一点感受，我
们需要看一看我们的祖先，他们当年
迁徙虽然大多是被动，因为动乱，因为
各种各样天灾人祸原因被动的迁徙，
故土难离，但是一旦离开之后在那么
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他们不但完全的生
存下来，把中原优秀传统文化完整的
保存下来，而且每到一地发扬光大，尤
其福建、广东不仅是客家人的重要迁
徙地，同时也是客家人走向海外走向

世界再出发的出发地。如果寻着客家
迁徙的路线访亲的时候会发现，客家
人保护了中原文化的优秀传统，那是
我们一脉相通的体现，那种开拓开放
的精神，对我们当下中原人或者当下
的中原文化本身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借
鉴意义。

下一步如何逐步的形成阵势，比
如把海南、江西融合到一起这条线路
会更完整，首先对我国港澳台、其次对
东南亚，然后面对全世界，这样一条客
家文化发扬光大的旅游之路，和目前
倡导的“一带一路”异曲同工，无非是
落实在文化。像新郑拜祖大典，如果
能介入几条旅游线路，就能带动成千
上万老百姓的旅游热情，真正的推动
应该来自民间，来自大众的旅游文化
产业的兴起，具有很强的精神文明，精
神文化价值。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副总裁 王守国

客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刻苦勤俭，
精诚团结，尊老敬祖、爱国爱乡等。这

种思想要好好的宣传、弘扬。
这次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认为

意义非常深远。尤其是联合三省的旅
游部门，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宣传我们客
家文化、客家旅游，客家的一些产品推
广是非常有意义的，通过这样一个活动
把各方面资源整合，进行广泛地交流，
这是个载体。

我是福建龙岩的客家人，从小都在
农村长大，我们客家人的这种思想，这
种精神我认为也是值得我们在一块探
讨的。

首先是客家人的吃苦耐劳。当时
我们非常艰难的在农村里面的山沟沟

里住，为什么我们会住在山沟里面，住
在非常偏的地方？因为当时我们是逃
难逃出去的，在当地很多好的地方好
的地段都被当地人占据了，我们只能
在最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从小学三
年级开始每天早上五点钟，我爸爸就
把我叫起来上山砍柴。因此只有靠读
书才能走出去，这是我们客家的唯一
一条出路。

其次是客家人非常重视礼节。比
如说逢年过节一定要让爷爷奶奶等长
辈先上座以后小孩才能入座。春节期
间杀鸡，一定要把鸡腿先给老人家吃，
我们不能吃，这是尊老。

还有就是客家人讲究和谐。这个
从客家人居住的土楼就能看出来。客
家人平时吃饭的时候可以互相走动，你
想吃什么菜可以随便夹，根本不需要打
招呼。我小时候拿着一个碗，一碗米饭
没有菜，到每家夹两筷子菜就吃饱了，
感觉非常亲切。客家就是小社会大家
庭，非常的和谐。

客 家 文 化 的 核 心 精 神 是 刻 苦 勤
俭 、精 诚 团 结 、尊 老 敬 祖 、爱 国 爱 乡
等。所以这次的推广活动，一定要把
客 家 精 神 这 种 文 化 好 好 的 宣 传 、弘
扬，将对提高全民素质起到非常积极
的推动作用。

■河南省侨联副主席 沈钊昌

河南人寻亲，闽粤人寻根，是个庞大的市场

河南，外在很古典内在很时尚

要开发河南的文化资源
产生健康的GDP

对于“重走客家路”涉及的河洛文化挖掘、弘扬等问题，著名作家
二月河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专家纵论:河洛文化资源如何变为旅游资源？
时间：2015年8月12日上午 地点：大河锦江

河南省旅游局局长寇武江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王亚明

河南省侨联主席董锦燕

广东、河南、福建三省媒体代表共同启动“重走客家路”主题旅游推广活动

（本版文字: 本报记者 刘春香）

二月河资料照片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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