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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客户端上线仪式活动之“‘众筹’卷
首语 邀您做主编”系列之一

我们是大河之子
□秦 朔

我的家乡是黄河边的开封。那著名的七
朝古都，悬河之城，正在大河之南。

我们的中原大地，疆域有限而文明无
限。水至善，利万物，却不争。

太史公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写道，
“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在我看来，这就是大河的精神，无为而循
自然变化，清静自得事理之正。

按太史公的记载，当孔子向老子请教礼
学时，老子是这样说的，“善于经商的人会把
货物藏起来，好像什么也没有，君子有高尚的
品德，但容貌谦虚得像愚钝的人。抛弃您的
娇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您做作的情态神色
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您自身都是没有好
处的。我能说的也就这些了。”孔子离开后，
对弟子说：“我知道鸟能飞，鱼能游，兽能跑，
会跑的可以织网捕获它，会游的可制成丝线
钓它，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它。至于龙，我就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它是驾着风而飞腾升天
的。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龙吧！”

在我看来，“龙”就是河南人的精神，厚德
载物，蜿蜒而行，一旦风云际会，就会行天下，
展雄姿。

我们是大河之子。大河不争，不争功、不
争名、不争利。但大河并非没有力量，所谓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
其无以易之。”

我们是大河之子。“居善地，心善渊，与善
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立身像
水一样谦下，心境像水一样容纳百川，品格像
水一样助长万物，说话像水一样准确有信，处
世像水一样持平，做事像水一样融和，行动像
水一样应时而动，应时而止。

希望我们的平原之子更多地从大河中吸
取智慧，成为大河之子。以无为之心谋求有为，
以不争之念参与竞争，立意高远，慎终如始，为
而不恃，功成弗居，利他正己。是为天下大道。

我们的中原永远中正，我们的大河永在
流淌。大河之舞，更加绚丽。大河之歌，慷慨
未央。④6

文而化之润心田
□李佩甫

记得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大河报》
原创时名叫“大河文化报”，是一份贴近时代、
贴近生活的都市报。在全民经商的时代，偏
偏打出了“文化”的旗号，一经问世就得到了
亿万百姓的认可，“文”而“化”之，是不是有雨
露滋润心田的意思呢？后来简名为《大河
报》，旨意却并未改变，创刊二十年来，且渐渐
走入了百姓的心田。这当然与他们的办刊方
针、“种植”方式是有关系的。

我一直认为一份报纸种植的是一个时代
的“声音”，传达的是文明的向度，它把“声音”
种植在百姓的日子里，它的节律是与百姓生
活密切相关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里，它痛
百姓所痛，爱百姓所爱，想百姓所想，经过二
十年的风风雨雨，于是就有了独特的文化个
性。这是黄河之声么？应该是的。

时代在变，《大河报》也在变，大河报客户
端已经有千万下载量，今天它又升级为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客户端——大河客户端，我们
这些老友唯有祝愿，越办越好。④6

我在河南新密煤矿当通讯员时，经常
到省会郑州给河南日报送稿儿。我那时写
的多是新闻报道，有一定的时效性。那样
的稿子，若是通过邮递方式往报社寄，等编
辑收到就过时了，有可能成为废纸。为避
免辛辛苦苦所写的稿子成为废纸，我的办
法是直接把稿子送到报社去。好在矿务局
离郑州不是很远，也就是几十公里，坐上火
车或汽车，一两个钟头就到了。

让我最难忘的一次送稿儿，是在 1979
年的大年初一。当时全国到处喊缺煤，煤
炭是紧俏物资。在那种情况下，矿工连过
春节都不放假，照样头顶矿灯下井挖煤。
工人不放假，矿务局的机关干部当然也不
能放假，须分散到局属各矿，跟工人一起过
所谓革命化、战斗化春节。初一一大早，我
还在睡觉，听见矿务局一位管政工的副书
记在楼下大声喊我，让我跟他一块儿去王
庄矿下井。副书记乘坐的吉普车没有熄
火，我听见副书记的口气颇有些不耐烦。
我不敢稍有怠慢，匆匆穿上衣服，跑着下楼
去了。来到矿上，阴沉的天空飘起了雪
花。副书记去和矿上的领导接头，慰问，我
换上工作服，领了矿灯，到井下的一个掘进
窝头和工人们一起干活儿。我明白，我的
任务不是单纯干活，从井下出来还要写一
篇稿子。为了能使稿子有些内容，我就留
心观察工人们干活儿的情况，并和掘进队
的带班队长谈了几句。井下无短途，等我
黑头黑脸地从井下出来，洗了澡，时间已是
半下午。雪还在下，井口的煤堆上已覆盖
了一层薄雪，使黑色的矿山变成了白色的
矿山。此时，那位副书记和小车司机已先
期回家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了矿上。我
也想回家，跟妻子、女儿一块儿过春节，可
不能啊，我的主要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搭
了一辆运煤的卡车，向郑州赶去。雪越下
越大，师傅不敢把车开得太快。我住进河
南日报招待所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吃晚
饭的时间都过了。招待所的院子里积了半
尺多深的雪，新雪上连一个脚印都没有。
招待所是一个方形的大院，院子四周都是
平房。平日里，入住招待所的全省各地的
通讯员挺多的，差不多能把所有的房间住
满。可那天的招待所空旷冷清起来，住招
待所的只有我一个人。招待所方面，只有
食堂里有一位上岁数的老师傅值班。我问
老师傅有什么吃的？老师傅说：今天是大
年初一呀，你怎么不在家过年哩！我说矿
上不放假，我还得写稿子。老师傅见我冻
得有些哆嗦，问我想吃什么，他给我做。我
说随便吃点什么都行。老师傅说：那我给
你煮饺子吧。

吃了两碗热气腾腾的水饺儿，我就趴
在招待所的床铺上开始写稿子。望一眼窗
外纷纷扬扬的大雪，我记得我写下的第一
句话是：大年初一，新密煤矿井上冰天雪
地，井下热火朝天。第二天早上，我踏着一
踩一个脚窝的积雪，去报社的编辑部送稿
子。报社的地方挺大的，有南门还有北
门。我从北门进去，向编辑部所在的那栋
大楼走去。报社的大院子里不见一个人
影，偶尔有个别喜鹊在雪树间飞来飞去，蹬
落一些散雪。我来到报社编辑部的值班
室，见报社的总编辑在那里值班。我参加
过报社在洛阳召开的城市通讯员工作会
议，认识总编辑，我对总编说，我写了一篇
煤矿工人节日期间坚守生产岗位的稿子，
问总编需要不需要？总编的回答让我欣
喜，他说当然需要，报纸正等这样的稿子
呢！

把稿子交给总编，我就向长途汽车站
赶去，准备回家。让我没想到的是，因大雪
封山，雪阻路断，开往矿区的长途汽车停运
了。汽车停运了，火车总不会停吧，我又向
火车站赶去。下午只有一趟开往矿区的列
车，我应该能赶上。然而因为同样的原因，
火车也停开了。没办法，我只好返回河南
日报的招待所住下。在中国人很看重的春
节，别人大都和家人一起团聚，过年，我那
年却被大雪生生困在了郑州。我在大年初
一的早上就去矿上下井，一去就是好几天
无消息，我想我妻子一定很着急，很担心。
可那时家里没电话，更谈不上用手机，我只
能等雪停路通才能回去，才能跟妻子解释
未能按时回家的原因。

在报社招待所待着也有好处，能够及
时看到报纸。我初二把稿子送到报社，看
到初三的河南日报就把稿子登了出来。稿
子不仅发在头版，还是头条位置。④6

过年送稿儿
这些田野，是有可能被鸽子或其他鸟类

的翅膀以及云彩拍打出声音的。
这些田野，以其自身的空旷容纳了人类

无穷尽的渴念与想像……

一
一粒种子从土里发出来，怎么就有了颜

色？一棵植物从地里长出来，怎么就开花了
——千朵万朵？土地内部究竟潜藏有怎样一
种内力或魔法，吹一口气或是动一动手指就
捏出了植物或花事的千姿百态？

存活至今的那些最早的树木，应该是山
脚下庙宇前依然郁郁葱葱的 5000 年以上的汉
柏了。这从它们如同化石一般的年轮和浑身
的皱纹可约略判断一二。与之比肩的，是那
些枝叶细密的白果树，它们的枝条就跟千手
观音一般遮天蔽日，阳光仅仅是从缝隙里像
眼光一般一瞥之后，戛然而止。

在新郑一座古老的枣园里，我看到了
一 大 群 树 龄 在 400 至 600 年 间 的 大 肚 子 枣
树。一年又一年繁密的枣们，依然可口脆

甜。它们被一个农家汉子以“好想你”注册
命名了，被“神八”载上天，入“市”成为神州
第一股，并且漂洋过海销往十几个国家。那
些劳作了一生，最终累死的枣树躯干逐一被
雕琢成佛，供奉在“万佛苑”内成为一种精神
象征。

更多的植物，是散布在房前屋后或田间
地头的那些桃树、梨树或是杏树。村子里有
椿树和苦楝树，河边是垂柳，大路两旁比肩而
立的白杨树上点缀着无数墨点一般的鸟巢，
风一吹拂，好像随意标上的符号。

如果说这些树木与大地构成了一种交叉的
垂直关系，那么，从土地内部蔓生出来的那些庄
稼，就好比是土地的一个组成部分，既与土地相
依相偎，又仿佛要从土地的羁绊中脱离开去。
大豆寻求着属于自己的圆润，麦子露出自己的
锋芒，棉花雪白，玉米金黄，就连红薯也从地里
脱胎换骨，改变着自己与土壤迥然有别的形
态。但这一切的一切又与土地多么密不可分
啊，毋庸说庄稼，甚至任何一种蔬菜的根须上都
无不沾带泥土的芬芳。

二
麦收时节，我亲自感受过一只尖利的鸟

儿如何从麦田突然蹿上高空，让草帽下的
麦田刹那之间眩晕旋转起来。血与火铸造
的高热天气，世界变得有棱有角——但是，
不过一声鸟鸣，这田野轻易就恢复了平静。

麦田，一派金黄，庄稼迤逦而来，渐渐远去，
犹如海岸线，一如沙滩上的水浪或潮汐。喊一
声“小麦”，这些农家小妹，全都答应着簇拥过
来，向人们点头示意……这是与生命与生存与
人的肠胃或身体密切相关的有关人类存在和延
续下去的一种恋爱关系。

打谷场，碾盘。这些最原始、最古老的工
具依然在原野上存放，依然横陈在乡间地头
或是村子旁边。农忙过后，农具上墙，村边多
出几堆麦秸垛。

三
秋天，耕耘过的田间撒满一地红薯干，仿

佛一地的脸谱——千姿百态。沟沟壑壑的田

垄，就跟人所经历过的世事一样——从身体内
部或土地深处延伸出来，痕迹极深，指向不同
方向。土是被一块一块耙过或被打碎了的，跟
人的心情一样——一个一个的结都成为粉末
了，田野里只有空旷和豁达，秋风凉爽……

冬季里，田野被白雪所覆盖。瑟缩着身
子的那些麦苗，一边把脚趾藏进土地内部取
暖，一边把冻青的小脸露出在外寻找哪怕一
丝丝的阳光，以便掖紧了被子让生机或生气
在体内蕴蓄、发育和生长。偶尔雪野上会窜
出几只奔跑的兔子，让不远处的村庄动感起
来，炊烟缭绕。一只或几只乌鸦从枯枝飞落
到地上，恍若移动的字符……

冰，何时融化的，冻土又如何苏醒过来？
这些自然中发生的事情，自然到仿佛我们已经
忘记它们的存在。但在土地内部，我相信一定
有一个明确的指针与刻度，用以表示哪一时刻
一定有什么事情要按时发生。比如那些草籽，
当它们睡足了觉之后，一定会发出一声绿色的
啼鸣，用以唤醒大地——春天到，该起身了。

田野，是土地最为朴素的一种表情。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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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之间，作为河南第八批援疆干部，到
神奇新疆，到离家五千里之遥的伊吾县，已经
历第三个冬天。

从中原大地到祖国西北边陲小县，既体验
了不一样的地域风貌、民族风情，又体验了对
口援疆作为国家战略的深刻内涵。在经历的
一次次援疆活动中，深刻体会到开展交流交往
交融、推动民族团结的伟大意义。

伊吾是新疆哈密地区的一个小县。早在
汉朝时，哈密被称作伊吾卢，《突厥语大辞典》
里意为“狭长的河道”。到东汉时称为“伊吾”，
一直沿用到唐代，后被“伊州”取代。

县城坐落在东天山和莫钦乌拉山东段的狭
窄走廊里，而四周的山梁呈弓状怀抱，当地人称

“冬窝子”。县城内原来只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主
街道，近些年才新修了过境公路和滨河道路。
街有多长，城有多大？伊吾人曾自嘲：“一个馕
饼滚出城，一盏路灯亮全城，一个喇叭响全城。”

然而，值得称道的却是县城的静美、和谐。
伊吾是安静之城。伊吾县两万多人，在县

城居住的有五千多人。这里最热闹的地方是
集贸市场，也就五六家菜摊儿，十张台球桌，还
有一些小饭馆儿。因为老人和孩子多半住在
哈密市区，遇上星期天、节假日，一些县城居民
便去了哈密，县城更加安静了。到了晚上，华
灯初上，有几拨儿在县城走动的行人，不用打
听，大多是援疆干部在散步。当地群众戏称援
疆干部是“义务巡逻队”。我们援疆干部在伊
吾生活久了，便也养成了早上跑操、晚上散步
的习惯。清晨迎着朝霞，欣赏日出的壮丽，驻
足寂静的湿地、树林，来一个深呼吸。夕阳西
下，我常常到伊吾河边，欣赏千姿百态的云彩、
安静的草原和幽静的山谷。周日，几个援友一
道登临南山，俯瞰县城全貌，纵览喀尔里克山
的神韵。耳边常常是一片静寂，无一丝噪声，
此刻的安静能让人把一切放空。小城的人们
坦然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小城的植物各
自静静地绽放生命，努力经营着美好岁月。夜
深了，万籁俱寂，星月当空，偶尔能听到几声犬
吠。坐在室内写日记，可听见纸笔沙沙作响的

声音。时光像一把文火，静静地煮着这五味杂
陈的生活。用心体验，伊吾小城有她独有的芳
香。

伊吾是干净之城。县城的主要建筑是各
单位的办公楼和住宅小区，伊吾河两岸进行了
大规模的改造，县城东、西各有天然湿地草场，
绿色植物镶嵌其中，绿化覆盖率超过 60%。更
有那三四个人工湖点缀其中。环卫工人终日
像小蜜蜂一样辛勤地进行清扫。近两年，随着
经济的发展，县城拓宽了城镇框架，修建了新
区，体育中心、县医院、综合行政服务楼、住宅
小区、广场拔地而起。建筑的色彩有橙色、粉
红色、卡其色等，在蓝天下显得格外美丽。

伊吾是清净之城。县城内没有酒吧、歌
厅、茶社、桑拿等娱乐休闲场所。每每夜幕降
临，体育场里便会有几个人在打篮球，有的在
散步，有的在健身……更多的人喜欢待在家
里。这里的人们习惯于简单的生活，上班各自
工作，下班后按时回去。只是在节日来临或家
有喜事，才把亲朋请到家里吃饭，喝酒之后还

要跳“麦西来甫”呢！
值得称道的是伊吾的气候。由于地处雪

山脚下，伊吾的气温夏天只有 25 摄氏度左右，
根本用不上空调和电扇。不但没有空调，县城
还没有红绿灯。当地人说，由于车少人少，如
果安装红绿灯，还影响交通呢!每天早上走在上
班路上，县城会飘扬起婉转动听的《伊吾之
歌》：“你是一首歌，你是一幅画，美丽的伊吾我
的家，总让我牵挂……”

伊吾是和谐之城。这里民风淳朴、社会祥
和。小城里生活的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回族多个民族和谐相处。人们崇尚简单、朴实
的生活方式,大多衣着朴素,步行上下班。

伊吾是自治区级贫困县，五类高寒地区。
2010 年由河南对口援建哈密地区，安居富民工
程、定居兴牧工程、疾控中心、妇幼保健院、卫生
院、幼儿园等一些民生设施是河南援建的重点。
2014 年起由河南省漯河市、周口市“二对一”援
助，教育、卫生、产业、人才等方面的援疆工作蓬
勃发展，财政收入也连年攀升到 4.83亿元。

伊吾人善良、热情，对我们援疆干部亲如
一家，经常有人给援疆餐厅送来羊肉、苹果、大
枣等物品。每逢援疆干部过生日，县里还专门
送来蛋糕。古尔邦节，民族朋友邀请援疆干部
去家里做客，自然是倾其所有，把最好的果品、
食物拿出来招待。手抓肉、烤肉、抓饭、蛐蛐、
焖饼子等特色民族美食依次上席，本地产的哈
密瓜酒喝起来，其乐融融。民族大团结、祖国
大家庭的温暖非常真切。我们伊吾援疆指挥
部今年还被评为地区级民族团结模范单位呢。

在伊吾，民族团结的故事比比皆是。身处
这样的环境，雪山、草原、戈壁、荒漠、胡杨、丘
陵、河流……各自行走自己的轨迹，处处洋溢
着和谐之美。无论在山水之间，还是在戈壁
荒野，都能心如伊吾河水，清澈透明。盈一份
博爱与豁达于心灵深处，观伊吾云在天空中
逍遥游移，看伊吾河水在池塘、河道里安逸自
在，赏各种野花在山林里盛开，让边疆的雨雪
去滋润干涸的戈壁荒滩，人生于是风清月朗、
淡然安适。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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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迷离，秋色醉人。到南阳市西峡县天
地岭生态园参加一个诗人雅集，在小说家韩向
阳的带引下，我们造访了当地的屈原庙。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有名有姓有记载的伟
大诗人，说他是中国诗祖一点也不过分。屈原
庙在回车镇屈原岗小学院内。因为是星期天，
学校和庙内一个人都没见。庙门上写着三个
大字“屈原庙”。庙内正殿门上写的是四个大
字“屈夫子祠”。在屈原塑像前，诗人萍子点了
三炷香，我们一行每个诗人分别进行了跪拜。

跪拜之后，我一直在想，庙门与殿门上写
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在看碑刻时，见有落款为
屈原研究会副会长的专家，名字没记住，题有

“屈原故里”字样，我想专家不会信口开河吧，
肯定有什么根据。难道屈原真的也是我们河
南老乡？

庙，为纪念神或伟人先贤哪里都可建，可祠
堂只能在祖地或主人长期工作的地方建。“屈夫
子祠”是不是就说明屈原的祖籍地是西峡。

历史上西峡地处秦头楚尾，扼秦楚之咽
喉，曾有一段时期一部分属于楚国一部分属于
秦国，战国后期，楚国多次屯兵于此抗秦国。
屈原岗位于西峡县城东南 20 余里的霄山脚
下，是一道横贯东西的山岗，历史上秦楚古道
曾经过此岗。岗上古道旁立一清宣统三年

（1911 年）石碑，上刻“屈原岗”三个大字。据
传，当年楚怀王听信谗言，出兵伐秦道经此岗，
屈原在此力谏楚王不要孤军伐秦，楚王不听屈
原忠谏，结果楚王伐秦损兵折将，兵败又经过
此岗，悔不听屈原劝谏……后人为纪念屈原，
就把此地命名为屈原岗。

屈原庙有三间清末建筑风格砖木结构瓦
房，是文人墨客祭祀吊唁屈原的地方。中国屈
原学会的专家曾到屈原庙考察，认定屈原庙里
的壁画和湖南马王堆里的壁画有相似的地方，
还在屈原庙的墙壁上发现有唐代的方砖，由此
推断，屈原庙在唐代已经修建。

我们同行的单占生教授，近年对古砖疯狂
痴迷，他在墙上发现有汉代的砖，并指给我看，
我不懂，只见上边还刻有类似花瓣的纹饰。

有汉砖，说明此庙汉代就有了。巧的是，
我查《后汉书·延笃传》，其记载延笃“遭党事禁
锢，卒于家乡。乡人图其形于屈原之庙”。延
笃，字叔坚，南阳犨人。生年不详，卒于汉桓

帝永康元年（公元一六七年）。《后汉书·延笃
传》关于屈原庙的记载，是已知正史中最早关
于屈原庙纪念建筑的记载。据中国屈原学会
的专家推断，《后汉书》提到南阳的屈原庙很
有可能就是修建南阳西峡屈原岗上的屈原
庙，很有可能西峡屈原庙就是中国最早的屈
原庙，就是中国屈原第一庙。可见单占生发现
汉砖并非妄言。

在西峡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屈原的传
说。战国时张仪使楚，离间楚齐关系，许诺将
秦商於一带 600 里土地送给楚国。为了得到
600 里土地，怀王主动断绝了楚齐联盟，当他派
人去秦国接受土地时，张仪却说，“我和怀王约
定是 6 里，没有说 600 里。”楚怀王得知后如梦
初醒，一怒之下发誓大举兴师征讨秦国。屈原
在怀王决定征讨秦国时，多次力谏怀王不能兴
兵，怀王不仅听不进谏言，还亲率十万大军出
征伐秦，以后就有了屈原力谏怀王的故事。

在屈原《离骚》中，不仅反映出他扣马谏
怀王的事件，还可以推测出屈原始祖可能在
丹淅。《离骚》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
伯庸。”据学者研究，屈原所说的“伯庸”不是
其父辈，而是指屈姓的始祖，即见于《史记·楚
世家》的句亶王“熊伯康”。根据历史事实，在
楚武王之前，楚都和楚人的活动一直徘徊于
汉水、淅水和丹水区域，并没有越过汉水。因
此专家推测，句亶应该在丹淅境内。根据南
阳境内尚留存上古语音的情况，今西峡县内
的“菊潭”，是不是“句亶”语音的保留？菊潭
距离丹阳很近，熊伯康封地于此，情理上也说
得通。若这一推测正确，那么屈原始祖句亶
王的发祥地当在西峡。

在屈原《抽思》中，可看出屈原曾被放逐到
西峡。在屈原的其他作品中，无不显示着屈原
曾在西峡生活过。在《东皇太一》中的“奠桂酒
兮椒浆”，椒浆就是茱萸酒，与桂花酒一起祭奠
东皇太一神。西峡是山茱萸的原产地，当然可
以酿茱萸酒了。屈原在《远游》中有“集重阳入
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就是把西峡民间的
重阳节文化习俗传播入楚王宫庭，西峡是重阳
文化的重要传承地，重阳节的习俗早在春秋战
国时期已经形成。

2012 年 1 月，中国屈原学会已同意西峡县
申报屈原祖籍故里。近年已有商家对西峡打

造屈原文化旅游园区表现出浓厚兴趣。
端午节本来是夏季的一个驱除瘟疫的节

日，后来因屈原于端午节投江自尽，就变成纪
念屈原的节日。1953 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
大文化名人之一。

也许受屈原文化的影响，西峡县端午节的
习俗别具特色，要过五月初五和五月十五两个
端午，俗称“小端午”和“大端午”。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
原这句诗是中国无数人的座右铭。

平顶山市鲁山县张官营镇前城村也有屈
原庙，当地有犨城遗址，传犨城为屈原先人居
住地，现在附近还有村子叫屈庄。

湖北省文化学者曹宗国先生在文章《屈原
应该是生于秭归而祖籍西峡》中说，秭归在历
史上之所以被认定为屈原故里，主要是根据

《史记·楚世家》的记载。但楚国最早的封地丹
阳到底在何处仍有争议。楚国是中国历史上
周朝时期南方的一个诸侯国，楚人是华夏族南
迁的一支。楚人的祖先最早活动在黄河流域
的中原地区，然后逐渐南迁，大致迁徙路线是
从河南新郑出发，向豫西南和陕东南方向迁
徙，于西周初年到达丹淅流域，之后继续南下
到达湖北荆山汉水直至江汉平原建立郢都，最
后灭亡于安徽寿春。一些史料记载和考古发
掘都表明，楚人最初封地丹阳很可能就在丹淅
地区，即现在的西峡。熊绎被周武王册封为诸
侯是公元前 1042 年至公元前 1006 年的事情，
熊通自立为武王也是公元前 740 年至公元前
690 年的事情，而屈原的出生被认定为楚宣王
时期的公元前 342 年。这中间已经过了几百
年，楚人迁过十多次都城，早在楚惠王中后期
即公元前 488 年至公元前 432 年就迁徙到湖北
枝江的郢都了。这时候楚国的王公贵族怎么
可能还留在最初的封地丹阳，屈原怎么还可能
在那里出生呢？

曹宗国先生作为湖北人，没有感情用事，
而是从历史客观出发，证明屈原应该是生于秭
归而祖籍西峡，也让我们河南人感动敬佩。

杜甫、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等大诗人出生
在河南早就没有异议。有学者考证李白出生
在河南洛阳，而非中亚碎叶或四川江油。如果
屈原也是河南人，河南作为历史文化大省的
光环，会因为诗人而再添荣耀。④6

西峡山里拜屈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