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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三

比干 首位谏臣 文财神 林

姓的太始祖

比干是我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位

爱国谏臣!传统民俗中的文财神"文

曲星!中华林姓的太始祖#比干的精

神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对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起了

极大的作用$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中华之所

以历经挫折而不衰! 途经灾难而不

绝! 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有一批为

民请命的人%一批舍生忘死的人"一

批敢于直谏的人&&而比干正是这

样一位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的谏臣

良相$ 比干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

位谏臣!一位名谏臣!他开创了我国

的谏诤传统!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比干!商朝沫邑人'今河南省卫

辉市北(!中国古代著名忠臣!被誉为

)亘古第一忠臣*+国神比干也是林氏

的祖先$ 比干生于公元前
!"#$

年夏

历四月初四!卒于公元前
!"$#

年$为

商朝贵族商王太丁之子!名干$ 比干

幼年聪慧!勤奋好学!

$"

岁就以太师

高位辅佐帝乙! 又受托孤重辅帝辛$

干从政
%"

多年!主张减轻赋税徭役!

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 提倡冶炼铸

造!富国强兵$ 商末帝辛'纣王(暴虐

荒淫!横征暴敛!比干叹曰,)主过不

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

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

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

)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

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 *遂杀比

干剖视其心!终年
!"

岁$比干为林氏

之太始祖$而如今林姓后人在各个领

域内!成绩非凡$周武王封比干垄!垄

为国神$ 赐后代林姓+魏孝文帝拓跋

宏立庙宇+ 唐太宗下诏封谥 )忠烈

公*")太师*+宋仁宗为.林氏家谱/题

诗%元仁宗为比干立碑塑像%清高宗

祭文题诗%清宣宗修复比干庙正殿等

等$

林坚 林氏始祖 比干之子 周

朝大夫

殷商太师比干被商王朝纣王所

害$比干夫人妫'陈(氏甫孕三月!恐祸

及! 逃出朝歌! 于长林石室之中而生

男!名坚'林姓始祖($ 周武王牧野大

战败商军!公元前
#$%!

年 !周武王

姬发灭商建周后!旌表比干忠烈!徵

觅其后嗣! 命闳夭给比干在朝歌南

汲境内'今卫辉(封墓!夫人携坚归

周$ 因坚生于长林石室!周武王赐姓

林$ 念林坚乃商汤之后先王之胄!且

能远避纣乱而不绝其世! 乃拜林坚

为大夫!食邑清河$ 后封博陵公!食

采二千户! 采邑博陵
&

今河北安平

县
'

!故林氏总堂号为西河堂$

林坚诞生地! 位于卫辉市城西

北二十五公里的太行山余脉的狮豹

头乡龙卧村$ 坐落在龙卧村东危岩

绝壁上的)长林石室*山洞!山洞岩

壁上依稀可见)长林*隐刻字样!洞

内有古庙建筑残迹!有一残碑!刻有

)比干子坚公出生地*! 大明弘治九

年岁次丙辰立石距今已有五百年之

久$ 当地群众传说,比干被害之后!

纣王并不罢休!还要满门抄斩!比干

夫人陈氏有孕在身! 就领着四个婢

女星夜逃出朝歌! 跑到龙卧东生下

遗腹子!起名叫坚$ 后来殷纣王派兵

追杀!包围了山林!捉到陈氏问道,

)这孩子姓什么- *陈氏急中生智!指

树林为姓说)姓林*!追兵才放了她

们母子$ 周武王灭掉殷商朝以后!召

回了比干儿子!赐)林*姓给他$ 以后

这个命氏的地方便是比干之子林坚

出生的地方$ 每年有众多国内外林

氏后裔前往祭祖$

比干以死谏纣王! 周武王感念

其子为林坚为林姓$ 他不仅是林姓

的始祖!还是王%孙%陆%毕等姓氏的

共祖$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林姓已经

成为中国的一个大姓! 以至于在古

代科举中出现 )无林不开榜* 的现

象$ 比干后代也是人才辈出!且多为

爱国人士$ 传说中的妈祖林默娘%清

代禁烟英雄林则徐% 近代民主革命

烈士林觉民% 中共建国领导人之一

的林伯渠等等$

妈祖 林默娘 林禄公第二十

二世孙 海上保护神

妈祖是民间林默娘的化身 !林

默娘为北宋时福建莆田湄洲林愿的

第六个女儿! 生于宋建隆元年农历

三月二十三日!生时有祥光异香!亦

能乘席渡海!乘云游岛屿间$ 出生后

不闻其啼哭!因而取名为林默!意为

沉默的女子$

妈祖是中国东南沿海和海外华

人供奉的海洋保护神!又称天妃%天

后%天妃娘娘%天上圣母等等$ )天上

圣母!人间妈祖*!是在东南沿海及

台湾等地流行的俗语被人尊为圣母

或妈祖! 可以说妈祖在海内外都是

家喻户晓的女神$ 林默娘八岁就塾

读书!喜烧香礼佛$ 十三岁得道典秘

法$ 十六岁观井得符!能布席渡海救

人$ 二十八岁!时宋雍熙四年丁亥秋

九月九日'公元九八七年(!悟道飞

升$ 升化后!着朱色衣裳!云游海上$

宋%元%明各代!常显灵迹!保护航海

旅人$ 康熙时封为天妃!后再加封为

天后$ 故其称号有天妃%天后%妈祖$

妈祖之主要神迹是救济海上遇难之

生民$ 据传!妈祖有随从!千里眼%顺

风耳!能解救於千里之外$ 妈祖常穿

朱衣!乘云游於岛屿之间$ 如果海风

骤起! 船舶遇难! 只要口诵妈祖圣

号!妈祖就会到场营救$

以)和平%勇敢%关爱*为核心的

妈祖文化是世界人类文化的组成部

分! 联合国授予中国妈祖
(

和平女

神
(

称号$ 中国东南沿海各地大多建

有妈祖庙! 其中以福建泉州莆田妈

祖庙为祖庭$ 仅台湾一省就有妈祖

庙
)#$

座!据不完全统计!从湄洲祖

庙分灵出去的妈祖庙有
!&""

多座!

遍及世界
$'

个国家和地区! 信徒
$

亿多人! 仅台湾就有妈祖庙
(""

多

座!从而形成蔚为壮观的妈祖文化$

林族人则称之为姑妈$ 从人到

神!从林默娘到)妈祖*$ 主要表达了

人们祈求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 林

姓是台湾的第二大姓$ 有)陈林半天

下*!除了陈姓!就是林姓世族人数

最多$ 主要在台南%台北两地!次为

彰化%嘉义%南投%台中%新竹等$ 台

湾林姓与祖国大陆林姓有着密切联

系! 是祖国大陆福建林氏族人迁居

而去的 !被称为 )天上圣母 *或 )始

祖* 的妈祖在福建台湾各地一直香

火鼎盛$

比干是我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位爱国谏臣"林坚是林姓的始祖"妈祖是沿海地区的保护神"那么"这三个人之间有什么神秘的关系呢# 请看$$$

!" #$ %&'()*+

本报记者 王小萍

!""#

年

*

月
+,

日! 台湾林祖姑世

界天上圣母会以林清钦理事长

为首的谒祖团一行
%!

人前来比

干庙祭祖观光" 随后!谒祖团一

行又赴林坚出生地进行参观"

!""$

年

,

月
+,

日 台湾林祖姑天

后圣母会来比干庙祭祖观光"

*

月
#,

日 比干庙景区应

邀出席山东省长岛世界华人妈

祖文化节 "

!""%

年

#

月
+$

日!卫辉市有关领导

赴湄洲妈祖祖庙与董事长林金

榜共同协商妈祖归宗活动"

"

月
+-

日!湄洲妈祖祖庙董

事长林金榜前来比干庙实地查

看协商妈祖归宗活动筹备工作"

)

月!比干诞辰
"#$$

周年庆

典!妈祖归宗"

!

月!参加天津妈祖文化旅

游节"

今天的林姓后人!大多尊比

干之子林坚为受姓始祖"林姓从

周朝初创姓以来人才辈出!他们

不囿于一方!走南闯北!行东跑

西!今已遍布中华大地乃至全球

各个角落" 目前!林姓在大陆列

#!

位"

自从林坚被封在博陵#今河

北安平县$后!子孙世袭爵位!多

为大夫!当时的朝廷曾先后三次

在当地设立西河郡!%西河林氏&

便由此而来' 春秋战国时期!由

于官职调迁或避乱隐居!林氏散

居在山东 (河南 (陕西 (山西各

地"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林姓

逐渐向山东济南汇聚!形成著名

的)济南林&郡望!在随后的秦汉

时代一直占据着林姓的主导地

位"

西晋时! 中原士族因为避

)永嘉之乱&大举向南方迁徙!林

氏也随之南迁到江苏下邳
&

今江

苏宿迁东南
.

一带 !形成著名的

)下坯林氏&"

比干庙位于卫辉市城北七

公里!紧临京广铁路(

#$-

国道!

庙宇坐北朝南! 总体布局长方

形!占地面积
##"$$$

平方米!为

一组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群!是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比干庙从周武王克殷封墓

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现有

建筑为明代弘治七年明孝宗重

建" 比干庙前有比干碑林!共
,!

通! 最著名的有北魏孝文帝的

)皇帝吊殷比干文&碑!相传是南

北朝时期十人书法家之一的崔

浩所书!素与洛阳龙门二十品齐

名" 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帝祭殷

太师比干&(周武王的)墓志铭&(

乾隆御碑等!均是不可多得的具

有历史和艺术研究价值的珍品"

比干庙

林姓变迁

新乡比干庙景区与台湾及沿海地区妈祖活动

)安阳确立了以山水安阳%文化安

阳%历史安阳为内容的0三阳开泰1旅

游推广战略!在这三条线路中!要重点

宣传山水安阳! 在主要客源地集中搞

好宣传推介 ! 以此叫响林虑山风景

区$ * 安阳市委书记张广智清晰的思

路!使安阳旅游新篇章瞬间开笔$

)书记来吆喝!市长做导游!财政局

长发0红包1!旅游局长下0请柬1&&安

阳誓以0山水1品牌盘活旅游发展整盘棋

的信心和决心可见一斑2 *

)

月
(

日!全

国两会期间!安阳3林虑山旅游推介会亮

相首都北京!面向全国游客抛出)千万元

免费门票*!引来众方嗟叹#

创新推介!八个地市"立体推介

)

月
(

日! 安阳3林虑山旅游推介

会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

)

月
!"

日!天

津+

)

月
!'

日!济南+

)

月
$"

日!郑州+

)

月
$%

日!石家庄+

)

月
$'

日!武汉+

%

月
)

日!西安+

%

月
!%

日!太原#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安阳3林虑

山旅游推介活动北过长城!南至长江!

行程达
*"""

多公里!行程基本涵盖了

安阳的主要客源地#

)声%光%电多管齐下!政府%景区%

旅行社协同配合!力求全方位%立体的

推介0山水安阳1!这种新颖的推介形式

让大家眼前一亮!更得到河南省旅游局

局长苏福功首肯!一时间好评如潮#*安

阳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宏伟很是得意#

林虑山风光堪比四川九寨沟啊2真

的不敢相信这些图片上的美景就在

&""

公里外的安阳# 在北京举行的林虑

山风光摄影展上!媒体记者和旅行社代

表们被林虑山的雄险和秀丽所倾倒#

)山水安阳如此多娇!我只能用0惊

艳1二字来形容2 *北京.户外探险/杂志

的编辑韦娜兴奋地告诉记者!林虑山风

光推介活动非常成功! 安阳借助视频%

图片%文字和讲解等多种手段!从多方

面进行立体推介! 既给人直观的感受!

又让人们抱有无限美好遐想#

营销方略!千万门票"盛情邀请

安阳人慷慨好客! 欢迎八方来客

到安阳旅游是安阳人的心愿! 市委副

书记%市长张笑东!更是在两会期间甩

出了大手笔, 向主要客源地发放
!"""

万元免费门票#

新华社记者彭红迅速推出 .河南安

阳,免费赠送
!"""

万元旅游景区门票全

力打造)山水安阳*/的文章!一石激起千

层浪!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中新网%

腾讯网等各大网站和媒体纷纷转载!张

笑东做客人民网视频访谈! 以千万张旅

游门票向全国人民发出邀请书! 邀请全

国各地的朋友走进安阳%了解安阳!领略

)山水安阳%文化安阳%历史安阳*的风

采!得到了全国网友的积极响应#

)酒好也怕巷子深!酒好也要会吆

喝2 *大力而广泛的旅游推介
+

硕果累

累444

)

月
#

日!北京市民胡雨登录安阳

旅游信息网!预定了首张免费旅游景区

门票#一周后!胡雨带着全家人!走进了

魅力安阳#之后山东%北京%天津等地的

踩线团纷至沓来!台湾包机旅游团也将

陆续到来#

久在深闺的安阳已经展开怀抱!笑

迎八方来客#

)在一系列推介活动中!安阳市共

与八地市的
!('

家旅行社达成合作协

议!签订客源人数达
$'(

万# 相信0五

一1前后!安阳将迎来旅游高峰期# *安

阳市旅游局局长张建国胸有成竹#

)三阳开泰*的局面即将呈现!我们

拭目以待2

百花竞放!群芳辉映的春日总是压抑

不住兴奋的心情!五一小长假更让我们心

潮澎湃# 所以!趁着春风!约上好友!去金

鹭鸵鸟游乐园畅享快乐吧#因为!在五一!

那里有
,

个理由让您
-.//0

#

看!千亩槐花盛开!演绎如雪的浪漫#

草霉新鲜欲滴!让你垂涎三尺# 正是摘槐

花%采草莓的好时节!玩累了!一家人采摘

槐花!制作槐花食品!围在一起品尝鲜美

可口的槐花宴!该是何等的天伦之乐2 槐

花征文大赛%

12

拍摄% 民俗摄影比赛等

活动也很精彩#

玩!几千只鸵鸟形态各异!让人忍俊

不禁的鸵鸟表演%鸵鸟赛跑%鸵鸟拉车%骑

鸵鸟%踩鸵鸟蛋比赛妙趣横生#

惊险刺激的高山滑草!大型体能娱乐

场%秋千群%悠波球%攀岩%蹦极%卡丁车%

空中索道%水上乐园%国内稀有的骑鸵鸟

活动%赛马%双人'三人(骑自行车%摸鱼%

垂钓%亲亲动物乐园%蝴蝶馆等上百项特

色游乐项目适合各年龄段的人游玩#

吃! 聚集了全省各地几十种名吃!还

有美味的鸵鸟宴%爆炒鸵鸟肉%红烧鸵鸟

排%卤水鸵鸟颈%清炒鸵鸟蛋!槐花宴%农

家饭&&各种烧烤及烤鸵鸟肉%烤鱼等风

味美食!让您欲罢不能#

购!鸵鸟蛋%鸵鸟肉%蛋壳工艺品%鸵

鸟皮具等旅游纪念品!极具诱惑性#

行!旅游线路短平快!距离郑州市区

仅
)"

分钟车程! 单车骑行族也仅需要一

个小时即可到达金鹭鸵鸟游乐园!让您的

五一轻松愉快#

服务电话!

")*!

4

''(*)$#( ''(*))&(

景区网址!

333456789.706.84:7;

行车路线!沿金水路%航海路%郑汴路

向东到
!"*

国道后右拐!按鸵鸟园路标行

驶即可#

河医立交桥乘
&!

路% 银基商贸城乘

)"*

路可达#

*扶秀丽$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景不同# 

岈山首届集游览观光%文化娱乐%摄影写生%

野营探奇于一体的西游文化节如火如荼的

进行中#

西游记民俗表演% 文化节娱乐点子征

集%岈山象形石命名大赛%岈探美444

照片%游记%

12

大赛等活动构成文化节的主

轴# 而盛大的师徒四人迎宾仪式!绚丽的天

竺舞少女!躲猫猫的猪八戒把今年的五一节

映衬的分外多彩#

领略过全新的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的

文化元素的西游文化砖雕艺术馆!参观过展

现岈山花岗岩地质地貌%地质遗迹特色的

岈山国家地质博物馆!欣赏过大型西游师

徒取经雕像# 然后踩着环形的大理石步游

道!攀着溜光圆滑的花岗石!直接就到了具

有)江北石林*%)西游之源*之称的南山%北

山#涓涓细流穿谷绕涧!千年古树苍翠傲然!

奇异的怪石天造地设!别具一格的西游节目

趣味连连#

便利的路程和良好的交通!使岈山成

为省内最理想的自驾游基地之一# 一个神

奇%秀美%独特的新景岈山使您的游程乐

趣无限# 还等什么!快快过来一起取经吧2

网址!

3334:-.0.<-.848=5

电话!

")#'

4

%**#''' %**#(((

*郑肖$

万仙山景区是国家
%>

级景

区!国家地质公园# 其不仅是名副

其实的抗日根据地!更是国内著名

的影视基地!很多抗日的影片在此

拍摄! 如,.举起手来/%.清凉寺的

钟声/等# 为了再现当年抗日影视

镜头!景区为游客们免费准备了八

路军%抗日群众的服装!让您在现

实中体验抗战的历程!在游玩中加

深那段让国人难忘的历史!没准这

次您上山还能碰见该打的 )鬼子*

呢2

青山碧水!柳绿莺啼!一场春

雨后的万仙山一改往日雄壮威严

之态!山崖溪流之间多了异

花点缀!赤岩绝壁之上云雾

缭绕!古朴的影视村在镜头

下% 画布中更多几分情趣#

继万仙山景区举办摄影%游

记大赛以来!随着五一的临

近! 越来越多的摄影家%摄

影及文学爱好者前来领略

神奇大自然造就的人间奇

观# 随声音大小变化的)喊

泉*也在男女青年勇敢表白

的)我爱你*声中忽大忽小!

即使是一些老人也按耐不住童趣

的回归! 大声喊了起来!)喊泉*之

下热闹非凡!众人争抢沐浴泉水带

来的福运! 难道真的是泉水逾大!

爱情%祝福逾深吗- 一些前来拍摄

的记者竟也放下摄像机!游戏于众

人之间! 许愿池前虔诚地为友人%

家人许下祝福%心愿&&*郑肖$

热线!

')&')*)!

网址!

333?3.8@9.8<-.8?8=5

自驾车路线 ! 郑州4黄河大

桥4

!"*

郑新快速通道4新乡4新

辉 公 路 辉 县 方 向 4辉 县4愚 公

洞4南村4南寨镇4万仙山景区

,-./0-123 4567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朱震晓 卢宏峰

89:;<4=>?@1

春日的鹤壁林木披绿!花闹枝头'

%

月

$&

日! 首批来自郑州( 安阳( 周口等地的

!$""

多名游客!乘坐
)*

辆大巴车汇聚鹤壁!

开始了为期两天的)寻梦春天(休闲鹤城&外

地大巴车万人游鹤壁活动' 诗经淇河之旅(

商卫兵学之旅(大佛民俗之旅(药学健康之

旅
%

条精品线路!让游客不思归去'

)早就听说过+中华第一古军校,,,云梦

山-的大名!一直想来看看!总算是圆梦啦.&来

自周口的钟先生洋溢着满意的笑容'

)+淇水氵悠氵悠!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

写我忧/0- 诗经中描写的淇河令人神往'

最吸引我们的就是诗经文化!寻春淇河也算

是不虚此行啦' &安阳的杨先生说!在淇水河

畔和天然太极图景区!山花碧草和时起时落

的野鸭!让游客陶醉在浓浓的春意中'

)在1寻梦春天(休闲鹤城-外地大巴车

万人游鹤壁活动中!我们举办的鹤壁风光摄

影图片展(鹤壁旅游发展成就展和近
$

万份

鹤壁旅游消费券发放为活动增添了许多亮

色' &鹤壁市旅游局局长徐伟说'

省旅游局副局长周保建在启动仪式上

说!此次活动是鹤壁市为落实省政府)决战

二季度!旅游要先行&的整体部署而精心组

织(周密策划的一次大型活动' 活动的成功

举办!必将使更多游客走进鹤壁(畅游鹤壁!

积极推动鹤壁旅游大发展'

ABCD EFGH

222外地大巴万人游鹤壁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董娟

#

林姓寻根故园情 祭拜财神求福贵 比干庙寻根之旅

#

明史烟云此处寻 石头城里叹人生 潞简王陵怀古之旅

#

崖上人家观炊烟 百瀑百潭水连山 南太行山水之旅

#

感受红色文化 领悟道教真谛 红色旅游之旅

两日游!

新乡2潞王陵2比干

庙2八里沟*关山(回龙$

新乡2比干庙2京华

矿泉养生苑2万仙山 *秋

沟$

新乡特色线路

一日游!

新乡2比干庙2林坚出生

地2跑马岭

新乡2八里沟*关山(回龙$

2比干庙

潞王陵2比干庙2跑马岭

!"##$%&&'(')'

本期关注

西峡龙潭沟
IJ.KLMN !"#$OPQRFST

UVWX4YZ4 [\]^89_

!"#$%&'()*!+,-

"

"

链接二

"

"

链接一

新乡卫辉市政府举办的比干诞辰
)!""

周年纪念大典

比干庙牌坊

日前!许昌市出台了促进旅游消费拉动

旅游市场新措施! 以在省内外免费发放
!$$

万张旅游代金券% 销售
%$

万张旅游特惠通

票来刺激旅游消费市场!确保全市旅游业健

康快速发展!形成旅游消费热潮#

此次发放旅游优惠券具体办法! 一是免

费向市内外发放面值
#$

元的旅游代金券

!$$

万张!代金券可在指定的许昌
/

级景区%

星级酒店使用# 二是销售)三国韵花乡情许

昌精品线路*一日游通票和两日游通票各
+$

万张# 一日游通票含曹丞相府%春秋楼%灞陵

桥%花都温泉
01

枪战营%许昌迎宾馆温泉区

等
!

处! 票价共计
+#)

元! 通票价格为
#$,

元! 每张优惠
#$-

元+ 两日游通票含曹丞相

府%春秋楼%灞陵桥%花都温泉度假区%许昌迎
宾馆温泉和住宿%花博园%大鸿寨%紫云山等
#"

处!票价共计
!%"

元!通票价格
+#$

元!含
景区门票%一晚住宿和室外温泉各一次!每张
优惠

%""

元!合
"2"

折# 旅游通票的有效时间
为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以上两项
措施!共实现优惠

#2!,

亿元#

为了尽快形成以)曹魏故都
A

智慧之旅%

宜居花城
A

休闲之旅% 神 古镇
A

体验之旅*

三大品牌为特色的旅游目的地!许昌市还着
手完善旅游产业链条!开发包装钧瓷%三国
文化纪念品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

3

使游客来

许昌可看可玩可购!增加旅游消费#

4

李俊玲
.

后
土

!""&

年
'

月
!%

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