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版图片由孙宇提供
"

南 阳 市 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 周 年 亮 点 展 示 ! 方 城 篇

""

""""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
!"

号 邮编
#$%%%"

电挂
&%'!

值班室
($)*(&&#

传真
($)*(+%(

总编室
($)*('%,

出版部
($)*(','

广告部
($)*(&,(

发行中心
($*,$$$(

印刷 河南日报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
%%(

号 零售
!"#$

元 昨日开印
'

!

%%

印完
(

!

'%

!南阳与丝绸之路 "文化论坛在宛举办###

! !"#$%&'()*+,-./0

123456789:;<

本报记者 阙爱民 本报通讯员 陈新刚 祁瑞红

!连接亚欧的丝绸之路

源头在方城"$随着这一重大

发现的披露$ 已沉睡方城大

地千年的 !佛沟摩崖造像"%

!张骞博望侯封地"%!古驿道

接官厅"为世人向往$方城旅

游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

发展态势&

这一结论虽然最终由专

家考证敲定$但市%县对此做

出的努力% 花费的心血不可

或缺& 这一成功之例再次告

诉人们$ 旅游资源开发大有

文章可做$ 不仅旅游从业人

员$ 尤其是为政一方的领导

人要做旅游资源开发的有心

人&

当好有心人$ 首先要提

高认识$站在兴邦谐世%培养

支柱产业的高度$ 把旅游业

发展放在心上$经常议之$坚

持不懈干之&还要解放思想$

开阔视野$或历史遗迹$或人

文景观$或清山秀水$善于从

当地看似平常的景物中选出

世人感兴趣的特色$ 找准吸

引游客的兴奋点&当然$当好

旅游开发的有心人$ 要特别

注重对景点的有效利用和保

护$将其打造好$包装好$宣

传好$ 还要千方百计为游客

服务好&

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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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公里的

南阳盆地$地处我国南北方交

接地带$是楚汉文化重要发祥

地之一$ 旅游资源极其丰厚&

愿我们从方城经验中受到启

发$不断谱写新篇章$把南阳

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业发展

这篇大文章做得更好&

!作者系中共南阳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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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维

南阳市委书记黄兴维'右一(在论坛上

南阳市市长穆为民在论坛上

南阳市委副书记贾崇兰在石刻现场

方城县委书记梁天平%县长秦书君在论坛上

方城古称裕州$ 位于河南省西

南部%南阳盆地东北缘$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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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乡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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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政村 '街 ($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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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县域面积
#'+#

平方公里$耕地

&')

万亩$是全省扶贫开发重点县%

农综开发重点县&

近年来$方城县委%县政府团结

带领全县干部群众$ 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努力打造生态方城%活

力方城%和谐方城$协调推进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呈现出平稳较快运

行%结构不断优化%民生持续改善的

良好局面&今年上半年$全县生产总

值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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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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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一般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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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税收比重

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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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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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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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人均纯

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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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有国家

//

级景区望花湖$省级森林公园大

乘山%七峰山$!中华第一石川"方城

石川景区$中国中部最大的风力发电

厂 $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最佳观赏

地###方城垭口等秀美的自然景观)

有!长城之父"楚长城$丝绸之路源头

地标###佛沟摩崖石刻造像$中国最

早的皇家道观###炼真宫$诸葛亮初

出茅庐建树第一功的 !火烧博望坡"

遗址$ 中原四大名刹之一的普严寺$

道教圣地黄石山等厚重的人文景观)

是中国第一位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汉

廷尉张释之%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

故里$中国第一位外交家%丝绸之路

!凿空"者%博望侯张骞的封地)望梅

止渴%张良三拾履%固若金汤$!贫贱

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等历

史典故均发生在这里&黄石砚是中国

五大名砚之一$被北宋书法家米芾极

力推崇$方城石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为推动文化旅游产业上档升

级$方城县委%县政府将旅游文化开

发作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 !五大

突破"之一$强力宣传推介$开发打

造& 特别是今年以来$方城县委%县

政府把丝绸之路源头文化的深度挖

掘开发打造作为旅游文化发展的重

中之重$倾全县之力$成功承办了南

阳方城与丝绸之路文化论坛$ 举行

了方城旅游发展专家研讨会$ 与道

顺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签订了总投

资
*

亿元的佛沟摩崖石刻造像景区

合作开发项目& 方城旅游文化产业

发展迅速升温$ 方城旅游事业发展

的春天已经到来&

古裕州钟灵毓秀$ 新方城人杰

地灵& 兴业方城$大业方成& 勤劳智

慧% 淳朴热情的方城百万人民真诚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到方城观光投

资$共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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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方城县委书记 梁天平 方城县人民政府县长 秦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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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联播#

近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南阳

发现一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摩崖

石刻$ 两块高
"

米左右的巨石上

分布着大小
#$%

座佛像$ 具有典

型的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相结合

的特点&

新华网
新华网郑州

&

月
'%

日电 !记

者王宏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科研机构

的一批考古和文史专家日前来到

河南省南阳市$ 对当地一些文物

遗址遗存进行了实地考察$ 发现

身处中原西南腹地的南阳与 !丝

绸之路" 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

系& 部分专家认为$ 南阳可能是

!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

人民网
地处河南省南阳市东北的方

城县$ 近来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考

古%文史和旅游专家& 专家们在对

大量文物遗址% 遗存考证后认定$

南阳方城是古丝绸之路源头之一&

光明网
本报讯'记者刘先琴通讯员董

一鸣(日前$河南省南阳市举办!南阳

与丝绸之路"文化论坛& 以中国社科

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名西域史

专家杨镰为代表的与会专家认为+

!南阳方城是丝绸之路文化元素高

度集中的地方&"!作为丝绸之路源头

之一的方城$ 在整个丝绸之路发展

史中是不应被忽略的重要环节& "

大公网
,大公网河南频道讯 -

'

月
#,

日$央视
&)

套.百科探秘/栏目播

出了.神秘的巨石佛像/$节目以南

阳市方城县摩崖石刻为主要内容$

认定南阳为丝绸之路源头&这一重

大发现$震动了国内考古界&

昨天上午$ 由央视主持人海

霞主持的 !南阳与丝绸之路 "文

化论坛在南阳开幕 $一系列的高

调动作 $把南阳方城推到了聚光

灯下&

"澳门日报$

,新华社郑州
%

月
#.

日电-来

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等科研机构的一批考古和

文史专家日前来到河南省南阳

市$ 对当地一些文物遗址遗存进

行了实地考察$ 发现身处中原西

南腹地的南阳与!丝绸之路"之间

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部分专家

认为 $南阳可能是 !丝绸之路 "的

源头之一&

媒体关注

#南阳方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之

一
0

$针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西

域史专家杨镰的这一发现&南阳市于

%

月
#+

日至
#%

日举办了'南阳与丝

绸之路(文化论坛)

来自北京%郑州等地的数十位专

家实地考察论证后认为&方城是丝绸

之路重要的起始点之一&并由此引发

方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迅速升温)

神秘的巨石佛像

'

月
#,

日& 中央电视台
&)

套

*百科探秘+栏目播出了*神秘的巨石

佛像+节目&以方城县佛沟摩崖石刻

造像为主要内容&认定南阳方城为丝

绸之路的源头)

随后&今年第六期*文史知识+刊发

杨镰的*丝绸之路史二题+一文&再次考

证南阳为丝绸之路发源地)杨镰在多次

到方城考察后提出,#作为丝绸之路源

头之一的方城&在整个丝绸之路发展史

中是不应被忽略的重要环节) (

偏居一隅的方城佛沟摩崖石刻

造像成为丝绸之路源头的佐证&那么

摩崖石刻造像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这个惊人的发现与南阳酷爱考

古的民间人士袁祖雨有关)去年
'

月

份& 在南阳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袁

祖雨收藏的一张于右任手书的别廷

芳墓碑拓片和一张胡服骑射汉画像

石拓片引起了杨镰的关注)杨镰在新

疆前后考察了
#)

多年& 对西域史的

研究颇具权威)

几个月后&袁祖雨把自己在方城

拍摄的摩崖石刻造像照片传给了杨

镰)看后&杨镰大吃一惊&立即来方城

考证&并认定方城与丝绸之路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

曾三次陪同杨镰考察的方城县

常务副县长白振国&过去在西峡县任

职时就主抓文化旅游&他敏锐地意识

到佛沟摩崖石刻造像的重要价值&加

上自己对方城众多与丝绸之路有关

文化元素的考证&在*南阳日报+发表

了*丝绸之路源头方城考+等系列文

章&把这一发现首次较为系统地在新

闻媒体上公开披露)

恰在此时&我省确立了#旅游立

省(战略&提出构建#两带五区(&打造

六大精品景区.十条国内重点旅游线

路.七条国际精品旅游线路的重大举

措&丝绸之路起点游名列其中)

很快&这一发现引起了高层关注&

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 南阳市委书记

黄兴维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南阳.方城

做好这篇#文章() 随后&南阳市委副书

记贾崇兰亲自挂帅& 实地察看方城佛

沟摩崖石刻造像&并远赴北京.郑州等

地邀请专家学者&前来南阳参加#南阳

与丝绸之路(文化论坛&就这一重大发

现进行科学论证和认定)

热烈的论坛现场

洛阳.西安关于丝绸之路东起点

的争端尚未平息& 方城却又烽烟骤

起&这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

镰. 国家旅游局丝绸之路总体规划组

副组长乔然.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北

京大学教授汤燕.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涛.清华大学教授刘蔷.省社科院研

究员许韶立.著名作家二月河.南阳师

范学院教授聂振. 南阳府衙博物馆

馆长李陈广等众多文化旅游. 文物考

古.石窟石刻等方面的专家云集南阳&

对方城佛沟摩崖石刻造像. 社旗山陕

会馆. 淅川荆紫关和南阳汉画馆等进

行实地考察&并展开热烈讨论)

此次论坛由南阳市委. 市政府主

办&方城县委.县政府承办) 省九届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德广& 省十届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吴全智& 南阳市委书记

黄兴维.市长穆为民.市委副书记贾崇

兰&方城县委书记梁天平.县长秦书君

等省.市.县领导全程出席论坛)

穆为民在论坛上表示&南阳将以

这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做好南阳与

丝绸之路渊源的研究.宣传和推介工

作& 不断提高南阳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推动南

阳尽快由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强市

跨越&由经济大市向经济强市跨越)

多数专家认为&方城是丝绸之路

的起点之一&理由为,

据*世本+等史料记载&夏代少康

中兴&传位长子予&封次子曲烈于缯)

考古专家对方城八里桥夏商遗址考

证后认为&从遗址的规模.所处的特

殊战略位置. 出土的石钺等器物来

看&这里应为曲烈的封地缯) 西周时

方城为缯国所在地&在方城与叶县交

界处设 #缯关(&#天下九塞& 方城其

一(即指此处)据*辞源+解释,缯为丝

织品的总称) 以#缯(为国名&可见方

城在西周时期已经是丝绸之国)从古

到今&方城丝绸制品长盛不衰)

&,&'

年
.

月&方城独树加宽本色素茧绸在

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

获金奖)

方城佛沟摩崖石刻造像上显现

出的西域印度佛教风格&与佛教正式

传入中原被本土化后的佛教造像截

然不同
1

方城及周边地区出土的汉画

像石有大量的胡人形象)这表明在两

汉时期&方城与西域就已来往频繁)

方城自古交通发达&古驿道上至

今仍存龙泉镇.接官厅.烽火台.灵龟

铺等众多遗迹) 水路潘河至今在其上

游仍存山陕会馆.晋履泰商号.大型码

头下货台.温庭筠钓鱼台) 这些古迹.

地名& 充分印证了方城自古就是交通

枢纽.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转站)

方城博望为张骞封侯地&张骞为

中国出使西域第一人)张骞出使西域

带回的葡萄.胡萝卜.石榴.芝麻等水

果和蔬菜在各地均有种植&但在方城

发现的一种特有树种在中原其他地

区未曾发现&这种树在新疆被称为苏

盖提&在甘肃被称为河柳&在方城被

称为#胡柳()

前来参加论坛的省旅游局局长

苏福功表示 & 作为旅游主管部门 &

有责任把南阳纳入丝绸之路的大

路线图中 &以丰富河南的旅游线路

和资源)

快速的市场反应

此次论坛的举办&引起了各方的

关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

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

*中国青年报+.新华网.人民网等多

家媒体和网站聚焦南阳&对这一发现

进行了集中报道&新浪网.大公网.世

界文化遗产网和 *大公报+.*澳门日

报+等重要新闻媒体均进行了转载&

引发了人们对丝绸之路起点之争的

新一轮讨论)

这一发现亦引起了投资商的极

大关注)

(

月
.

日 & 方城县与道顺咨询

!北京" 有限公司联合开发方城佛沟

摩崖石刻造像景区合作项目签约仪

式隆重举行& 该项目总投资
*

亿元&

标志着方城丝绸之路源头文化旅游

开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道顺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是中国青年旅行社的联盟成员&是从

事旅游目的地营销.规划.设计的精

英团队)该公司对方城丝绸之路源头

文化的挖掘开发打造十分关注&先后

多次派人员深入方城&考察论证这一

国际文化旅游品牌的合作开发事宜&

最终与方城县达成开发佛沟摩崖石

刻造像景区的合作开发协议)

方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县旅

游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白振国在签约

仪式上说&作为丝绸之路源头地标性物

证的方城佛沟摩崖石刻造像&不仅是佛

教文化艺术的瑰宝&更蕴藏着深厚的丝

绸之路文化历史渊源)挖掘保护好这一

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佛沟摩崖石

刻造像景区&旨在打造丝绸之路文化旅

游品牌&使之成为丝绸之路国际旅游线

路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升温的方城旅游

#方城是丝绸之路起始点之一(

的成功运作&坚定了方城县委书记梁

天平.县长秦书君打造旅游名县的信

心)

(

月
.

日&方城县举办旅游发展

专家研讨会&邀请河南省文化产业发

展研究院院长.省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研究会会长戴松成&河南省社科院研

究员. 著名策划规划专家单远慕&嵩

阳书画院院长.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

研究院兼职副院长宋卫国&河南省文

化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开林等

多位专家齐聚方城&为方城文化旅游

产业的发展把脉问诊)

在研讨会上& 专家们一致认为&

方城文化旅游资源丰富而厚重&有国

家级水利风景名胜区.国家
//

级景

区望花湖&大乘山.七峰山省级森林

公园&中华第一石川///方城石川景

区
2

中国中部最大的风力发电厂
2

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最佳观赏地///方

城垭口等自然景观 0 有古丝绸王

国///缯国
2

1长城之父(///楚长城
2

丝绸之路源头地标///佛沟摩崖石

刻造像
2

中国最早的皇家道观
##

炼

真宫&中国第一古驿站建筑群///接

官厅等人文景观&为方城旅游业发展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没想到方城的旅游资源竟如此

之丰富&没想到当地群众的文物保护

意识竟如此之强烈&没想到方城旅游

资源的配置竟如此之合理&没想到县

领导对文化旅游的发展竟如此之重

视22(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

兼职副院长宋卫国激动地说3

专家们指出&目前方城的文化旅

游开发条件已经成熟&下一步要加大

文化旅游资源的宣传推介和整合开

发力度&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增强发

展旅游业的自信心和责任感&把文化

旅游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开创方城

旅游业发展的美好明天)

神秘的巨石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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