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月26日，固始陈元

光广场很是热闹，台湾、福建、固始

三地的名小吃悉数在此展出，台

湾的炸年糕、凤梨虾球、阿里山烤

肉，福建的沙县小吃，固始的鹅块、

皮丝等应有尽有。

每个小吃摊前都围满了前来品

味的食客，来自台湾的陈红斌告诉

记者：“此次来固始寻根，没想到祖

籍固始还有这么多的美食，固始的

鹅块和皮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特

别是皮丝，有弹力筋道好，像陕西的

凉皮、云南的米线能做大做强，我想

固始皮丝也能做成个特色产业。”

在阿里山烤肉摊前，摊主和

着《小苹果》节拍边唱边跳边烤，吸

引了大批食客驻足品尝并合影留

念。据了解，阿里山烤肉食材以猪

肉为主、牛羊肉以及各种海鲜、蔬

菜为辅，它是台湾阿里山高山族所

特有的烧烤方式，以美味、无污染、

绿色环保为理念，深受百姓好评。

看到食客众多，记者一行忍不住花

50元买了15串，味道果真很好。

站在记者旁边的三个固始女孩一

人拿着一大把烤肉吃着，看到记者

拍照，互道自己是“吃货”。

固始的孟明坦露，台湾、福

建、固始的小吃美食齐聚固始，饱

了固始人民的口福。

同日，小吃产业发展研讨会

也在固始召开，台湾、福建、固始的

数十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参加研讨会的代表畅所欲言，

发表各自的看法，借助研讨会平台相

互学习，加强交流，促进合作，共同探

讨新形势下小吃产业发展道路，携手

共享时代发展的机遇和成果，为把小

吃做成一个大产业，为人民群众享受

到更加美好的生活共同努力。

美食小吃乐“吃货”

在小吃文化节上大快朵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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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岁次甲午，时届桂月。9月25

日至27日记者一行走进“唐人故里·闽台祖

地”——固始，近距离体验固始根亲文化。

恰逢“唐人故里·闽台祖地”第六届中原（固

始）根亲文化节9月26日上午在固始县华夏

根亲园广场开幕。来自美国、加拿大、匈牙

利和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福建、浙江、北京

等省市的政要、学者、宗亲代表、商界精英以

及新闻记者共110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根亲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已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对接的重

要途径，为世人展示出优秀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独有影响以及独特作用。多年来，

固始致力于“让根亲文化扬名固始”，“唐人

故里·闽台祖地”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在传

承弘扬中原文化、凝聚全球华人力量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根在中原、根在固始”已成为众多海

内外游子的共同心声。历届根亲文化节的

成功举办，不仅搭建了弘扬中原文化、展示

厚重河南的宽广平台，更为广大海内外游

子提供了寻根联谊、合作发展的难得机遇。

固始素有“中原侨乡”之称，历史上有

四次大规模移民南迁，数万名固始籍乡兵

移民南下闽、粤定居、繁衍，其后裔渐次播

迁至我国港澳台和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

沿海以及欧美国家和地区，因此造就了“台

湾访祖到福建，漳江思源溯固始”的根文化

现象。

据文献记载，台湾地区前100名大姓

中，有87个姓氏族谱上清楚标示祖籍在河

南光州固始，固始县也因此荣获“全球华人

最向往的十大根亲文化圣地”和“海峡两岸

交流基地”。

随着根亲文化节的成功举办，通过广

泛开展与闽台地区的文化经贸联谊活动，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极大

地提升了固始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真正做到了让根亲文化扬名固始。

据了解，第六届中原（固始）根亲文化

节被确定为河南省保留的重点节会项目之

一，并被国台办批准为2014年对台交流重

点项目。本届根亲节为期三天，主要活动

有：开幕式、甲午年南迁先民祭拜活动、固

始与闽台企业家联谊大会、第七届固始与

闽台渊源关系研讨会、“根亲杯”全国书画

大奖赛获奖作品展暨三地书画作品展、姓

氏族谱展、姓氏宗亲联谊大会、小吃产业发

展研讨会、“美食文化周”（固闽台小吃展）

等。

固始位于河南东南部，豫皖两

省交界处，北临淮河，南依大别山，

县域面积2946平方公里，辖30个

乡镇、3个街道办事处，人口173万，

是河南第一人口大县、省直管体制

改革试点县。

固始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人文圣

地。固始因曾有四次大规模移民南

迁，成为中原地区向闽台一带移民的

肇始地和集中地，造就了“台湾访祖到

福建、漳江思源溯固始”的根文化现

象，被誉为“唐人故里闽台祖地”，并被

国台办授予“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固

始文化底蕴厚重，河洛文化、吴越文化

和荆楚文化在此交融相汇；花挑舞、灶

戏《郭丁香》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书法艺术蓬勃发展，工艺柳编驰名

海内外，被评为“中国书法之乡”“中国

柳编之乡”“省柳编出口基地”。

固始是一个区位独特的门户

要地。固始是河南面向华东的东南

大门，是“东引西进”的桥头堡。沪

陕高速、宁西铁路、312国道、339省

道和204省道纵横穿境，合肥机场

近在咫尺，京广、京九铁路傍依而

过，淮河望岗港建成通航，初步形成

了“公路、铁路、水路一体化”的交通

格局。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完善，

商贸服务业发达，半径150公里范

围内无大中城市，拥有较大的发展

空间，豫皖交界区域性中心城市地

位日益凸显。

固始是一个山灵水秀的生态

宝地。固始地处江淮之间，气候温

和，四季分明，有山有水，素有“江

南北国、北国江南”之美誉。境内

地形地貌多样，山清水秀，生态优

美，西九华山、安山森林公园以及陈

元光祖祠等自然人文景观成为旅游

热点。固始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

乡”，盛产水稻、小麦、水产、茶叶等；

拥有固始鸡、固始白鹅、固始麻鸭、豫

南黑猪等地方优质畜禽品种；粮食、

油料、肉类产量跨入全国百强县行

列，连续10年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

县”，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级

现代农业示范区”“全省水产十强县”

“全省畜牧业发展重点线”。

固始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业

高地。固始拥有县城和史河湾两个

省级产业集聚区，在承接产业转移

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较强

的承载能力。全县国有商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各类金

融机构体系健全，成为全省金融服

务最完善、金融市场最活跃的县区

之一，被评为“中国金融生态县”“省

农村金融创新示范县”。积极发挥

省直管体制优势，建立了“一费制”

“全程代办制”等服务保障机制，竭

力营造一个硬件设施配套、软件服

务优良的发展环境，吸引了一大批

产业项目先后落户固始。

固始是一个幸福和谐的人居福

地。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功能不

断完善，城市品位持续提升，先后获

得“省卫生县城”、“省级园林县城”、

“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县”

和“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等称号。

本报讯 地处豫东南边陲的固

始县，习书作画之风久盛不衰，享有

“文风甲中州”、“中国书法之乡”之美

誉。全县老、中、青、少、幼苦练书画

内功，丹青翰墨，文化底蕴深厚。在

本届中原（固始）根亲文化节中举办

的“根亲杯”全国书画大奖赛获奖作

品展暨三地书画作品展成为一道亮

点，吸引了大量书画爱好者前来参

观。

本次展览共展出书画作品200

多幅。这些书画作品根植传统，立

意高远，主题鲜明，艺趣丰盈，充分展

示了三地书画艺术同受中华传统文

化熏陶，同根同脉的文化精膸，个性

鲜明的地域特色各领风骚。其中，

台湾的作品传统凝练、古风醇正；福

建作品古拙率意、气韵高品；固始县

作品则受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影

响，体现出碑帖并重、跌宕多姿的特

点。

根亲文化节期间，通过书画、摄

影、族谱等展览，彰显了祖根文化精

神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表达了三地

根情、亲情、友情的深厚情谊。

本报讯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如今越

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回到故地，想看一眼自己

祖先繁衍生息的地方，寄托一下思古怀今的

乡愁。9月25日上午，固始与闽台企业家联

谊大会在固始举办，固始与闽台企业家联谊

会代表及相关人士参加了会议。

联谊会现场气氛热烈，固始当地企业家

与闽台企业家代表积极讨论，畅所欲言，就

固始与闽台企业发展的趋势与前景进行了

深入交流。大家一致认为，海峡两岸同根、

同源、同文化，回到固始就是回到了家。根

亲文化节的召开就是让广大台湾同胞认祖

归宗，希望三地的企业家在各自的行业领域

加强合作，共同为固始的发展作贡献。

随着第六届中原(固始)根亲文化节

的成功举办，固始县广泛开展与闽台地

区的文化经贸联谊活动，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极大地提升了固

始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次固

始与闽台企业家联谊会的召开，必将吸

引更多的企业家回乡投资兴业，推动三

地共同发展。

固始与闽台企业家联谊会的成立为闽

台企业家和祖根地交流搭建了平台，联谊会

将坚持联谊、交流、合作共赢的宗旨，吸纳更

多的闽台企业家为祖根地的经济社会繁荣

发展作贡献。同时，希望加强与固始企业家

的沟通交流，争取更多的合作项目，不断开

创联谊会发展新局面。

据悉，固始与闽台企业家联谊大会上，

固始县与福建、台湾等地企业家现场签约项

目32个，投资总额达31.39亿元。

本报讯 在本届“唐人故里·闽台祖

地”第六届中原（固始）根亲文化节上，固

始县根亲博物馆举办的南迁先民姓氏族

谱展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看。

此次展览主要展出83个由固始入

闽迁台的姓氏源流挂屏、40多个固始先

民入闽姓氏的族谱，以及全国台湾同胞联

谊会捐赠的闽台族谱汇刊。展览以文字、

图片资料及实物印证了固始与闽台两地

的渊源，让两岸同胞深刻感受三地的木本

水源之情与中华文明之根脉传承。

与中原汉人“衣冠南渡”历史相关的

确凿史料，与那段影响整个中华大格局

的大混血时代相关联的地表古迹，只有

固始拥有。历史上有四次大规模移民南

迁，数万名固始籍乡兵移民南下闽、粤定

居、繁衍，其后裔渐次播迁至我国港澳台

和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沿海以及欧

美国家和地区，因此造就了“台湾访祖到

福建，漳江思源溯固始”的根文化现象。

据文献记载，台湾地区前100名大姓中，

有87姓族谱上清楚标示祖籍在河南光

州固始。

作为本届根亲文化节的重点项目之

一，南迁先民姓氏族谱展为我们带来了

最直观的实物展示，让我们对根亲文化

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对三地同根同源

的木本水源之情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

本报讯 9月26日，第七届固始与闽台

关系研讨会在固始县召开。固始与闽台渊

源关系研讨会是根亲文化节的主要内容，

也是深化根亲文化研究的重要载体。研究

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对进一步推动信阳

根亲文化研究的发展，增强中华文化、民族

血缘凝聚力，为根亲文化研究谱写新的篇

章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长期以来，徙居海外的侨胞们因先祖

们来自唐朝，把自己称作“唐人”，造就了

“台湾访祖到福建，漳江思源溯固始”的根

文化现象，固始也因此成为闽台同胞和海

外侨胞的祖根地，有“唐人故里、闽台祖地”

之美誉。固始与闽台关系的研讨，要从历

史学、考古学、地名学、语言学等方面全面

进行。

随着固始根亲文化研究和宗亲联谊的

深入开展，根亲文化成为固始人与闽台同

胞和海外侨胞血缘、文缘、史缘、地缘关系

的精神纽带，将闽台同胞、海外侨胞、客家

人与固始紧密地联接在一起。这种联系是

任何力量都无法割断的，它不可阻挡，穿越

时空，促进固始与闽台交流交往，加强与闽

台同胞的沟通交流，增进了解；对于弘扬中

华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

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让根亲文化扬名固始”

南迁先民姓氏族谱展

思源溯本
同叙深情

本报讯 9月26日上午，甲午

年南迁先民祭拜仪式在根亲文化

园举行。出席第六届中原（固始）

根亲文化节的闽台和海外南迁先

民后裔及各姓氏宗亲代表齐聚一

堂，共同祭拜南迁先民。

固始县是历代中原人南迁

的肇始地和集散地。固始历史

上有四次大规模移民南迁，其后

裔又渐次播迁至我国港澳台及

菲律宾、马来西亚、欧美等地，在

华夏移民史上占据重要位置，产

生深远影响，成为独树一帜的中

原侨乡，造就了“台湾访祖到福

建，漳江思源溯固始”的根亲文

化现象，先后有 70多个姓氏的

宗亲代表不远万里前来寻根谒

祖。

以这次根亲文化节为契机，

推动全球华人华侨进一步增强文

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进一步

发扬中华文化开放兼容、博大精

深的特质，进一步团结凝聚广大

海内外同胞的力量，促进海峡两

岸和平发展，为民族未来增添福

祉。

“根亲杯”书画作品展

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研讨会

探寻渊源 增进了解

固始与闽台企业家联谊会

欢聚一堂 共谋发展

祭拜南迁先民
缅怀先民功绩

诗画固始 中原侨乡

第六届中原（固始）根亲文化节开幕式现场

第六届中原（固始）根亲文化节

传承文化 见证根亲

书画爱好者现场挥毫泼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