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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庆和老人近期好事

连连，在荣获“2018年郑州

市优秀共产党员”后，近日

又喜获“登封市先锋共产

党员”称号。

在登封市唐庄镇南坡

村有一个敬老、助老、温

馨 、舒 适 的“ 老 年 之

家”——“乔家大院”，“乔

家大院”的掌门人就是乔

庆和。

乔庆和，1944年生，中

共党员，1999年从乡政府

内退。在家里赋闲了一段

时间后就坐不住了，他耳

闻目睹了山村许多空巢老

人，因子女不在家，经常在

家里百无聊赖，无所事事，

尤其是那些鳏寡孤独老

人，还有一些子女不孝的

老人，他们更是孤苦伶仃，

处境艰难。

乔庆和与妻子商量

后，决定自费在自己家里

举办各种活动，乔庆和的

“ 老 年 之 家 ”乐 园 就 于

1999年 9月 18日正式开

张了。

起初，乔庆和只是想

叫上几个老伙计到自己家

里热闹热闹。老伙计们玩

得很高兴，乔庆和夫妇热

心为大家服务，到了饭点

乔庆和还管饭，十里八乡

的老人听说有此好事，便

不约而同慕名前来。

“家”需要扩容了，乔

庆 和 当 时 的 工 资 只 有

1000多元，且因父母治病

已欠下许多外债，乔庆和

夫妇就四处借钱凑款，他

自己动手，并请来工匠整

修好东、西厢房，做休息室

和活动室，购买了沙发、桌

椅、大彩电、录音功放机、

取暖回风炉和空调，老年

活动室就这样建成了。20

年来，乔庆和共为“老年之家”投入40余万元，除

他全部工资外，他还卖掉了家里的几十棵大桐

树、大杨树、5000多斤粮食和15头牛。乔庆和把

他的全部心血和身家性命都押在了“老年之家”

上了。

通常，老人们在“乔家大院”这个温馨的大

家庭里，听一晌业余戏班唱的老戏，吃一顿糊

涂面条就馍馍，畅所欲言、无拘无束、舒心开

怀。乔庆和所倡导的这种自娱自乐、抱团取暖

式的互助养老活动，深受老人们的喜爱和拥

护，人们亲切地称乔庆和的“老年之家”为“乔

家大院”。

后来，原定半天的活动，老人们已感到不能

尽兴了，乔庆和就改成了全天，中午免费午餐。

活动日，乔庆和全家就像农村娶媳妇办喜事一样

开始忙碌，他先到集市上买来米、面、油、菜、肉，

给参会老人购买礼品及“健康之星”的奖品等。

乔庆和一家齐上阵，人多时街坊邻居都过来帮

忙，他们早早起床，打扫院子，布置会场，蒸馍、炸

油条、炒菜、熬粥、下面条，为成百、甚至上千人准

备饭菜……

起初，乔庆和把农历每月的初九、十九、二十

九定为固定活动日，这一干就是13年……后来，

由于乔庆和的年龄及患病原因，他才把每月三次

改为现在每月初九的一次活动。

“老年之家”开展的主要活动之一是评选表彰

“健康之星”，这是老人们最看重的、也是乔庆和最

用心经营的一个活动。20年来，已评出“健康之

星”几百人，收音机、毛巾、雨伞、暖瓶、拐杖……奖

品，有些东西是爱心人士捐赠的，有些是乔庆和自

己花钱买的虽然不值几个钱，可得奖的老人高兴。

唱戏也是主要活动，周边有二三十家文艺

团体都与乔庆和保持着联系，让谁来，上哪些节

目他都得琢磨半天，所选节目必须是依法合规、

健康向上。每次演出，乔庆和都是抱着为当地

政府、村“两委”帮忙，不添乱的目的而精心安排

的。

乔庆和开办“老年之家”20年来，他的大爱

和善举不仅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爱戴，而且也

获得了许多殊荣。2011年当选登封市十大“当

代孝贤”之首，2012年当选感动登封十大人物，

2012 年获郑州市文明市民，2013 年获郑州市

首届“孝行天下·关爱老人”——“孝老楷模”，

2013 年获中国国家级荣誉“幸福好家庭”，

2015 年获郑州市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2017

年获郑州市离退休干部两展示两争当活动“时

代老人”等光荣称号。

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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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宛城，独玉天下，大地花开，

风情万种。南阳大文化研究院历时两

年多的《南阳名人研究》终于撩纱展

容，即将付梓。一株有思想的芦苇，摇

曳多姿；一棵有智慧的花树，五彩缤

纷。

一

天下事莫不成于才。“千军易得，一

将难求”“聚财筑梦，择天下英才而用

之”历来为成大事者和治国之大方略。

为响应市委、市政府的人才发展

战略，寻找发现南阳人才的成长基因，

探寻挖掘人才成功的内、外在元素，大

力营造培育人才、造就人才、稳定人才

的舆论氛围，南阳大文化研究院历时

两年多，倾力打造了《南阳名人研究》，

并将研究成果分成五卷出版：即古代

名人卷；党政军英模卷；院士校长法学

家卷；现代文化名人卷；企业家卷。本

套书不同于以往的“南阳名人”之类书

籍，在于它对南阳名人现象的成因进

行了尝试性的挖掘和系统梳理。现把

这些研究成果奉献给广大读者，以期

对南阳的人才发展战略提供有意义的

借鉴，为南阳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提供文化支持。

二

自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

反哺一方水土。

翻开中国历史，南阳这个三面环

山，一面向水的中国腹地，文明之初的

古夏之都，仅二十四史记载的南阳名人

就达800多人，加上其他志书、辞书、传

记等记载以文字流传下来的，几千年的

历史进程中，南阳的优秀人物竟高达

2000多人。众多的人才中，甚至被后

人定格为“圣人”的就有——商圣范蠡、

智圣诸葛亮、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

是什么让南阳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钟

灵毓秀？是什么让南阳的人才天空群

星璀璨，光彩夺目？

翻阅五卷本的《南阳名人研究》，煌

煌百万字，代表人物图谱简介数百幅，

仿佛听见，在中原大地，在被河洛文明、

楚风汉韵浸润的豫西南天空下，一代一

代优秀的南阳人在其中成长并驰骋于

当时的历史舞台，他们的呐喊和浩叹依

然回响在当今南阳人的心田，响起了一

声声令人振奋和骄傲的名人回声和历

史回响。

古宛帝乡，自然有其深厚的文化传

统和底蕴。仅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

柏》中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和

大唐诗人李白《南都行》中的“此地多英

豪，邈然不可攀”的诗句，便向我们提示

了这片古老土地上曾经有过何等丰饶

而辉煌的文化创造和名人大家；而从近

代到现代，南阳盆地又走出过多少哲学

家和作家艺术家，多少法学家和院士校

长，多少党政军高级干部和烈士英模？

他们的事迹如详加纪录必是一卷长长

的历史画卷。

何谓名人？借用老子的话说：“名

可名，非常名。”因为名人是一个个卓异

的生命个体，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关于

传承与发展人类文明的文化，一种关于

振奋与张扬民族精神的文化；更是一种

关于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

与责任文化，一种社会的推动力量。

漫步在人类的历史长廊，一幅幅名

人的画像光芒四射，他们以其高尚的人

格，优秀的品质，骄人的成绩，傲然于

世，照彻天宇，照亮一颗颗平凡伟大或

卑微的心。他们每一位都是一本立体

的书，一首隽永的诗。

每个名人的成长都是一部精彩的

故事，这里面有苦难、有挫折，甚至有

生死考验。名人的成长历程就是自我

锻造，改造苦难命运推动人类前进的

历程。

名人以个性化的独特的建树而影

响社会、影响他人，成为世人景仰学习

效仿的楷模。世界名人、国家名人足以

壮国魂，政治名人、科技名人足以昌国

运；区域名人、乡里名人，则足以竖标杆

立旗帜。由此可见，名人文化博大精

深，名人正能量资源充足，以名人效应

和榜样的力量提振我们的思想和意志，

意义不可小觑。

牛顿说：“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

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想要自己看得更远些，那就请多读读历

史名人，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三

南阳名人具有数量多、门类全、层

次高、贡献大、集群出现等特点。

数量多。载入史册，被其他史书、

志书、传记所记载的有2800多位名人，

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科

学、社会、思想意识等各个领域。在浩

如烟海的人流中，惟他们被历史所垂

青，被定格在华夏文明进程的长河之

中。无疑，他们在那个时代出乎其类，

拔乎其萃，有着不同凡响的事迹、不同

寻常的贡献。在全国的地市一级，能出

现这么多著名人物，或者说能有这么高

的频率出现并不多见。

门类全。南阳人才门类全、体系完

整，层次高贡献大且涉及领域广泛。如

从大的领域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

艺术，按具体学科来说：思想家、军事家、

艺术匠人、天文历法、文学家、法学家、创

造发明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农学家、哲

学家、政治家、水利学家、工艺大师等。

层次高。如以四圣为代表的名人

都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人才，以刘

秀为代表的政治家，不仅打造了一个

世界一流的团队，而且把这个国家推

向盛世，所谓的“光武中兴”。以张衡、

张仲景为首的科学巨匠，为人类的自

然科学、生命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里都站在了世

界文明的顶峰，是人类文明高度的标

杆。

群体性。南阳人才的又一显著特点

就是在条件成熟的社会环境中集群出

现，喷薄而出。历史上所出现的最大的

人才群体是两汉时期的综合人才群体、

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人才群体和近现代

的综合人才群体。据《汉书》诸传记和

《百官公卿表》统计，西汉南阳籍官吏18

人，大多任职九卿；《后汉书》诸传记统计，

东汉列传以二十八宿为代表的南阳籍官

吏达154人，其中任职宰相的27人，任职

公卿侍郎（相当于现代部长级）的38人；

南阳人被封侯王的120人。还有五个皇

后以及无数多的郡县级干部。

三国时期南阳是各军事派别争夺

的焦点之一，许多重大战役在南阳境内

进行。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大批政治军

事人物的集群出现，是三国时期南阳历

史的最大特点。数十名南阳籍的政治

家、军事家、谋略家分别辅佐着以刘备、

曹操、孙权为代表的三国集团首脑，也

成就着他们自己。

南阳盆地的水土和厚重的文化不

仅养育和滋养了南阳人，同样也滋养

了移居于南阳或旅居南阳为官、经商、

匠做的外来人士。特别是南阳文化的

开放性、包容性，使这些人在南阳这片

沃土上可以纵情地吮吸这里的文化乳

养，自由地释放自己的天赋能量，充分

展示自己的才华，成就自己的事业。

这些人之中既有个人，也有一个家族、

一个部落。诸如筚路蓝缕的楚先祖，

扎根于丹淅大地，奠基了一个绵延八

百年的强大楚国。诸如“父母官”的南

阳著名太守召信臣、杜诗、羊续等；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先忧后乐

的范仲淹，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先

后任内乡、镇平、南阳县令的元好问，

还有起于南阳，以此为基地，强大自

己，中兴汉朝的光武帝刘秀，创立隋朝

前期的隋炀帝等。

薪火相传，赓续相旺。而到了近现

代，这种文化文脉的基因更是发扬光

大，花团锦簇。历史考古学家董作宾、

徐旭升更是开风气之先。董作宾在破

解甲骨文之谜上，“贞人”的确定发现是

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创见”，被郭沫若

盛誉为“顿若凿破鸿蒙”，奠定了他在殷

墟考古史和甲骨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地

位。由哲学家变为考古学家的徐旭升，

不但在探索夏文化找到了“最早的中

国”，而且确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

代——夏朝，用考古证据，证实夏王朝

的真实存在。他的“夏墟”及“二里头文

化”论，惊动世界。他发现的迄今3000

多年前建立的第一个邦国都邑遗迹，无

疑是最接近太史公司马迁笔下的最早

的“夏墟”。此后，发掘二里头文化，探索

华夏文明之源的路，便从未停歇过……

它拥有的一个个中国之最，把它送进了

世界文明史的殿堂，被认定为最早的具

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被誉为

“华夏第一都”。百年巨匠——著名建

筑学家、教育家杨廷宝，是中国近现代

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多次参加、主持

国际交往活动，在推动建筑国际学术交

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际建筑学

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誉为“近现代中

国建筑第一人”。他学贯中西、荟萃古

今，学洋而未洋化，习古而未泥古，是他

最可贵的建筑品格，是一代文化型的建

筑宗师。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以他

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

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成为20世

纪中国哲学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

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称誉为

“现代新儒家”“著名哲学家”。著名历

史小说作家姚雪垠、二月河，开中国现

代历史小说创作之先。姚雪垠的长篇

历史小说《李自成》，成为教科书式的作

品。二月河帝王系列的“落下三部曲”

成为当代历史小说的经典，影响巨大。

被誉为当代“毕昇”的发明家王永民，发

明的“王码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首创

“汉字字根周期表”，有效解决了进入信

息时代的汉字输入难题。王永民也被

授予百位“改革先锋”，颁授改革先锋奖

章，并获评“推动汉字信息化的‘王码五

笔字型’发明者”。

除了这些大师式的杰出代表之外，

南阳还涌现出一大批享誉中外，成绩卓

然的名人。他们在诸多行业以群体形

式出现，汇集在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的南

阳人才群。主要群体有：南阳籍院士群

体，共20多名。诸如农业经济学家陈

凤桐，中国语言学家丁声树，地质学家

冯景兰，张炳熹，船舶水声专家杨士莪，

选矿工程专家余永福，半导体材料专家

王占国，石油化工专家袁晴棠，心血管

外科专家朱晓东，水力发电工程专家张

勇传，应用核物理学家杜祥琬，地质学

家张国伟，水力学与河流动力学专家王

光谦，选矿工程专家刘炯天，塑料成型

及模具技术专家申长雨等。南阳籍法

学家群，有各类全国著名的法学家近

20名，以姚雪垠、二月河、周大新为首

的南阳作家群，在全国甚至影响华人世

界的本土及域外著名作家50多名，形

成独特的“南阳作家群”现象。南阳将

军群，有将军近50名。还有全国著名

考古学家郭宝钧、教育家张嘉谋、汉画

专家孙文清等。

南阳还是英雄辈出的一片热土，除

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批

英模人物外，仅改革开放以后，全国评

选“改革开放先锋者”100名，南阳“五

笔字型”发明者王永民名列其中，自

2002年全国开展年度“十大感动中国”

人物评选以来，河南共有16人入选，南

阳就有武文斌、王峰、张玉滚三人入榜，

占河南入选人物的近五分之一，南阳英

模人物再次名扬全国。

四

一般而言，但凡成功者，都离不开

外因和内因两大条件和三个基本要素，

即：环境、自身与机遇。外因是自然、社

会、人文大环境，宗族、家庭、居住小环

境等；内因是禀赋、志向、勤奋、努力等

自身因素，再加上介于内因外因之间的

机遇和机会。

南阳名人的成因，除了得天独厚的

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之外，大致还

有这样几个方面：

文化交融的杂交优势。一颗种子，

要长成参天大树，除了要有适宜的气候

和种子本身的优良以外，重要的，还要

有肥沃的土壤。而文化名人萌芽与成

长的土壤，就是百年、千年的文化积淀。

南阳这块土地上，文化积淀特别

沉厚。南阳文化属于黄河、河洛文化

和长江、荆楚文化的交融过渡地带。

既有北方黄河文化的中正、中庸、正

统、雄浑大气，又有南方长江文化的飘

逸、诡异、浪漫与坚韧，所谓楚风汉韵，

形成开放多样、包容中和又有强烈个

性的文化特性。

南阳盆地内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

的文化遗物就不仅具有北方黄河流域

的特点，还有南方长江流域的特点。在

此之后的历史长河中，北方的河洛文化

与南方的荆楚文化在这里衔接；西边的

商洛文化、西南的巴蜀文化、江汉文化

与东方的齐鲁文化都在南阳盆地交会。

南阳盆地重要的交通战略地位使

这里一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争使

这里的人口不断处于流动状态，处于

不断地来、不断地走的状态，整体趋向

是自北向南迁移。走廊的地位使这里

始终处于开放的状态，这里的文化同

样具有开放性。

最早移民至南阳的当是楚人。楚

人的祖先最早活动在黄河流域的中原

地区，后在商朝的驱逐下被迫南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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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水和淅水交汇处（丹淅流域）。南迁

后给楚地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因子，

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别是姬周文明为

基础缓慢向前发展楚文化，形成了一套

具有一定自身特色的文化。

楚国的强大，又使楚文化返回。楚

文化北上与这里的东夷文化、齐鲁文

化、中原文化交流汇融，进而形成华夏

文化的主干、两汉文化的母本。汉代南

阳的服饰、歌舞、文学、哲学、音乐等均

有强大楚文化基因。“楚风汉韵”成为南

阳文化的代名词。以岩画天书为源头

的南阳文化的长河，涓涓溅溅流到这里

后，就澎湃奔腾起来。

多次移民的人口素质优势。众

所周知，植物和动物都有远缘杂交优

势。人同此理。近亲结婚多痴呆儿，婚

姻半径越远生出的孩子越聪明，这都是

民间常识。世界上有许多所谓移民国

家，比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由于环

境优越，全世界的人都趋之若鹜，造成

人口融合的素质优势，使这些国家的人

特别高大，特别健壮，特别聪明，全世界

的诺贝尔奖大部分都被这几个国家的

人拿去了。

而南阳，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移民地

区。全国56个民族，南阳占36个。多

民族杂居，必然拉长婚姻半径，形成生

育的优化。

南阳地理环境优越，战略地位重

要，当然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待战争一

结束，就大量移民。最著名的便是《汉

书·地理志》的记载：“秦既灭韩，徙天下

不轨之民于南阳。”所谓“不轨”之民，就

是有文化、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旧政权

的广大官员，还有旧政权时代的富商、

绅缙，是一伙对秦政权心怀敌意的天下

精英。这就是说，这些“不轨之民”极大

地改变了南阳的人口组成，使南阳成为

当时的文化富集之地和各种先进思想

观念碰撞闪光的地方。这种情形，最终

会成为一种素养，改变南阳人的传统、

观念、人格、素质，最终成为一种文化基

因，世代相袭。

仍然是地理位置的原因，这里是

豫、鄂、陕三省环扣之地，三面环山一面

环水，易守难攻，历史上许多次战争，

都把这里当作养兵蓄锐的后方和堡

垒，双方都必欲攻之，必欲据之。因

此，每次战争之火烧到南阳的时候，就

显得特别惨烈。秦汉之后的南阳在历

次的朝代更替或外族入侵的争战中都

处于焦点部位，战争使这里的固有居

民被战争伤害或大举南迁逃离家乡，

这里的人口总是处于不稳定的流动状

态。最著名的是三国时候的曹仁屠

宛，最严重的时期当属元军大举南下，

攻战南阳之后，南阳辖区内的人口从

200 多万人锐减到 3万人甚至 5000

人，几乎成了无人的荒芜之地。而且，

这5000人战争幸存者中，肯定大部分

都是老弱病残，生育能力很弱。但南

阳的人口却恢复得很快，到了150年

后的明朝，南阳的人口增长到近40万

人。显然，单靠这 5000个幸存的老

弱病残是无法繁衍得这么快的，人口

激增的主要原因还是大量的移民，这

里边就有山西省洪洞县移民南阳的

大量记载和传说。但这不是单一的

移民来源，更多的移民来自四面八

方，因其零星，且不是政府行为，所以

没有官方记载。在这些外来移民中，

有一部分是比较特殊的。那就是在

南阳落籍的驻军，特别是来自少数民

族地区的驻军。在中国历史上，有许

多次异族入侵中原，而每一次大规模

入侵，几乎都深及南阳。因此，元朝

之后的南阳，积聚的是四海之民。这

些人既然能从千百之外迁居南阳并

能很好地生存发展，提高了人口素

质，在社会上一般都是强者，强者的

基因，是强势基因。

优秀文化迂回的反哺优势。在战

火连天的20世纪30年代，仍然是由于

地理位置的原因，南阳再次成为中原文

化的迴流区。1938年6月，日军攻陷

了省会开封，豫东、豫北沦陷。南阳作

为豫西南边陲之地，成为中原之重庆，

省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都迁入南阳，从

台儿庄战场撤下来的许多军队也都到

南阳休整。而对南阳文化产生巨大影

响的，是全省大中专院校的迁宛。据统

计，包括河南大学、开封师范学院在内，

当时从豫北、豫东及信阳等地迁到南阳

的大中专院校共51所。省教育厅就设

在南阳北关的府文庙内（现王府饭店）。

南阳的所有馆阁庙宇，镇坪、内乡、淅川、

南召的山山沟沟，到处都是学校，到处都

是读书声，整个南阳都充盈着书香。

1938~1945年，7年时间，足以塑造一代

人，影响数代人。至今，南阳教育事业发

达，读书风气浓厚，文风昌盛是其他地方

罕见的。南阳耕读传家，崇师重教，见贤

思齐的风尚民风在动荡战争年代更是再

一次得到了洗礼和奠基。

伟大时代造就的人才优势。勇

立潮头唱大风，顺应时势造英雄。进入

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南阳人的有识之

士，敏锐把握时代脉搏，积极回应时代

呼唤，紧紧抓住发展的机遇，乘势而上，

建功立业，使南阳又一次迎来了名人辈

出的新高潮。西峡宛西制药厂的孙耀

志，抓住承包经营和企业改制的两大机

遇，使一个濒临倒闭的只有员工67名、

资产只有35万元的国有中药小厂发展

成了如今员工近两万名、资产超百亿

元、年上缴税数达5亿元之多的“中国

药业50强”企业，孙耀志因此被授予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中国首届十

大新闻人物”称号；内乡牧原公司董事

长秦英林大学毕业后不恋机关“铁饭

碗”，迎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抓住国家

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难得机遇，主动

下海创业，从养22头猪开始，如今已

发展到年出栏数百万头，集饲料加工、

养猪生产、屠宰加工于一体的现代企

业，秦英林因此多次荣登河南首富榜，

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奉献奖”“中国十

大杰出青年农民”等称号；南阳新野人

乔胜利，1983年主动要求到改革开放

前沿深圳工作，他在任蛇口工业区招

商局党委副书记时，积极协助党委书

记袁庚，率先在深圳推行人事、社保、

住房等方面改革，并大胆引进外资，成

效显著，被称为深圳改革开放的“拓荒

牛”，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和充分肯

定……如此典型，不一而足。弄潮儿

当涛头立，南阳名人为时代破冰，为时

代而担当，迎着时代的霞光，勇做时代

先行者的胆识、勇气和睿智，像光芒四

射的火炬，照亮着无数人奋勇向前的

心路。

当然，南阳名人的成功，内因仍是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每一个人成功的

道路、方法、方式、际遇、机会不同，但从

古至今，每一位南阳名人的成功，都有

着自身优秀的内在基因。诸如志存高

远，脚踏实地的目标品性；信念坚定，矢

志不渝的坚韧追求；功底深厚，厚积薄

发的勤奋积累；执着敬业，为梦追寻的

理想坚守；济世为民，韬光养晦的从容

胸怀……

五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

年。”千秋基业，人才为本。谋天下者必

谋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

人的生命短暂，但精神可以永

存。历史上泼墨操戈，代有风流；百业

竞技，各有神通。希冀更多的人从《南

阳名人成因》一书中，了解到更多的南

阳历史，体悟到更多的人生智慧，汲取

到更多的精神营养，成为新时代的南

阳人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建设美丽富庶的新南阳，添一分热，

发一分光。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和希望，南

阳大文化研究院从2013年成立时就设

立了这个研究课题，2016年《南阳历史

地位研究》一书出版后，便开始遴选作

者论证研究和撰写。专家、学者、作家

们从查阅资料，到全国范围甚至境外直

接采访，历时两年多。初稿完成后，又

召开征询修改会，听取征求国内各方面

专家的意见。作者们文笔也力求平实

朴素，注意抓住人物事件的本质，多用

叙述和故事的形式形成文本，让人在不

知不觉中受到启迪。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今天，站在新时代的曙光

中，让我们通过本书，去感知、触摸一个

个名人成功的心路历程，启发洗礼现在

和后来者，少走一些弯路，成为新时代

新的名人和成功者，为南阳树起新的灯

塔，照亮更多远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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