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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珍品 历尽风雨终有家
走进南阳府衙西花厅，

廊檐下一块色泽微青透黑，
质地细腻坚硬的南阳蒲山
石材质石刻跃入眼帘。 这块
石刻宽80 厘米， 高 40 厘
米，厚 11 厘米，突刻2厘米
的石刻正面画面上一只雄雉

站立在山峦群峰之上， 神态
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上侧分
别刻有两朵盛放的月季和 3
个含苞蓓蕾，周围有绿萼相
辅，雕刻细致，构图饱满。

后经专家鉴定， 此石
刻是南阳地方作品， 早期

是当地某古代建筑物上的
一块阳刻构件。

南阳画院院长曹永刚
介绍， 该石刻最初在南召
县皇后乡一位文物收藏者
手中， 后经汉画专家王敬
敏指引， 几经辗转才来到

南阳画院。 当时有不同画
面石刻 3 块，两块阴刻，一
块阳刻。 阳刻就是现在所
见的《雉山月季皇后图》，
仔细观察该石刻发现虽多
达 34 处瑕疵，但高浮雕阳
刻石面基本上保存完好。

南阳府衙古代石刻《雉山月季皇后图》

展现“花中皇后”之美
□本报记者 田园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首批认定学术期刊
《文物鉴定与鉴赏》杂志，
在 2018 年 2 月总第 126
期专题报道《雉山月季皇
后图》解读，该报道对南
阳府衙博物馆内南阳画
院收藏的一件月季花题
材的古代石刻进行了详
细解读。记者走进存放该
石刻的南阳府衙西花厅，
带您一睹《雉山月季皇后
图》芳容。

书香一脉

美丽传说 阴丽华曾在此居住
南召县古代“雄雉飞

止” 神话传说记载的形式
既有史书、志书，也有志怪
小说等。 流传至今总跨度
时间达 2780 多年。 在《雉
山月季皇后图》解读中，张银
河写道，明嘉靖七年（1528）
《南阳府志》记载：“《汉书》

南阳郡雉衡山， 澧水所出
南阳雉衡山。”清乾隆十一
年（1746）重修《南召县志》
载：“秦， 置南阳郡为雉。
汉，雉城。 ”这些史料记载
向我们展示了南阳悠久的
历史和璀璨的古代文明。

南召县有皇后乡皇后

村和娘娘庙村， 原地名曾
经叫皇后浴、皇后峪街、皇
后城。 这里的“皇后”“娘
娘” 指的就是汉光武帝刘
秀的妻子阴丽华。 清乾隆
重修《南召县志·艺文志》
中收录的明代高魁撰写的
碑文《重修阴皇后庙记》记

载：“南召县治北拾里许，
有村曰皇后峪， 世传汉光
武阴贵人之所居也。”这则
碑文说，刘秀征战期间，阴
丽华没有去洛阳之前曾经
在此居住。 后因其被封为
皇后， 此村村名就叫皇后
峪、皇后峪街、皇后城。

《南阳市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成果汇编》

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杨东梅）近日，桂延耀、黄

显章编著的《南阳市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成
果汇编》一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详
细记录了我市野生中药资源的品种、 重点品
种的储量、种植中药材品种和面积、中药材市
场流通情况和我市医药传统应用等情况。

2012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商
请支持开展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的
函》，我省也制定了《河南省中药资源普查工
作实施方案》。 随后，我市根据要求迅速开展
了此项普查工作， 在市中医药管理局的组织
领导下基本摸清了我市野生中药资源的品
种、 重点品种的储量、 种植中药材品种和面
积、 中药材市场流通情况和我市医药传统应
用等情况。

这次编写是在资源普查基本完成的基础
上进行整理汇编， 内容主要包括我市野生中
药资源调查报告、栽培中药资源调查报告、市
场流通调查报告、中药资源传统应用、对中药
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划建议和南阳重点中药资
源图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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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连载

也仅仅是一眨眼的工夫，驴
车便停在了南蛇湾村口。易老大
跳下驴车， 将驴拴在一棵树上，
自己径直往妹妹家奔去。妹妹家
住在树头北边第二家。易老大三
步并作两步就到了门口，他站在
院门外“嘭嘭嘭”地用力敲门。

院内黑灯瞎火无人应声，他
又用力敲门。“谁呀，半夜三更的
有事吗？ ” 屋内有个女人应声而
问。“是我，你哥，咱妈有病想见
你，让我叫你连夜回去哩。 ”屋内
好长时间又没了声音。“兴许是在
穿衣服哩。 ”但往院内一看，屋内
仍是黑灯瞎火的，不像是有人，于
是他又不耐烦地喊了一声：“小
晴，快起来，我是你哥，咱妈有病
叫你回去哩。 ”又停了一会儿，屋
内那个女人又问道：“咱妈啥病
呀，咋这么急，你等会，我穿穿衣

服，收拾一下东西就出去。 ”
“那我在村口的驴车边等

你。”易老大说完，转身向村口走
去，随眼向院内瞥了一下，屋内
仍是没亮灯，“妹妹的声音挺古
怪，听起来咋这么别扭哩？”一个
奇怪的念头在他心中只是一闪
而过，便没放在心上。 易老大在
驴车上等了好大一会儿，妹妹易
晴才慌慌张张地从村口走了出
来，左手挎了一个篮子，头上包
着一个毛巾， 一屁股坐在驴车
上，说了声：“哥，走吧，到路上你
给我说说咱妈得啥病了。 ”易老
大瞥了一眼妹妹，说：“回家你就
知道了，还是赶紧赶路吧。”月光
下， 妹妹看他扭过头来看自己，
似是害羞的样子， 忙低下了头，
嗯了声说：“行，那到家再说吧。”

转眼驴车搭着他们二人又到

了村北边的老桥上。
此时， 易老大有一种说不出

的恐惧之意突然袭遍全身， 他感
到这百亩桃林中似乎有惨叫和喊
杀之声不断传入耳膜。 只盼这驴
加把劲赶快回到县城。 他不敢往
四周张望，惊惧得心狂跳不已，连
大气也不敢喘一声，挥鞭赶驴。 那
驴刚过桥，似受了惊吓“嘶嘶嘶”
地叫了几声，扬蹄疾走。 易老大忽
觉得驴虽奋力， 驴车却很沉重的
样子， 和在桥上拉那女孩的感觉
一样，又觉得一阵睡意涌来，双眼
沉得抬不起来。 他在心里暗自言
道：“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今晚
撞见鬼了不成。 只是，只是什么？
自己也说不上来， 妹妹今夜行为
古怪。 ”想回头看妹妹一眼，却沉
沉地睡去。

月亮时隐时现， 有风吹动，

路边田地里的玉米、芝麻、高粱
蒙上了一层神秘莫测的色彩。

“把车停一下，好吗?”也不知
过了多长时间， 易老大被妹妹的
声音唤醒， 他感到这种声音有种
淡幽的余味， 飘进自己的耳膜有
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 使他在沉
睡中感到有种软绵绵的力量在推
搡着他， 既舒服又有一种说不出
来的难受劲。他睁开了眼，驴车已
经停下，月亮隐入了西边，远处有
鸡叫的声音从村庄传来。 一种寒
意使易老大打了个冷颤。 驴车停
的地方正是唐城大桥西边的高庄
村口， 他前半夜去南蛇湾村的时
候， 在桥上驮着的那个红衣女孩
也正是在这个路口下的车。

下期预告 ：这一瞬间 ，易老
大突然心内大骇，一种来自灵魂
深处的惊骇传遍了全身。

卧龙区划地名网

开通运行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 通讯员 李宏）日

前，卧龙区划地名网开通。
卧龙区划地名网设有机构职能、 通知公

告、政策法规、工作动态、行政区划、办事指
南、平安边界、资料中心、地名文化、地名普查
10 个栏目，供市民查阅使用地名成果信息。

网页登录办法：第一步，点击卧龙区政府
网站进入首页；第二步，进入首页后下拉找到
上网部门专栏；第三步，在上网部门专栏里找
到部门网站；第四步，在部门网站里找到卧龙
区划地名网，点击进入网站首页。

卧龙区划地名网的开通， 更好地转化利
用了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服务了社会大众，
更好地服务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题材唯一 展示悠久历史文化
南召县娘娘庙村南河

对面是原雉衡山北的群
峰， 当时接受阴丽华家人
避难的邓姓家族至今仍有
后人在此居住。这里现在还
流传着一首民谣： 东花园、
西花园， 两个花园紧相连；
东花园里有芍药，西花园里

有香环。 民谣中所说的“香
环”就是当地的一种野生木
本月季， 这说明阴丽华在
此避难时， 就非常喜欢香
环（月季）。 南朝诗人徐陵
《鸳鸯赋》中也有“山雉映
水那自得， 孤鸾照镜不成
双”的描述。

曹永刚说：“古代石刻
《雉山月季皇后图》在南召县
皇后乡被发现， 与南阳历史
上的神话传说、人物、事件关
系十分密切， 它与南阳的地
理位置不无关系。 南阳四季
分明，阳光充足，雨量充沛，
气候适合月季生长。《雉山月

季皇后图》 石刻较之其他古
代石刻不同之处， 不仅在于
它的地理历史题材独一无
二，关键在于它向我们展示
了悠久的历史文化， 并充
分证明， 月季花在南阳早
已经被深深地打上了‘花中
皇后’的烙印。 ”

南阳画院曹永刚院长与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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