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是一个文化资源多、主题多的文化大市。诸多文化资源中，汉

文化是核心和重点，具有巨大的文化资源价值、旅游资源价值、产业

资源价值和市场资源价值。在此，我就南阳文旅融合提两点建议：

一、建立南阳汉文化创意园。

南阳的汉文化资源，是一个非常丰富、饱满、复杂的巨大宝

库。南阳要聚焦汉文化资源，需要一个能够配套政府决策的机构，

可以取名为“南阳汉文化创意园”。创意园可以成立南阳汉文化资

源的研究、设计、评估、融资、市场运作、品牌推广、专题培养培训的

公司、相关机构、行业学会协会，研究设计以汉文化为特色的文旅

文创旅游产品、纪念品等 ,有效促进南阳汉文化资源应用。

二、“汉文化+”计划。

文旅大融合，是要把文化资源盘活成旅游资源，推动旅游经济

健康发展。从文化体量和内涵看，南阳汉文化是重大主题、龙头资

源，可以在汉文化为主打资源的前提下，形成“汉文化+”的理念，一

个核心、多个方向、多个主题，重点突破，多点开花，全面发展。

1.汉文化+山水文化。南阳山水文化有着重要的资源优势。

2.汉文化+仲景医药文化。仲景医药文化，是南阳体量最大、

产业项目品类最多最广的文化资源。

3.汉文化+月季文化。南阳是全国最大的月季产业基地。

4.汉文化+石器文化。南阳旧石器时代、新时期时代遗址众多。

5.汉文化+先秦及楚文化。南阳有不少有价值的先秦时代、早

期楚国时期遗迹、遗址。

6.汉文化+圣贤文化。南阳自古多圣贤。

7.汉文化+玉文化。南阳是全国最大的玉器加工集散地，玉器

加工对旅游经济的贡献很大。

8.汉文化+非遗文化。南阳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9.汉文化+衙署文化。南阳的衙署文化，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

10.汉文化+南水北调文化。南水北调工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

最大的水利工程，南阳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心

水源区，意义重大。

深研汉代文化
打造创意园区
张仲景博物馆原书记 张兼维

南阳的三位历史名人：“科圣”张衡、“医

圣”张仲景、“智圣”诸葛亮，理应成为南阳对

外展示的重要内容之一。可重点打造三大

区域文化设施：一是西部的卧龙文化园；二

是东部仲景文化园；三是北部以张衡墓园为

中心的张衡文化科技园。

张衡是在南阳这片深厚文化沃土上成

长起来的伟大人物，是南阳人的骄傲和自

豪。他文理兼通，在天文、地理、机械制造、

数学、文学、绘画等众多领域都为人类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张衡在世界上的影响很

大，是我市最为光彩夺目的金字名片。

我们可充分利用南阳是张衡故里这一

文化优势，打造宛北旅游高地。在泗水河上

建造一座大桥直通张衡文化科技园，桥北直达

张衡博物馆区域，建造具有地标性质的张衡广

场。在张衡墓园西侧至公路建造张衡纪念

馆。以张衡读书台为中心，复建张衡故居。

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聚集国内外的目

光。以张衡生平成就为素材创作动画片、动

漫作品，围绕张衡创制独特的文创产品，将

张衡文化科技园区打造成研学旅行的基地。

同时，可以举办多种活动，全方位展示

张衡形象与成就，增强张衡文化科技园区的

吸引力。

1.纪念活动：组织举办纪念张衡诞辰或

仙逝大会。

2.实景演出：打造一场具有恢宏场面的

实景演出活动。

3.重拍电影：可以考虑重新拍摄《张衡》

影片。

4.拍摄电视连续剧：将张衡生平拍摄出

一部电视连续剧，争取在央视播出。

5.打造一部地方戏曲：重新排演阎天民

先生的《太史令张衡》。

张堪文化是打造张衡金字名片重要组

成部分，也可充分利用，进行宣传。东汉名

臣张堪是张衡的祖父，曾任渔阳太守，造福

当时北京地区的人民，最能体现南阳人民和

北京人民深厚友谊。应抓住古宛城复建这

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把张堪纪念馆项目纳入

其中。

利用张衡名片打造文旅高地
张衡博物馆副馆长 方建国

首先是汉画。汉画，我讲三个层面的

内容：

第一个层面，关于汉画内容。汉画是一

幅幅汉代社会图画，用绘画刻绘的形式记录

了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科技、自然、民俗、信仰等。

第二个层面，汉画内容真实反映的是汉

代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农耕文明的全面

写照。

第三个层面，就是精神层面，这应该是

汉画的灵魂所在。

汉画实际上是汉代人精神信仰的集中

表现，有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就

是用绘画的形式表达对神灵的崇拜、天地的

敬畏、先祖的敬仰。通过这些图像，汉代人

为人生勾画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图式，那就

是：生前的生活-往生之后的地下生活-对
掌管生命大神的各种祭祀-获取资格后的羽

化升仙-回归天界实现天人合一。

其次是文旅产业融合。在文旅产业方

面，我认为文化和旅游是相辅相成的。在所

有的旅游载体中，文化是魂。旅游不仅给人

们提供了休闲放松的精神环境，还为人们提

供了丰富的精神满足感，同时又使民族优秀

文化得以传承、弘扬。汉画作为文旅融合产

业的载体，其中有太多的文章可做。

首先 ,要做好汉画宣传工作，特别是汉

画的民俗和思想特点，让其变成通俗易懂的

大众文化和普及性的知识读物。

其次,做好汉画的产业开发工作。“让汉画

活起来”是做好这个产业的关键。建议建造

“南阳汉文化园”，通过打造汉文化的庄园文

化、汉文化影视基地、汉画动漫基地等形式，将

汉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活态化保护。

第三，创造机会，争取国家文物局牵头，

联合全国汉画集中出土馆藏的南阳、山东、

江苏、四川、重庆、山西等几个地区，共同申

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四，建议南阳成立文旅产业发展投资

集团，进行多渠道融资，推动和保证文旅产

业发展。

第五，规划打造、打响南阳汉文化品牌。

实现汉画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市汉画馆副馆长 曹新洲

本版编辑 乔浩光 赵 倩 张小青 组版 李 航 校对 赵良耿02 2019年 9月 11日 星期三 政协 03

基于汉代社会生活状况及其精神风貌

的汉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具有集古

启今的功效与特质。

系统而成熟的治国理念。就是指导思

想的儒家学说，执政目标的民为邦本诉求，

执政原则的礼治规范，执政方法的天人合一

精神。

勇敢而担当的改革实践。汉刘邦的富

贵权柄梦想与其征讨匈奴的努力，汉武帝四

处用兵的大国风范与其晚年的忏悔，堪称改

革史上之楷模。

系统而有机的政治制度。中央政府的

皇帝制度、宰相制度，地方政府的封国制、郡

县制，利用朝会咨询形式的民主决策机制，

专设的御史、刺史等监察制度；官吏选举方

面的军功爵制、察举制。

外向并开放的社会生活。西汉张骞出

使西域，东汉时期丝绸之路三绝三通，成为

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坚定而忠贞的爱国情怀。霍去病的“匈

奴未灭，何以家为”，苏武牧羊的坚贞，班超

的“立功异域，以取封侯”，至今激励人心。

悲悯与诗意的人生理念。汉人一面感

叹人生的短暂及脆弱，“人生忽如寄，寿无金

石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另一面又

肆意憧憬着生活，“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做官

要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同时还要节

制自己，张衡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

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多，而耻智之不博”。

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汉冶铁业的“脱

碳成钢”技艺，张衡的天文学及地震学成就，

领先世界近千年。张仲景中医药学的贡献，

如辨证施治、湿热施药与坐堂问诊，开启了

中医药服务民生的先河。

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传说张良得到

黄石公的赏识而教其兵法，就发生在方城境

内。东汉邓绥太后（新野人）亲自拜曹大家

为师学习经典，又专门开办家族子弟专修学

校，传授儒家思想。

文艺创作的自由精神。汉代南阳已经

形成了作家群，张衡的 《南都赋》《两都

赋》《四愁诗》《同声歌》，展现了汉代文学

的最高成就；雕绘在砖石上的绘画作品，

可谓是“无韵之离骚，无字之史记”。

南阳汉文化的特质与特征
南阳师院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郑先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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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是东汉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是

南阳西鄂（今卧龙区石桥）人。因创制世界

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象”和世界上第

一架测验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等，荣

登世界科学家名录，被尊为“科圣”，著有

《南都赋》。

一、神往东汉南都。

张衡的《南都赋》，既是南阳历史上第一

篇介绍南阳郡情的文章，又是南阳历史上第

一篇推介南阳山水人文资源的宏图。正如

《南都赋》所云：日将逮昏，乐者未荒。收驩

命驾，分背迴塘。车雷震而风厉，马鹿超而

龙骧。夕暮言归，其乐难忘，此乃游观之好，

耳目之娱，未睹其美者，焉足称举。夫南阳

者，真所谓汉之旧都者也。

此外，《南都赋》还对东汉时期的饮食、

住宿、交通、游览、集市、文化艺术等进行了详

细的描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二、活化丽康胜景。

《南都赋》这样的鸿篇巨制，描绘了张衡

家乡南阳的丽康胜景，我们能不能充分利用

南阳丰富的汉画像石资源，用这些图说天地

人的汉画像资料绘制一幅《南都赋》图，进而

把这幅图再进行活化，彰显出时代价值，打

造具有我市特色文旅产品。

这方面，我们可借开封的经验。北宋画

家张择端的代表作品《清明上河图》，重点描

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河两岸物阜民丰、

兴旺繁荣的景象，栩栩如生地反映出当时社

会各阶层的生活情态，规模宏大，场面壮观，

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开封市按其

画中原貌，恢复为清明上河园现代旅游景观，

成为拉动该市文化旅游业的著名品牌。

为此建议：一是可以《南都赋》为蓝本，

绘制出《大汉南都图》；二是参考《南都赋》，制

作一个大型沙盘；三是以张衡博物馆或张衡

研究会为主，征集《南都赋》帛书、汉隶及其他

书体的书法作品；四是参考《南都赋》，并以《大

汉南都图》为依据，打造南阳版清明上河

园——大汉南都苑；五是举办中国《南都赋》

诗赋朗诵大会；六是召开张衡《南都赋》《大汉

南都图》、大汉南都苑国际学术研讨会。

活化南都既丽且康盛况
原市文化局调研员 王建中

作为汉文化的代表地，南阳在西汉时已

“商遍天下，富冠海内”；东汉为陪都，是全国

第二大都市，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名人辈

出。汉风遗韵传至今日，南阳打造汉文化城

市品牌的路径选择是准确的。

一、汉文化的精神实质。

中国历史上的汉代，以儒学为治国理

念，实现了空前的强大、繁荣和统一。正是缘

于汉代数百年普及教化，儒家思想成为国人共

同的文化精神，汉民族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

形成。汉文化实质上就是儒家文化，或曰是以

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激活汉文化的时代契机。

南阳打造汉文化城市品牌，除了重视与

汉代历史文化相关的实体景观建设（如扩建

武侯祠）之外，还应当重视对汉文化精神的

研究、激活、创新与宣传，让汉文化焕发新生

命，服务新时代。

三、激活汉文化应具备的条件。

首先需要平台。建议新建一处庄重典

雅的“南都太学”，作为激活汉文化的平台与

阵地。其次需要专家智慧。建议面向海内

外聘请对中华文化有精深研究的高水平专

家学者，组成专门团队，坐镇谋划，制定方

案，指导执行，确保此项重大文化工程取得

成功。

四、激活汉文化的方法途径。

一是以研究、宣讲、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的方式激活汉文化。定期举办有关南阳汉

文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讨会、大

讲堂、文化节、大型文化主题活动，以此普

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君子人格精神，

倡导优良社会风尚，促进社会文明和谐。

二是以丰富多彩、直观生动的活动展览等

形式激活南阳汉文化。比如，演习传统的

“六艺”；定期举办南阳汉文化节及类似央

视《平语近人》《诗词大会》等大型主题活

动，还包括相关文创产品、图书及音像制品

的研发、制作等；用文化影响力吸引游客，

唱响南阳。

用活用足南阳汉文化
南阳理工学院文法学院教授 徐云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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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政协召开南阳汉代文化研讨会，助推我市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我市部

分汉代文化专家学者结合南阳实际，围绕如何进一步挖掘、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好南

阳汉代文化资源，发挥文化对旅游的促进作用，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发扬南阳汉代文化优势，一定要尊重历史、植根历史，经得起时

间和实践的检验；要弘扬和传承汉代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达到古为

今用的目的；要彰显南阳汉代文化的特色、特征、特点和特质，让汉代文化易学、易懂、易

传播。下一步，要成立研究机构，搞好大研究，推动大创新，努力把我市的文化软实力转

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力。

本报今日摘登文化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发言内容，以期为我市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建

设具有较强吸纳集聚能力和重要影响力的大城市营造浓厚氛围，积蓄力量。

南阳是我国汉代文化遗存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而

且种类多、价值高。其中有以汉宛城遗址为代表的汉代古城

址，以瓦房庄冶铁遗址为代表的汉代冶铁遗址，以南阳府衙

新莽铸币遗址为代表的汉代 （含新莽） 铸币遗址，以张衡墓

和张仲景墓为代表的汉代名人墓葬，以及汉代南阳著名太守

召信臣和杜诗修筑的水利工程遗址，此外还馆藏有数以万计

的汉代文物。

我们要对这些文物进行梳理、分类，加以合理利用，着力

打造汉文化名片，提升城市品位，使南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焕

发出新的活力与风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打造：

一是完善已有的汉文化展示基地。如南阳市汉画馆、张衡

博物馆、张仲景博物馆等。

二是新建一批汉文化展示基地。首先是建设瓦房庄冶铁遗

址考古公园。瓦房庄冶铁遗址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其多项技术居于当时世界前列，是南阳汉代经济社会

发展的核心及支柱产业，遗址位于南阳中心城区，地理位置优

越。其次是建设汉宛城遗址考古公园。汉代的宛城在历史上影

响深远，是南阳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之一。第三是建设南

阳市汉代 （含新莽） 钱币博物馆。第四是在南阳市博物馆新馆

开设“南阳汉文化专题展”。我市馆藏有大量汉代文物，这是南

阳的文化特色，南阳市博物馆新馆建成后应开设“南阳汉文化

专题展”，让观众领略富有南阳地方特色的汉文化。第五是对马

武冢、明远顶、望仙台等一些分散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绿化，

并展示一些与文物保护单位有关的汉文化元素。第六是对南阳

汉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并利用研究成果，让人们更直接地感受

南阳汉文化的魅力，从吃住行游购娱诸方面体会到浓浓汉风。

总之，只有深入地研究南阳汉代文化，并将之转化为产品，提

供给广大受众，使受众真切地感受到南阳汉文化的魅力，真正

了解南阳汉文化对汉代社会的贡献，感受汉文化对后世文化的

影响，使汉文化成为促进南阳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保护历史遗迹
守护名城根脉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 赫玉建

一、南阳因名山名水名胜更因名人而闻名。

通过文化调研和旅游市场分析，得出结论：汉画像石、汉

代人文遗址、张仲景健康文化、诸葛亮三国文化、张衡科技文

化是南阳汉文化的重要文旅元素，龙头是张仲景文化和诸葛亮

文化。

二、四位一体捆绑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武侯祠、医圣祠、汉画馆、张衡馆四位一体，捆绑创建 5A
级旅游景区带。规划大南阳汉文化旅游专线，形成以诸葛亮智

慧文化、张仲景医药文化、汉画像石文化、张衡科技文化为龙

头的汉文化人文遗迹和历史名胜旅游景区。此举可以抱团取

暖、共同受益，借力借势、集群发展；同时节约成本，省时省

力，规模取胜，差异发展。

三、三点联动恢复张仲景、诸葛亮与张衡春秋祭祀大典。

按照历史祭祀文化传统，恢复对三大圣人的春秋两季祭祀

大典。春祭定在 4月 3日 （清明前），秋祭定在 10月 8日 （诸葛

亮诞辰日）。三馆在同一时间进行三大圣人祭祀大典，共同纪念

三大历史伟人。

四、三点联动同时打造仲景书院、诸葛书院、张衡书院。

仲景书院 （医林会馆）、诸葛书院 （卧龙书院） 历史上就

有，再增设张衡书院，形成南阳历史圣人三大书院，以人文思

想和科学精神塑造南阳文化自信。

五、医圣祠是全球文旅加康养胜地，是仲景健康城建设的

灵魂和核心，应该优先建设和重点打造。

未来，文旅加康养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随着中医药国际

战略的全面展开，医圣祠最具备打造全球性中医圣地的优势，

将会是全球最具养生品质的中医药健康旅游和研学之都。围绕

医圣祠周边集中建设、集群发展，形成张仲景国际品牌，走国

际化文旅加康养路线，实现“朝圣+文旅+会议+会展+教育+养
生”大综合。打好医圣故里、中华医圣、中医祖庭品牌，是南

阳“诗与远方”文旅基因的最好选择。

汉 文 化 和 健 康
产业的文旅创意

张仲景博物馆馆长 刘海燕

2017年南阳府衙东区发现新莽铸币遗

址。2018 年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阳市文物研究所对其进

行了正式考古发掘。经过发掘，共发现文化

遗迹 9处，有窑址 1座、灰坑 8个，主要出土

物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陶母范数百块、

坩埚 (残)、铜炼渣、铁工具以及烘范窖遗址

等，部分母范中带有“始建国元年三月”“后

钟官”铭文。这里是新莽“中央造币厂”在宛

城设立的“分厂”。

王莽把造币厂设立在宛城，有以下原因：

一是南阳具有良好的冶铸手工业技

术。南阳是汉代中国最大的铁工业基地和

兵器生产基地，西汉在南阳设立工官和铁

官，制造的铁器、兵器等运往全国各地，乃至

西北边疆地区。二是造币厂设在宛城符合

南阳经济地位。宛城是工商业大市，从战国

到两汉，南阳的经济实力在全国名列前茅。

王莽定南阳宛城为南市，其地位比肩现在的

一线城市。三是南阳是王莽发迹的重要根

据地。王莽曾被分封在南阳新野一带，称新

都侯。政治失意时在南阳居住了三年，他结

交南阳政商各界，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王

莽在南阳宛城专设五均官，设交易丞、钱府

丞等官，主导宛城经济的发展。王莽在南阳

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力，以致王莽败亡之

后，他的头颅被起义军砍下传送到南阳，挂

在宛城示众。

南阳府衙新莽铸币遗址是一次重要的

考古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

和展示利用价值。国家文物局要求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 2019 年度对府衙东区再

次组织考古发掘。该遗址目前的考古面

积较小，还不足以反映宛城铸币遗址的全

貌和文化内涵，建议扩大考古规模，在不

影响府衙环境风貌前提下建设地下遗址

陈列馆。

南阳新莽铸币遗址的发现，打开了古

宛城尘封的记忆，弥补了宛城城市历史的

缺环。

打开古宛城尘封的记忆
南阳府衙博物馆馆长 刘绍明

尽展躬耕地圣迹
再现卧龙岗胜景

市博物馆馆长 柳玉东

卧龙岗武侯祠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要比照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的评定标准，在“突出文化特质、创优服务环境、再现卧龙岗胜景”

上下足功夫。

1.根据卧龙岗武侯祠的历史沿革、文化内涵、景区构成和创建

5A级旅游景区的需要，按照“一轴两翼”的总体布局进行规划提

升。“一轴”指以武侯祠、汉画馆两个核心景区为中心，主要按照 5A
级旅游景区的标准规范提升；“两翼”的左翼主要指武侯祠北侧、

东侧，规划旅游服务和配套设施，右翼主要是指卧龙路截断后，向

南直至汉画馆到中达路的区域，规划“复岗”“植绿”和休闲娱乐旅

游项目。

2.现武侯祠与汉画馆之间的汉画街区域，拆迁后建诸葛亮文

化广场，以满足游客休息、会聚的需求。在武侯祠大门前，建设大

型诸葛亮雕像，并以雕像为中心修建八卦广场。在八卦广场与车

站路之间，竖立三座青石牌坊，分别题刻“天下都会”“南都帝乡”

“既丽且康”为主题的内容，既颂扬南阳辉煌灿烂的大汉文化，又

与武侯祠大门口的“千古人龙”石牌坊遥相呼应。

3.在卧龙岗下，武侯祠与汉画馆之间，修建诸葛亮文化长廊，

以图刻的形式展示诸葛亮丰功伟绩，以及唐代李邕、元代赵孟頫、

明代祝枝山等书写的《出师表》等。

4.在武侯祠东侧和北侧，以安排旅游服务和配套设施为主，如

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经营旅游纪念品及特色小吃、传统民间绝

活展示的商业步行街，规划建设仿明清灰色硬山建筑一条街。

5.将汉画馆之后区域和武侯祠沿卧龙岗走向连成一片，建设

诸葛躬耕园，恢复卧龙岗地貌并绿化置景，再现诸葛亮当年在此

躬耕时的卧龙岗风光，让游客观赏到真实的历史上的卧龙岗，真

切地感受诸葛孔明当年在此羽扇纶巾、躬耕陇亩的文化氛围。

6.在现卧龙岗之中选取合适的位置，像武汉黄鹤楼、湖南岳阳

楼一样，修建仿古式腾龙阁。既展现卧龙岗的气势，满足游客极

目远眺、一览白河的观光需求，又体现出南阳作为豫、鄂、陕区域

中心城市，腾飞发展的标志，并与龙角塔交相辉映。

高 质 量 建 设 大 城 市高 质 量 建 设 大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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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岗武侯祠文化园鸟瞰效果图（局部） “医圣”张仲景雕像 与会专家学者认真研讨

医圣祠

卧龙岗武侯祠门前的卧龙岗武侯祠门前的““千古人龙千古人龙””石牌坊石牌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