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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周若愚

11月 28日—30日，全国第十二次

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纪念冯友兰

诞辰 124周年座谈会在唐河举办。会议

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冯友兰专业委员会

主办，唐河县委、县政府和南阳冯友兰

研究会承办。

名家荟萃，少长咸集。来自中央、

省、市、县冯学会的百名会员及各地专

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旧邦新命 家

国情怀”展开研讨、座谈，以此致敬冯

友兰先生、传承优秀文化。

全国性学术会议与
南阳的缘分

研讨会由南阳冯友兰研究会首席

顾问刘振山主持。他说，这次会议是一

次“超常筹办的学术会议”。

“超常”，一指时间紧。1个月前，会

议承办方才获权承办这次全国性的盛

会。二指中国哲学史学会冯友兰专业

委员会对南阳冯学研究的重视、支持

与信任。此前，中国哲学史学会冯友兰

专业委员会曾召开 11次全国性学术研

讨会，其中有 3次在南阳举办：2005年
在南阳师范学院、2007年在南阳理工

学院、2009年在唐河县。14年前，当这

一全国性学术会议第一次在南阳举办

时，冯友兰先生 30多位亲传弟子齐聚

南阳，成为哲学界多年来的一个美谈。

南阳是冯友兰先生故里，12 月 4
日是其诞辰纪念日。事隔 10多年后，第

四次在南阳召开冯学盛会，彰显了全

国冯友兰专业委员会对南阳弘扬、传

承冯学的肯定：从上世纪 90年代起，南

阳先后成立了冯友兰研究会、冯友兰

研究所和南阳理工学院冯友兰研究

会，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研讨活动和文

化宣传普及活动，参与和协调了纪录

片《世纪哲人冯友兰》、故事片《青年冯

友兰》的拍摄工作；创办、修建了唐河

冯友兰纪念馆、友兰高中、湿地公园、

友兰大道等。

北京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

研究员陈战国曾聆听冯友兰先生教诲

3年，亦曾在南阳师院任客座教授，对

南阳和南阳的老朋友怀有深厚的感

情。听闻此次研讨会在宛举办，年逾八

旬的陈战国欣然前来；冯氏家族代表

冯振琦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感谢、

支持；因故不能莅会的中国哲学史学

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

来，冯友兰先生之女、著名作家宗璞，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参谋部兵种部政

委田永清少将，河南省社科联主席李

庚香等发来贺信。

播下一颗文化的种子

中国哲学史学会冯友兰专业委

员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景

林是南阳城区十二里河人。1978 年，

在填写高考志愿表时，李景林填报

的三所重点大学的第一志愿都是哲

学专业。

研讨会上，李景林讲述了这段往

事。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读

小学时，曾听老师讲起哲学泰斗冯友

兰是南阳人，语气崇敬而自豪，虽年

幼不知哲学是什么意思，但这一幕却

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影响了他

的学业、学术与工作、生活。

省冯学会副会长许书欣是唐河

祁仪人，他回顾了幼时在冯家老宅玩

耍的情景及冯氏家族耕读家风对乡

邻的引领与影响。

来自中央党校、北京师大、河南

师大、新乡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向

大会提交了高质量的学术报告；南阳

冯学会也组织葛晨光、赵卫东、李新

士、谢胜旺、李荣泰、高文军、赵仁瑞、

李文鹏等撰写了一批论文。大会提交

的论文要么畅谈冯友兰先生的家国

情怀，要么精研其学术思想。

“用伟人的事迹激励孩子，远胜

于一切教育”。如何让冯友兰走近青

少年，让孩子们感到这位哲学大师

可敬又可亲，从而心生向往、景仰追

随，是南阳冯友兰研究会多年来非

常重视的一项工作。研讨会当天，有

不少教育界人士与会。研讨会将在

他们心中播下怎样的种子？这一种

子又将在他们的学生心中萌发怎样

的希望和未来？

学习中国优秀文化的桥梁

中国哲学史学会冯友兰专业委员

会副会长、秘书长乔清举以《冯友兰的

哲学史研究与哲学创造》为题，为来自

全国的冯学研究者作了一场深刻的学

术报告。乔清举建议唐河和南阳的冯学

会定期举办读书会，精读细读，各谈感

想，长久坚持必有收获。

陈战国非常赞同乔清举的观点。他

说，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

化可“超”而不可“越”的一个高峰，阅读

冯友兰先生，是学习中国优秀文化最好

的一座桥梁。

座谈会现场，恭录冯友兰先生《祭

母文》的 10米书法长卷作品引人注目，

不少人在作品前拍照留念。“一直知道

冯先生文笔优美，但真的是第一次读他

的作品。”现场不止一位观众感叹《祭母

文》感人至深。

书法长卷由南阳冯学研究会会长聂

振弢历时三天创作而成。聂振弢多次阅读

《祭母文》，但这次创作书法作品时还是落

了泪。他说，冯先生的回忆文章都是有情

有文的真文章，他写母亲，写朱子清、闻一

多、金岳霖、陈寅恪，皆通俗易懂，富有文

采。聂振弢建议大家有时间多读冯友兰先

生的原作，阅读时可从《三松堂自序》入手，

“就像老爷爷在讲故事，一点也不枯燥”。

研究冯学、了解冯学，从阅读冯友

兰先生的原著开始，是研讨会各方专家

的共同建议。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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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陈菲菲 黄 翠

实 习 生 李 勇

躬耕地在南阳无需争论

谈及诸葛亮，不可回避南阳与襄

阳关于“躬耕地”的所谓争论。对于

诸葛亮文化，我市始终坚持“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的方针。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诸葛

亮自书《出师表》明确表明了其躬耕

在南阳的事实。“这是铁的事实，我们

不必争，本身就在南阳卧龙岗，我们

还需要去和谁争？”

在廖华歌看来，不发声是因为我

们有自信，“我们要做的是正本清源、

以正视听。”刘太祥亦说：“别的地方

硬要与我们争，但我们有足够的文化

自信和历史自信。”

“诸葛亮躬耕地就在南阳，是不

争的事实。别人争来争去，我们甚至

可以一笑了之，无视它。”行者认为，

当下之际，应着力于诸葛亮文化的继

承和改造更为实在、更为重要，“卧龙

岗文化园这个庞然的物质与精神的

结合体正在成长之中，这应该是南阳

人继承发扬诸葛文化的一个里程碑

性硕果。”

“我们没有必要争，说一百遍，不

如干好一件事。”张兼维说，建设卧龙

岗文化园就是要打造南阳文化高地，

把南阳丰富优质的文化资源变成旅

游资源，促进南阳城市建设，推动南

阳经济发展，提升南阳城市品牌。在

他看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

精神，恰恰是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

国力量的最好体现，与其争来争去，

不如不遗余力、全心全意、强力突破、

千方百计地打造好诸葛亮文化产业、

打造好诸葛亮文化品牌。

语文课文出现注释性错误

2003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初中语文教材重新收录《隆中对》，

其中加注称：“隆中，山名，在现在的

湖北襄樊。”在《出师表》中对“南阳”

一词注解为：“南阳，郡名，在现在的

湖北襄阳一带。”此举引起了南阳人

的不满，2010年 12月第四版第一次

印刷的最新版本予以纠正，将诸葛亮

“躬耕于南阳”注解为：“意为在南阳

种地为生。躬：亲自。南阳，地名，今

河南南阳”。令人想不到的是，2019
年秋期，全国统一使用的九年级语文

课本上册选入的《三顾茅庐》，再次出

现注释性错误。

“课文出现注释性错误，《三顾茅

庐》又是节选的文学作品，没有史料

性，没有权威性，我们完全可以不拿

这当回事，可以不予理睬。但，关键

点是与史实不符。尽管‘诸葛亮躬耕

南阳’是历史事实，不需要争论，但我

们要正本清源，以正视听。”南阳大文

化研究院院长李天岑表示。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级

《语文》上册有篇节选自《三国演义》

的课文《三顾茅庐》，篇名为课文编者

所加。在课文中有两处注释性错

误。”张晓刚说，第一处“于是三人乘

马引从者往隆中”。编者对“隆中”注

解：“地名，在今湖北襄阳，诸葛亮曾

隐居于此。一说在今河南南阳。”他

认为，在《三国演义》成书之时，汉水

南北的襄阳南阳皆有“隆中”乃历史

的事实。第二处：其课文后的“阅读

提示”，其中有刘备、诸葛亮“见面后

对天下形势的分析（史称‘隆中对’）

则是诸葛亮雄才大略的集中展现”

等评语。他认为，这里用“史称‘隆

中对’”不符合事实，诸葛亮明确说

他在“南阳”“躬耕”时刘备“三顾臣

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那

时，还无“隆中”这一地名，何来“史

称‘隆中对’”？

到底是“草庐对”还是“隆中对”，

其实是一段已了的公案。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自言：“臣

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

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

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

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

以驱驰。”西晋著名史学家、《三国志》

作者陈寿于西晋泰始十年（274 年）

在平阳侯相任上，编成《诸葛亮集》二

十四篇，并以此书奏之晋武帝司马

炎，史称《进〈诸葛亮集〉表》。陈寿在

《进〈诸葛亮集〉表》中曰：“……时左

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

庐之中。”刘备向诸葛亮征询复兴汉

室大计，诸葛亮向刘备提出占据荆、

益两州，谋取西南各族统治者的支

持，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全国的

建议，即著名的“草庐对策”。

清代朱璘辑《诸葛忠武侯集》时，

以兼容并蓄的态度，几乎囊括了所有

诸葛亮作品，并按文体归类，条目更

加清晰，其中，将《草庐对》列为《诸葛

武侯兵法》卷第一之首篇；清代著名

学者张澍在编辑《诸葛忠武侯文集》

时，亦将《草庐对》列为卷一首篇；康

熙戊寅年，古虞朱青岩纂辑的《诸葛

丞相》也将《草庐对》列为首篇；1960
年 8月，中华书局编辑出版《诸葛亮

集》时，将《草庐对》列为卷首；在贵州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诸葛亮文集全

译》中，《草庐对》亦被列为卷一首篇；

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国学文

库：诸葛亮集》时，再次将《草庐对》列

为卷一首篇。诸葛亮《草庐对》以最

准确和科学的命名，得到后世史家和

社会的充分肯定和认可。

从陈寿《进〈诸葛亮集〉表》起，

《诸葛亮集》中一直以《草庐对》定

名，至今已有 1700 多年。而《隆中

对》最早见于清代文集《古文喈凤》，

篇名为后人所加，迄今也不过二三

百年时间。

打造文化高地是硬道理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深化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

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迫切

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

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生机与活力。作为南阳“九大专

项”之“建设国内知名的生态文化旅

游目的地”的重要支撑和龙头，文化

学者们对卧龙岗文化园的成长给予

高度赞扬，并为弘扬、传承诸葛亮文

化精神建言献策。

杜甫《蜀相》云：“丞相祠堂何处

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周同宾说，柏树

斗寒傲雪、坚毅挺拔，乃百木之长，素

为正气、高尚、长寿、不朽的象征，也代

表着一颗忠魂之心。他建议文化园内

外应多种柏树，彰显诸葛精神。

“诸葛亮的智慧和精神是中华传

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刘太祥建议举

办卧龙国际讲坛、打造卧龙书院、卧

龙学术研究中心等平台，把诸葛亮文

化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的智慧文化

高地，让诸葛亮的智慧和精神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行者建议，可以把诸

葛亮某些思想改造转化成适合当今

社会的有益营养，为我所用，从而把

诸葛亮的精神遗产发扬光大，以不负

先生当年躬耕之辛苦。

“大力宣传和弘扬南阳诸葛亮文

化。”文化学者柳玉东提出，抢抓机遇

抓载体。紧紧抓住国家“文旅融合”

和市委市政府实施“九大专项”战略

的机遇，深入推进卧龙岗武侯祠创建

5A级景区建设，再现诸葛亮躬耕南阳

时的风光；采取内容丰富、灵活多样

的形式宣传和弘扬诸葛亮文化，让诸

葛亮躬耕南阳的观念深入人心……

还有学者建议，可在南阳入市

口、车站、机场等处，悬挂“诸葛亮语：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广告展示，

加大诸葛亮形象宣传力度。

南阳是三国历史的源头，是诸葛

亮实现政治抱负的平台，诸葛亮和刘

备的一番晤对，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精

彩的华章之一。南阳人对诸葛亮有

一种特殊的情结，浓厚的历史文化积

淀成就了今日南阳璀璨的诸葛亮文

化，卧龙岗文化园对南阳文旅产业大

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穿梭在卧龙

岗上苍翠的松柏之间，探寻诸葛草庐，

静听风水声，与诸葛孔明来一次跨越

时空的对话…… ②7

文化学者聚于卧龙岗文化园，共商保护、建设大计——

弘 扬 诸 葛 精 神 建 设 文 化 高 地

按照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和卧龙电气南阳防爆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申 请 ， 依 据 国 有 土 地 收 购 有 关 规 定 ，

我中心拟收购卧龙电气南阳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

于仲景北路 18 号的 21245.63 平方米 （31.86 亩） 存量工

业用地。（详见收购范围图）

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于 12月 6日前，到南阳市

土地储备开发中心提出书面申请。

地 址：南阳市兴隆路 9号 316办公室

联 系 人：刘 英 吴 帆

联系电话：0377-63108351
南阳市土地储备开发中心

2019年 12月 2日

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有限公司

南阳防爆集团

风道

风道

路

规划路中心线

卧龙电气南阳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存量土地收购公告

收
购
范
围
图

依山傍水、干净整

洁 的 西 峡 县 重 阳 镇 重

阳 村 在 夕 阳 的 映 衬 下

格外美丽。近年来，该

村以建设“美丽乡村”、

“人居环境改造示范村”

为 目 标, 硬 化 了 道 路 、

净化了环境、美化了村

容，村庄周边景致更加

怡人 ②7
特约记者 王玉贵

通讯员 曹 波 摄

宜居乡村
绽 新 颜

“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

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

相亲，松篁交翠。”这是卧龙岗两千年

前的模样，也将是未来的模样。

日前，南阳大文化研究院等组

织我市部分文化学者到卧龙岗文

化园采风，并召开诸葛亮躬耕地座

谈会。南阳大文化研究院院长、著

名作家李天岑，南阳作家周同宾、

行者、廖华歌、殷德杰、水兵、丁小

琪，南阳师范学院教授刘太祥，文

化学者张书报、闫天三、张兼维、柳

玉东、张晓刚、郭淑云、曹新洲等参

加座谈会，围绕诸葛亮精神的文化

内涵及卧龙岗文化园的建设，从不

同 角 度 发 表 了 深 刻 而 独 到 的 见

解。同时认为，南阳为诸葛躬耕地

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新版九年级语

文课文出现的关于诸葛亮躬耕地

的注释性、史学性错误应引起学界

重视，以事实为依据予以纠正——

“诸葛亮躬耕南阳”是毋庸置疑的

历史事实，我们不需要也从来不存

在和谁争，是别人在争，我们要做

的是正本清源、以正视听。更为重

要的是，在新时代做好诸葛精神和

躬耕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为弘扬诸

葛精神、建设卧龙岗文化高地，打

造南阳文旅产业龙头，建设南阳文

化大市、文化强市而努力。

心中越来越亮 行动越来越实
（上接 01版）

唐河县桐寨铺镇新庄村虽

然只有 27名党员，但其合理运

用“党群活动日”制度，激发党员

干事热情，显现模范带头作用，

使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格外强

大。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该村先

后以“弘扬革命精神、坚定理想

信念”“如何把新庄打造成全县

党建引领‘三变’改革示范区”等

为主题，扎实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提升党员的综合能力，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

挥。在脱贫攻坚中，每个党员分

包 15户贫困家庭，宣讲扶贫政

策，熟悉家庭成员情况，确保群

众对扶贫知识的全面知晓，确保

困难群众应入进入、不漏一人。

在镇平县曲屯镇，每一户

村民家中只要有一名党员，就

可以悬挂“共产党员户”标牌，

在基层党组织的带领下，党员

户做到带头爱党爱国、带头坚

定信念、带头遵纪守法、带头诚

实守信、带头服务群众、带头敬

业奉献、带头勤劳致富、带头维

护稳定、带头爱护环境、带头移

风易俗，促使广大党员争做精

准扶贫的“宣传员”、脱贫路上

的“带头人”、产业富民的“领路

人”，大大提升了肯干实干的干

事创业动力。

遍地开花
党员旗帜树起来

随着主题教育的不断深

入，全市各个领域的党员掀起

无私奉献、踏实肯干、争做先锋

的热潮。

南阳医专共有 28 个基层

党组织、53 个基层党支部，基

层党组织众多。该校党委坚持

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层级、不

同对象的特点，科学合理作出

安排，强化分类指导。

淅川县龙城街道通过多样

化的党性教育，唤醒巩固了党

员意识，提振干事创业激情，党

员干部埋头苦干，新硬化背街

小巷 4条，改造老旧楼院 6处，

铺设污水管网 4000多米，改造

公厕 10余处，增强了辖区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

通过主题教育激发的强大

动力，全市党员的精神状态得到

提振，为人民服务的斗志更加高

昂，他们积极主动投身到南阳高

质量建设具有较强吸纳集聚能

力和重要影响力的大城市之中，

用自己的行动向广大人民群众

交出满意的答卷。②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