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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梁林 王笑 贾林伟

$&

月
,+

日上午
$&

时!从淅川
县城乘车两个小时! 来到丹江口水
库西北角"灿烂阳光下波光粼粼!丹
江以她最美丽#最圣洁的面孔!迎接
前来亲近这片土地的采风团一行"

陪伴我们前来的# 见证过所有
楚墓发掘的淅川县文物考古所副所
长刘国奇! 神色凝重地用手慢慢地
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圆$ 先民以及他
们创造的辉煌文化等一切! 现在都
静静躺在这清澈的丹江水下了"

有着亚洲第一人工淡水湖 #内
陆太平洋美誉#总面积达

*-(.%

平方
公里的丹江口水库湛蓝的江水 !曾
经一寸一寸地淹没了自己乳汁孕育
的大片土地!一个

,(&&

年前的惊天
秘密!从此埋藏于水下"

这个秘密的谜底! 自上世纪
*&

年代后! 伴随着丹江口水库内
,&&&

余座楚墓的发掘!

'

万余件文物的出
土!被抽丝剥茧般揭开!日渐清晰"

那是一个已沉睡在地下
,(&&

多年的庞大帝国! 也是一个创造了
%灵秀#浪漫#诡异&楚文化的伟大民
族" 过去!她的始都丹阳的确切地理
位置一直是扑朔迷离的历史悬案 "

如今!悬案基本解开"

自此而始!

)&&

里丹江! 以及她
流过的中下游淅川这片肥沃而辽阔
的土地!开始涂上前所未有的厚重#

神秘色彩" 渠首!不再仅仅因为这里
是世界最伟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

也开始凭借厚重人文和源远流长的
文明!立名于全国"

一种文明的发掘
上世纪

!"

年代末一
天!库区西北角的沙滩上!

一件器物绊倒了一位丹江
汉子" 好奇的他挖下去!

#

只制作精美的铜鼎很快破
土而出

淅川县楚墓数量巨大!尤其是丹
江口水库西北区域!楚墓群的集中程
度更高" 在全国!一个偏远小县集中
拥有如此之多的一个时代的墓葬!极
为罕见"

星罗棋布#灿若繁星的楚墓群!

拼成了一张楚文化发源地的神秘版
图" 全国考古界的专家学者据此断
定!以淅川为中心的丹江中下游!必
是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发源地"

这个惊天发现!归功于丹江口水
库"正是水库里一池碧水的经年累月
的不断涨落!冲刷开了千年尘封的泥
土!让楚人陪葬在棺椁里的和他们身
份息息相关的器物重见天日"

$+**

年
$&

月!淅川!大旱" 于
-

年前蓄水的丹江口水库的水位!达到
了历史最低点!曾被淹没于水底的大
片土地!重新裸露在人们的脚底下"

那是很普通的一天! 库区西北
角的沙滩上! 一件器物绊倒了一位
库区汉子" 好奇的他挖了下去!

(

只
巨大庄严# 制作精美的铜鼎很快破
土而出"

这一幕! 成了打开震惊国内外
楚墓%考古天堂&的前奏" 随之奏响
的! 是一场古老而激扬的大型历史
交响乐音乐会"

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丹江岸探
寻着" 指点水下楚墓的位置!刘国奇
如数家珍$ 仓房乡下寺楚墓群首先
被发掘!以此为坐标!由南向北依次

是和尚岭楚墓群#鳖盖山楚墓群#徐
家岭楚墓群''

下寺楚墓群中年代最早# 等级
最高#随葬品最丰富的王子午墓!无
可厚非地成为前奏中一个很优美 #

很重要的历史高音音符"

,(

座贵族墓葬 !

(

个大型车马
坑!一万余件包括青铜鼎 #乐器 #车
马器等文物" 包括王子午升鼎#大型
铜云纹禁#铜编钟等国家一级文物"

在这些音符的伴奏下! 即使相隔千
年!也仿佛能看到墓主人那高贵#奢
华的生活场景"

$++,

年! 丹江库区的水位再次
悄然而落!下寺楚墓群旁的徐家岭!

一个由
$&

座春秋楚墓群构成的庞
大%楚墓部落&露出神秘面目 !清晰
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青铜神兽#楚庄

王时克黄鼎的出土! 让其成为当年
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

年!还是徐家岭(

,&&*

年!

下寺龙山''一座座规模宏大的楚
国贵族墓先后现世" 一座古城遗址
%龙城&! 也时隐时现在浩淼的丹江
水库中石砌的城堞!石铺的长街!以
及石门楼前的石狮子! 都在轻波细
浪中横斜着"

眼光穿过碧透的丹江水 !我们
仿佛看到了

,(&&

年前一场场贵族
殡葬大礼 ! 听到

,%

口铜甬钟演奏
的震撼心灵的浪漫楚乐 !还有重重
殿阁''

至今! 淅川发掘的楚墓有
$&&

多座! 出土文物两万余件! 其中
$,

件国家一级文物!

$,)

件二级"

这些只是楚人留给渠首人文明
标本及文物财富的一部分! 丹江口
水库水位的不断上升! 除去蓄水以
前淹没的明代淅川老城等! 还将有
$%+

处有价值文物点沉没于
$*,

米
丹江水下" 或许!这些祖先遗留的灿
烂文化!再也难见天日"

即使如此!大批楚墓的发掘!也
给淅川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好处" 淅
川的丹阳! 作为楚始都和丹江中下
游为楚文化摇篮的结论! 在专家学
者们智慧眼光的关注和辨析下 !出
土文物的佐证下!变得更为清晰#真

实#客观"

南阳的楚风! 也因淅川这些千
年楚墓的现身!和汉韵一样!鼓满一
个盆地"

一江绵长的文化

#在淅川丹江口库区!

一脚踏下去!要么是文物!

要么是遗迹!在这里!每一
脚都了不起$

丹江水孕育的灿烂辉煌文化 !

并不只是一段楚文化" 丹江在华夏
五千年文明史上的地位! 要独特和
重要得多"

丹江的确很奇特" 作为万里长
江最大支流汉水最大的支流! 她南
北延伸! 沟通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
域" 通过这一管道!南北文化在这里
交流#融合!从而赋予了这个地域在
破解华夏两大文化圈融合的历史之
谜中所凸显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

月
,+

日!暖洋洋的秋阳照在
丹江河谷" 滔河下寨#盆窑两个古人
类集聚地!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中
山大学的文物工作者正在发掘 !众
多新石期中晚期古人类生活# 生产
器具被清理出土"

这些兼具南北文化特点的文
物! 更为深刻地反映了南北文化圈
在这里的融合的痕迹" 负责盆窑遗
迹发掘的中山大学教授# 考古专家
王宏说$%从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
的大批青铜礼器来看! 长江文化主
要代表之一的楚文化与中原黄河文
化相互交融的特征是很明显的" &

国家文物局文物专家徐光冀
说! 淅川充当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楚
文化交汇过渡地带的政治文化中
心!其文化底蕴丰厚无比"

文明依水而生!人类逐水而居"

%河身如带势弯环!一线中流两
岸山&的丹江!从秦岭崇山峻岭中穿
出!由月亮湾进入淅川 !千回百折 "

淅川和丹江! 从史前新石器时期绵

延至今!漫漫历经五六千年!他孕育
的奇绝#灵秀的文明从未中断"

沿岸密集的历史文化遗址 !出
土的多达三万件的精美文物! 涌现
出的灿若星河的历史文化名人 !都
依偎在丹江宽广的怀抱里" 刘国奇
对此感慨万千$一脚踏下去!要么是
文物!要么是遗迹 !在这里 !每一脚
都了不起"

沿着丹江!采风团出发!让思想
的浪潮尽情澎湃$

伴着三省交界处荆紫关的鸡鸣
声!穿越大夫%商圣 &范蠡故乡三户
的富饶土地!过尧太子丹朱坟!走进
(&&

年明代淅川故城!听着丹淅之远
古战场上的厮杀! 绕屈原吟咏 )国
殇*的山!过欧阳修读书处龙巢寺 !

杰出史学家范晔的故乡!

'&&

年楚始

都丹阳城! 以及先民们留下的无数
古迹''

这一路走来 !仿佛看到 !文学 #

艺术#宗教#哲学!战争#和平#政治#

商业!在滔滔丹江水中 !起起伏伏 !

向着人类挖掘的文化长河的渠首 !

奔腾不息"

我们! 如同在丹江的历史文化
长河中进行了一次畅游! 抑或来了
一次虔诚的朝拜之旅!心潮澎湃!又
醍醐灌顶$那一江绵长的文化!原来
是要化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那

$,**

公里干渠里碧水的灵魂! 向着京津
一路欢歌"

要知道! 丹江人的每一声浅吟
低唱!注定会在丹江口水库!会在千
里之外的华北大地! 汹涌成渠首人
庄严而生动的送水行程"

一脉相承的精神

文化的灵魂是精神 %

精神的力量在于它能穿越
历史& 光耀千古& 激励后
人" 艰苦创业&奋发图强&

敢于创造& 善于开拓的楚
文化精神!概莫如此

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 需要那
个时代文化遗产的滋养和昭示" 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 为淅川文化遗产
的发掘#保护和展示!创造了一个历
史性的机遇"

从
$(*

米最终达到
$*,

米水位
的丹江水!将淹没淅川大片土地!抢
救土地下埋藏的众多能破解历史密
码的珍贵文物! 成了国人关注的热
点"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渠首和
$,**

公里干
渠沿线! 开始了大规模的文物抢救
性发掘"

淅川这个偏居一隅的小县 !开
始吸引全国考古界专家学者的眼
光"

,&&)

年!最高峰时!全国竟然同
时有

,)

支考古队!沿丹江两岸进行
发掘! 寻找古文明遗落在这片肥沃
土地下的珍珠"

珍珠随手而拾$ 化石点
$-

处#

古遗址
,-

处#古城址
$-

处!古建筑
''

处# 古墓葬
',

处!

'

万多件出土
文物" 为保护这些文物而专门兴建
的淅川博物馆! 借此成为国家级重
点县级博物馆"

建设一座展示楚文化精粹的渠
首博物馆!在旁边按照 %匠人营国 #

方久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 !经
涂九轨&的原则!恢复楚始都龙城 !

筹建丹江库区地上地下文物修复保
护基地! 也被南阳和淅川两级政府
提上了工作日程"

精神层面的楚文化研究#发扬!

两级政府更为上心"

楚文化研究会# 作家协会等
(

大协会! 将深层解析楚国从封于丹
阳的艰苦创业到饮马黄河辉煌发展
轨迹!及其%恢宏#博大#诡异#魅惑#

艳丽&#%南北兼容 !开放包容 &多元
文化的密码!并加以开发利用"

楚文化赋予了丹江文化穿透时
代的张力"

由一个 %土不过同 &的小邦 !发
展壮大为%地方五千里 #带甲千万 &

可问鼎中原的%战国七雄 &之一 !创
下这开天辟地伟业! 楚国经历了几
代人的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 并在
强国林立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

顽强地延续了
)&&

年"

楚文化创造力也不断迸发 $楚
国灭了权国!首创县制(最早的铁器
在楚国!并首创铸造铁柔化工艺(最
先进的青铜冶炼出自楚国! 早于古
希腊(最富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创于
楚国( 先秦的金币和银币无一不是
楚币(楚国音乐八音俱全''

文化的灵魂是精神" 精神的力
量在于能穿越历史#光耀千古#激励
后人" 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敢于创
造#善于开拓的楚文化精神!概莫如
此" 这种极富生命力# 创造力的精
神!一脉相承至今"

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是这种传
承典范中的典范" 这一世界上最大
的水利工程的提出与建设! 彰显了
一代伟人敢于创造的伟大精神 !也
凸显了南阳人民艰苦创业# 奋发图
强#开拓创新的实干精神"

工程提出之时!我国刚刚建国!

百业待兴!国贫民弱" 三年自然灾害
等困难!曾像一座大山一样!横亘在
丹江口水库# 渠首陶岔水利枢纽等
一期工程建设者面前" 但南阳人民
不怕艰苦!汲取着楚文化的精髓!用
思想的智慧#血肉的身躯!将工程成
功托起"

文明总在不断地自我更新 !精
神总在不断地自我超越"

丹江及她孕育的灿烂的历史文
化和独特的精神内核! 已经蓬勃出
新的无穷尽的力量" 浸润了辉煌灿
烂丹江文化# 始于淅川渠首的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的一渠碧水! 一路北
上" 渠首#京津及沿线城市的人们!

像孩子一样吮吸着她的母乳! 交流
融合!茁壮成长"

这条即将奔腾不息的 %人工天
河&!必将成为一条文化之河"

"'

#本报淅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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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读者朋友 %&南水北调中线行 '

大型采风活动正在进行% 引起广泛

关注( 也许您对南水北调工程及此

次采风活动有话要说% 请发短信至

$&%%$)()$*)

%或拨打电话
%'$%&&&&

告诉我们( 本报在择机刊发的同时%

还会把您的意见) 建议传递给前线

记者%与您进行互动交流%共同为我

市打造渠首品牌献计献策(

*最美女军医+候选*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01234$

本报讯 +记者王琰 ,还记得南
阳籍%最美女军医&李晓鲁吗- 近日!

记者从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获
悉!李晓鲁入选

,&$&

年度 %感动重
庆十大人物&百名入围候选人名单!

从昨日起面向社会进行首轮公示投
票! 请大家为咱南阳老乡投上宝贵
一票"

,&&+

年底!一个重度烧伤的
-

岁男孩!被父母遗弃在医院" 主治医

生李晓鲁不仅自掏
(&&&

元救治!慈
母般照料!还在网上发帖募捐" 她因
此被重庆媒体和市民誉为 %最美女
军医&" 本报重点报道后!央视等媒
体也纷纷跟进! 对李晓鲁的感人事
迹进行了报道"

愿意为咱老乡李晓鲁投上一票
的市民可通过网络# 手机短信及固
定电话三种方式参与" 网络投票请
登录华龙网 +

///.0123/4.235

,!进入

%英雄
,&$&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投票专题" 移动#小灵通用户可发送
短信 %

67&)+

& 到
$&%,&$-)

参与投
票! 系统收到信息后将回复随机验
证码! 用户须将收到的随机验证码
发到

$&%,&$-)

!确认投票" 电信固
定电话#小灵通#电信

8

网手机用户
可拨打

+%%$$-

! 按照系统语音提示
操作投票"投票截止时间为

$$

月
$&

日
$*

时"

"$

筹办文艺展演
宣传创迎典型
本报讯 +记者陈东,

$&

月
,+

日!

我市召开 %六创一迎& 文艺展演活动
筹办工作汇报会! 听取各县市区及路
长单位筹办文艺节目情况的汇报"

据悉! 为全面展示我市 %六创一
迎& 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市 %六创
一迎 & 工作指挥部在全市组织开展
%六创一迎& 文艺展演活动" 从本月
开始! 市 %六创一迎& 工作指挥部将
组织专家! 对各地# 各部门推荐的节
目进行评审! 并在

$,

月组织举办一
台全市 %六创一迎 & 文艺演出 " 届
时! 将对评出的优秀节目# 优秀演员
及组织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 颁发荣
誉证书和奖金"

#(

丹江!一江碧水一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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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冷空气无大碍
多云天气唱主角

本报讯 +记者王琰, 据市气象
台最新预报! 本周! 我市天气虽受弱
冷空气影响! 但温度总体变化不大!

最高气温维持在
$+9

左右! 以多云天
气为主"

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

月
,

日
+周二,! 多云 ! 最高气温

$)9

! 最
低气温

*9

(

'

日 +周三 ,! 多云间
晴! 最高气温

$+9

! 最低气温
+9

(

-

日
:

周四
;

! 晴! 最高气温
,&9

! 最
低气温

+9

"

"+

同心创%六城&

激情迎盛会

祝福接踵来
倾力助女孩
本报讯 +记者段平,

$&

月
,%

日!

本报刊登了 )%烧伤女孩 &$我要好好
活下去*一文后!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不少读者致电本报!对郭俊丽的不幸
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并祝福她能早日
康复"

连日来! 记者陆续接到热心读者
来电 ! 他们中有为郭俊丽介绍工作
的! 有向其表达祝福的''鲁氏车行
老板鲁文增来电说! 看了本报的报道
后他很感动! 也对 %烧伤女孩& 郭俊
丽的痛苦经历深表同情" 鲁文增告诉
记者! 得知郭俊丽希望做一名网管!

他很想助她一臂之力" 等女孩康复出
院之后! 如果她本人及家长同意! 他
可以帮忙介绍一份网管工作! 待遇从
优" 一热心读者给记者发来短信称!

自己是一名重度脑膜炎患者! 因疾病
与今年的高考擦肩而过! 至今仍备受
病痛折磨! 但仍坚持治疗" 他希望本
报能代其转达对 %烧伤女孩& 郭俊丽
的祝福! 并鼓励她积极配合治疗! 勇
敢面对生活! 相信有了希望! 明天就
会更好"

"$&

+,-

!"

本版编辑 李清玉 陈东

+:;<=>?@ABCDEFGHI999

湍河渡槽工程即将开建
本报邓州

--

月
-

日电 +特派
记者梁林 贾林伟 王笑 特约记
者盛志国,

$$

月
$

日上午! 邓州市
十林镇张坡村小王营组

)

户村民
在当地干部的帮助下加紧搬迁" 现
场机声隆隆 !车流不息 !处处涌动
着中线干渠沿线移民为南水北调
而舍小家为大家的感人情景"

正在搬迁的村民王云柱笑着
说$ %+十林, 镇政府免费为我们
搬迁居民提供挖掘机和人力帮助!

让我们早一点住进新房子 # 分到
地! 我们哪能再落后呢/& 据邓州
市南水北调办副主任司占录介绍!

湍河渡槽工程是中线一期工程总
干渠大型跨河建筑物之一 ! 位于

邓州市十林镇与赵集镇之间! 渡槽
顺渠水流向总长

$&'&

米! 主要建
筑物由右岸渠道连接段 +包括退水
闸在内,#进口渐变段#进口闸室段#

进口连接段#槽身段#出口连接段#

出口闸室段#出口渐变段#左岸渠道
连接段

+

段组成! 在右岸渠道连接
段右侧设有退水闸一座" 这是邓州
段最先开工的控制性工程! 标志着
邓州段建设正式拉开序幕"

%征迁未动! 宣传先行"& 邓
州市南水北调办主任肖耀东告诉记
者! 今年

'

月征迁动员大会后! 南
调办工作人员多次深入湍河渡槽工
程涉及的两镇三村走访! 宣传南水
北调工程的重大意义和征迁政策!

耐心细致地做好征迁户的思想工
作" 征迁中! 邓州针对很多拆迁户
外出打工的现状! 采用打电话# 发
电报的方式告知拆迁户! 并主动派
人面对面做工作! 最终使在外务工
的拆迁户按时回来拆掉房屋# 移迁
坟墓"

目前!湍河渡槽工程先期用地
-$%.*

亩已提前顺利移交! 用地范
围内地表附属物也已清理完毕 !

并全部封闭围挡 " 征迁资金按初
步设计的

)&<

已于
%

月
$&

日前
全部兑付给两个乡镇 ! 正在向集
体和农户发放 " 第二批临时用地
正在征用当中!已完全具备施工队
伍进驻条件"

丹江口库区楚文化保护性发掘加紧进行" 本报特派记者 崔培林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