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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晓军

欢喜过大年，开席文化宴。今年春节，离市民
家门口最近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南水北调·天
河公园内，三大场馆“不打烊”。

农历大年初三至初六（1月24日至27日），国家方志
馆南水北调分馆、市党群服务中心向群众免费开放，提供
免费讲解服务；天河冰上运动中心春节期间正常营业，并
有活动可参与。

市南水北调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开展这项“春节不打
烊”活动，旨在大力弘扬南水北调精神，宣传和展示焦作
党史文化，繁荣春节旅游市场，丰富本地市民、返乡游子、
外来游客的文化生活。

“
●第一站

国家方志馆南水北调分馆

参观时段：14时30分至17
时30分、18时至21时

参观内容：一楼基本陈列厅、
二楼故乡之水展厅；提槽机、盾构
机等室外展陈；夜间观赏国家方
志馆南水北调分馆广场亮化工程

国家方志馆南水北调分馆位
于市人民路与普济路交叉口西北
角附近。高空俯视，这座白色建
筑犹如一个大如意，横亘南北。
作为位于我市的一个“国字号”
馆，该馆以方志资料为基础，融入
演艺、交互、体验等现代展陈手
段，对南水北调工程进行全景式
记录和表达，是集方志馆、纪念
馆、博物馆、科普馆为一体的国家
级综合型展馆。

位于方志馆一层的基本陈列
厅，分为水与文明、调水千秋、伟
大工程、纵横江河、幸福之水等板
块。入口处，南水北调中线和东
线工程将微型山河实景，浓缩进
一个大型沙盘中，给游客带来全
景式观感；展厅中，穿黄工程、沙
河渡槽等重要工程节点介绍，以
3D打印技术、实物造景进行展
示；出口处，一棵以大树为造型的

“幸福之水互动屏”等你来互动，
游客拿出手机，扫一扫互动屏上
的二维码，即可上传个人照片、留
言，作为参观纪念，永久保存……

悠悠长渠传文脉，万千瑰宝
竞生辉。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
工程涉及文物点710处，出土了
约10万件（套）珍贵文物。位于
国家方志馆南水北调分馆二楼的
故乡之水展厅，以多媒体形式，向

游客讲述南
水北调沿线考古发掘、文物保护
的故事。

寄学于景，寓教于乐。这两
个展厅的布展突出形象性、知识
性、趣味性。游客徜徉其中，通过
视频短片、大型沙盘、实物造景、
声光电技术等表现形式，讲述治
水故事，增强文化自信。

该馆分为室内、室外两大空
间，致力于打造内外联动、多点串
联的治水文化空间。

室外绿油油的草坪上，盾构
机、提槽机等20余台大型施工机
械，“组团”展示南来之水“上天”

“入地”、穿越大江大河的壮举，讲
述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攻坚克难、
科技创新的伟大精神，成为水文
化教育的最好“教具”。

●第二站

焦作市党群服务中心

参观时段：14时30分至17
时30分

参观内容：焦作党史展览馆
一条天河铺绿基，红色地标

铸灵魂。2022年6月，在南水北
调总干渠由西向东进入焦作主城
区的起点——市人民路与普济路
交叉口西北角附近，由市委组织
部牵头打造、市南水北调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规划建设的河南省第
一家市级党群服务中心——焦作
市党群服务中心，已成为全市广
大党员群众的热门“打卡地”。

该中心占地约8000平方米，
它是从“国之大者”和“三个事关”
的政治高度，做好南水北调后续
工程的重要举措。它的建成并试
运行填补了我市没有市级党群服
务中心的空白，在推进我市党群
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中具有重要
的里程碑意义。

焦作党史展览馆以“特别能
战斗”精神为主题，以各个时期的
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精心设计
了“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自力更
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
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4个篇
章，结合图文展示、主题雕塑、实
物展柜、智能设备等多种形式，全
方位、全过程、立体式展现1921
年至今，焦作党组织团结带领焦
作人民不懈奋斗、不怕牺牲、理论

探索、为
民造福、自身建设的壮阔历程。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我
们心怀敬仰，放轻脚步，走进展
厅，感受那段峥嵘岁月、历史的印
记，让时代的阳光照亮我们的心
灵，让岁月的铿锵回音激励我们
前进。

●第三站

天河冰上运动中心

营业时间：每天10时至22时
活动内容：在室内专业真冰

场上体验冰雪运动的魅力
市天河冰上运动中心位于市

焦东路和天河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附近，市南水北调·天河公园城市
阳台A区，占地1000多平方米，
建设项目有滑冰馆、陆地冰壶馆
及其他配套设施。

该中心由市体育局和市南水
北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打
造，是河南省首家集室内专业真
冰场和陆地冰壶馆为一体的冰上
运动中心，它的建成不仅为市民
提供了一个可以进行冰雪运动健
身的好去处，也填补了我市冰雪
运动无室内场馆的空白。

其中，市天河冰上运动中心
的滑冰馆，占地面积600平方米，
冰上面积300平方米，是一所集
滑冰、冰球、冰壶功能为一体的多
功能场馆，也是豫北地区首家真
冰滑冰场，可开展冰球、冰壶、滑
冰等运动，配备有冰球、冰杖、冰
壶器材以及冰刀鞋、护具，冰面最
大容纳量为50人，单日可接待健
身群众500人次。

春节期间，天河冰上运动中
心将推出拆红包赢门票活动。让
我们走进该中心，亲身感受冰雪
运动的魅力吧！

●温馨提示

农历大年初三至初六（1 月
24 日至 27 日），国家方志馆南水
北调分馆、市党群服务中心有免
费讲解场次，时间为 15 时至 16
时、16时30分至17时30分。

讲解预约方法：可通过微信
登陆“红色怀川”小程序，预约免
费讲解服务。

焦作市党群服务中心党史馆。

国家方志馆南水北调分馆基本陈列厅。

国家方志馆南水北调分馆。

焦作市党群服务中心党史馆。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李晓军摄）

□张金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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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女娲娘娘询问天昏、地暗三个问题。
你们幸福吗？答：无比甜蜜。
假如让你们分开呢？答：除非石烂海枯。
要是把你们各自置身于群婚、乱婚的现实生

活中，你们会怎么做？答：誓死不从。
女娲娘娘深表赞许：“这就是婚姻，这就是

‘配偶婚’，这就是能够解决群婚、乱婚问题的新
型婚配模式。而婚姻的基础是爱情，婚姻的载体
是家庭。”

女娲娘娘继而郑重地说：“普天之下男女众
多，他们都渴望过上像你们一样的生活。但是，
探寻谁和谁般配，谁和谁更适宜，却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为有情男女牵好线、搭好桥，就是创
设婚姻。”

女娲娘娘将这件事交由天昏、地暗去完成，
将他们带至一块巨大的石头跟前。这块石头就
是三生石，由一块块五色鹅卵石混合而成。这些
石块大小不同、形状各异、五彩斑斓，石块之间的
缝隙内有岩浆，从而形成一整块巨石。

三生石来源于女娲造人。女娲娘娘在创造
人类时，为准确计数，每造一个人，就储存一块五
色石，久而久之就形成三生石。

三生石分上、中、下三层，分别代表人的前
世、今生和往世。一个人降三生存三世，为一个
轮回，三生三世共计300年。

女娲娘娘让天昏、地暗面对三生石跪行大
礼。天昏、地暗知道，这是女娲娘娘考问他们对
人类婚姻的理解，考问他们运用什么样的可行之
方，去创设婚姻。

天昏、地暗参悟整整3年，渐渐地参悟岀了
婚姻的玄机。第一玄机，婚姻即太运，是一个人
一生的第一大运。

世界的本质是气的运动变化。阴阳二气无
时无刻不处在运化之中，动极而生静，静极而生
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立两仪，产生
世间万物。

万物包括天、地、人。阴阳二气“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在人成运”，意思就是，在天成就日月星辰
昼夜晦冥的现象，在地成就山川河岳动植高下诸
般的形态，在人成就一个人一生的吉凶运命。

象、形、运三者，各有其代表性的征象。其中
“夜昼”，关联日月，是“在天成象”的第一征象，可
以称为“太象”；“山河”，关联高下，是“在地成形”
的第一征象，这里特指太行山及黄河，可以称为

“太形”；“婚姻”，关联男女，是“在人成运”的第一
征象，可以称为“太运”。

人生一世的阴阳运化过程，都是趋吉避凶、趋
福避祸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运和命。婚姻就是
这个人所有时运之中的第一大运，也就是太运。

第二玄机，婚姻即遇见，是男女之间三种能
量的最好遇见。

世界上的能量形形总总，但总体上只有三大
类。这三种能量包括物理能力、意识能力和意志
能力，是五行物质通过阴阳运化而产生的三种不
同层级、不同性质的能量形态。

世间万物，皆是盘古大帝的躯体所化。人类不
仅拥有万事万物的物理能力，还具有意识能力和意
志能力。一般来讲，人的物理能力就是肌体能力，
意识能力就是智力，意志能力就是情感能力。

意识能力可以观察思考世界、创新创造世
界。意志能力也叫意念能力，可以通过爱或恨的
表现形式，激发岀强大的意志意念能量，来影响
和改造世界。能力以大小计，能量以多少计。宇
宙“三能量说”与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天人观高度
契合。

三能量与人的三魂相一致。三魂包括天魂、
地魂、人魂。其中，天魂对应智慧能力，地魂对应
物理能力，人魂对应情感能力。

三能量皆有其宇宙密码。物理能量在人身
上的密码可以称为菁片，藏于心；智慧能量的密
码可以称为芯片，藏于脑；情感能量的密码可以
称为蕊片，藏于肾。

人类婚姻的本质，就是男女双方身体能力相
生、意识能力相容、情感能力相长的状态和过程。
也就是把男女双方的菁片密码、芯片密码、蕊片密
码耦合的过程。创设婚姻的难度，可想而知。

第三玄机，婚姻即相欠，是一场只有通过太
运修炼才可以追偿的相欠。

婚姻即缘分，缘分即相见。相见只因相欠，
相欠就需要相偿。男女婚姻的相欠、相偿即太运
修炼。两个人同船渡是百年修行的结果，两个男
女结为夫妻至少需要修行千年。

日有阴晴，月有盈亏。男女之间的相欠、相偿
是必然的。正所谓，若无相欠，必无相见。

那么，男女之间究竟相欠什么相偿什么、何时
相欠何时相偿、哪里相欠哪里相偿、怎么相欠怎么
相偿。相欠是三种能量的相欠，相偿也是三种能量
方面的相偿。这就需要牵线搭桥之人的让渡。

这种让渡借助于菁片、芯片、蕊片来完成。
菁片在地成形，在母成子，成就男女二人的岀生，
以及他的婚配之后抚育后代。芯片在天成象，在
父成智，成就男女二人的智慧水平。蕊片在人成
运，在婚成合，成就男女二人的感情生活。

其实，理解“三片”，可以借助三门，把三片当
成三门的三把金钥匙。第一个门是咽门，位于咽
喉部位，是食物、水、空气进入人体之门，通过这
个门为人体提供生存可能。第二个门是囟门，位
于头顶部偏前，是人与宇宙相消息之门，通过这
个门为人类提供智慧。第三个门是脐门，位于脐
眼部位，是人与人情感之门，通过这个门为人类
提供繁衍。

四

天昏、地暗禀陈完毕，抬眼望向女娲娘娘，

似乎在期许一个褒扬的答
复。

女娲娘娘只问了一个
问题，男女之间相欠、相偿，

也是天经地义。但是，相欠而
不相偿、相欠多而相偿少，怎么

办？
天昏、地暗从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一

时面面相觑。
女娲娘娘道，此乃人间婚姻的又一大玄机。

这个玄机如何得悟，放到你们以后牵线搭桥的过
程中去悟、去完成。

这两日正是农历正月十五、十六。女娲娘娘
举行盛大仪式，给天昏、地暗交托任务。

在神秘的太月宫前，女娲娘娘从三生石里取
岀一块晶莹剔透的石头。这块石头由两块不同
的石头紧紧地合在一起。

这块合二为一的石头就是天昏、地暗。女娲
娘娘将此石再进行四六分，而不是五五分，化成
两座山峰。

这两座山峰被称为玉双山、玉对山。后人还
有更为贴切的命名，两峰合在一起，称为珏山。
珏，也有四六的意思。

天昏、地暗知道，这是让他们跳岀三生外，不
在轮回中。

天昏、地暗进而领悟到，天下婚姻法则，四六
为要。男女之间只有深谙四六，才可以真正做到
若有相欠必有相偿，幸运久长。

天昏、地暗更加深切地知晓，自己一定要付
岀巨大的决心和努力，做好为天下痴情男女牵手
婚配的事。

天昏、地暗纳头便拜，向女娲娘娘表示坚决
全力以赴。

女娲娘娘向天昏、地暗道：“三生石下有两本
天书，其中一本是红喜天书，记录一个人今生今
世的婚配情缘；另一本是恩怨天书，记录一个人
投胎人间之前的恩怨情仇，也就是上一世的欠和
被欠。现交付与你们第一本，就是记录今生今世
男女姻缘的红喜天书。”

女娲娘娘又交付天昏、地暗一个大口袋，口
袋内装满了红喜线绳。

女娲娘娘告知天昏、地暗，红喜天书是用来查
找天下男女今生今世之姻缘的，红喜线绳是用来
把有姻缘男女的腿脚捆到一起的。

红喜天书是女娲娘娘仔细观察三生石里每块
小石头的情状，利用月光月华，在夜间编创而成。
因而查天书不可以在日间进行，只可以在有月光
的夜晚。同样，捆红喜线绳也不可以在白天完成，
只可以在夜间进行。

天昏带着天书和大口袋上路，开启一项极其
神圣的使命。

天昏果然不负女娲娘娘所望，查天书系红
绳，尽心尽力。天下无数痴情男女合配良缘，获
得了无与伦比的幸福，一个个爱得天昏地暗、死
去活来。

天昏受到全天下痴情男女的一致推崇和膜
拜。女娲娘娘被尊为天下媒神，原因就在于她牵
线让天昏、地暗成婚，并且让他们继承自己的衣
钵，从事天下有情男女的牵线婚配。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