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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 年 10 月 27 日《华夏姓氏》编辑部王朝利主编给研讨会的信

给“方山古国”暨雷姓起源研讨会的贺信

地址：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2/1509113983412.html

原创于:2017-10-2722:19:43

欣闻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工作委员会、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登封市嵩山文化

研究会主办，登封市雷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方山古国”暨雷姓起源研讨会在登封少

室山召开之际，我谨代表《王氏研究》编辑部、开封三槐堂王氏文化研究会、平顶山市姓氏

文化研究会王姓委员会、河南王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及筹备中的中国王姓文化委员会，

并以我个人名义，向出席会议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各方嘉宾致以诚挚的问候，

表示热烈的祝贺！

雷姓是一个中国知名、历史悠久的大姓氏，祖先战神、医圣及近现代精英等灿烂的雷姓

文化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增光添彩。做了一火车好事也拉不完的雷锋，毛主席亲笔题词并把 3

月 5 日定为学习雷锋纪念日；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雷洁琼先生，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

献；以及当今卓越的企业家雷军，小米手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

习主席十九大报告的第七部分明确提到，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中华民族自古就重血脉名伦理，本次“方山古国”暨雷姓起源研讨会的召开恰逢其时。

雷姓、王姓必将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贡献巨大的力量，祝愿本次大会圆满成功！

王朝利

2017.10.27

主编王朝利简介：

王朝利，生于 1977 年，河南宝丰人，现居郑州。职业姓氏文化研究传播者，姓氏文化礼

品研发供应商、家谱编撰、汉服汉礼传承弘扬人，《王者世家》姓氏礼品商城负责人，中国

王姓文化委员会筹备负责人。现任开封三槐堂王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平顶山市姓氏文化研

究会王姓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河南省华夏姓氏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河南王姓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负责人，《王氏研究》编辑部主编，《华夏姓氏》编辑部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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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 10 月 29 日 登封嵩山文化研究会新闻稿

2017 中国登封·方山古国暨雷姓起源研讨会·嵩山宣言

方山古国暨雷姓起源研讨会，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至 29 日在中国河南登封举行。出席

会议的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执行会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研处长

王大良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考古

研究所研究员张新斌，中国先秦史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杜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山西工作队副队长高江涛，中华炎黄文化研究

会姓氏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毕涛、岳精柱、王成，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常

务副秘书长刘精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张劲松、刘波，《百

家姓》电视剧导演张青，西平县政协原主席、西平县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吴双全，登封市嵩

管委副主任、嵩山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王向民，登封市史志办主任、嵩山文化研究会常务副

会长吕宏军、副会长李振亮，登封市政协常委、嵩山文化研究会副主任赵彦铮，登封市民协

副主席、嵩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冯昶富，登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嵩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

剑松，世界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张人元，新郑市黄帝故里景区主任王超，全国王氏三怀堂研

究会副会长王朝利，全国方氏全族总会会长方为民，全国邝氏宗亲会副会长邝杜康，中华吕

氏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吕鹏飞，河南省许氏文化研究会会长王道生，世界郑氏联谊中心副秘书

长郑天强，嵩山中岳庙道长廖理金，少林易经研究会副会长张建德，中华雷氏文化研究会会

长雷忠祥、副会长雷书昌、雷泽逸，各省雷氏文化研究分会会长及《中华雷氏统谱》编辑人

员等，共计 150 人。

大会进行了“方山古国暨雷姓起源”的研讨，听取了相关专家、学者关于“方山古国暨

雷姓起源”的学术报告，专家们以充分有力的证据、缜密的论证方山古国在嵩山，雷姓起源

于嵩山。

方山古国在嵩山。

嵩山古称方山，外方山，崇山。是世界最早崛起的山脉，庞大的山系覆盖着登封一带，

肥沃的土地，葱郁的植被成为远古华夏先人最早的繁衍生息之地。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女娲、

炎帝、黄帝均生活在这一带，或生长于此，或由西东迁至此，称之为中原之地。炎黄先民们

在漫长的远古时代，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征服自然，他们拓土创业，尝试五谷种植，发明劳作

工具，驯养牲畜，聚族定居，开辟了古代农耕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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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专家考证，公元前二十七世纪，第八代炎帝即第十代神农氏榆罔的儿子姓姜名雷。联

合轩辕氏打败蚩尤，平定天下，诸侯拥立轩辕为黄帝。黄帝论功分封，封姜雷于方山，即今

嵩山一带。姜雷率领其氏族部落在嵩山一带建立古诸侯国--方山国。

雷姓起源于嵩山。

帝榆罔之子姜雷率领部族受封于方山（嵩山），建立古诸侯国，叫方山国。人称这个诸

侯国的部落叫方雷氏，其首领就是姜雷，被称为雷公。因为是封地在方山的雷公，人们又称

其为方雷公。世袭的部落首领就有了第二代，第三代雷公。因为雷公是神农氏的后裔，继承

了神农氏的“研万物，究习性”的传统。对医药很有研究，常与黄帝讨论医药道理，成为古

代的“医圣”、“药祖”。其后人以雷为姓。经多方考证，雷姓源自嵩山（登封一带）。所

以雷姓是一个有着 4700 年族史的古老姓氏。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工作委员会

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

河南省登封市嵩山文化研究会

2017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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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7 年 10 月 29 日 郑州晚报登封播报

方山古国在嵩山中华雷氏此有源

方山古国暨雷氏起源研讨会在登封召开

郑报融媒记者袁建龙登封时报高鹏敏胡建邦 2017-10-2823:17

10 月 28 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工作委员会、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登封市嵩

山文化研究会主办的 2017 中国登封•方山古国暨雷氏起源研讨会在登封雷家沟召开。来自全

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雷氏宗亲等 100 多人参加研讨会。

据历史文献记载，方雷氏是炎帝神农氏的九世孙，榆罔之子。榆罔政务废弛，各部落大

都归附黄帝，蚩尤之乱时，榆罔之子雷帮助黄帝杀敌有功，黄帝便把他封于方山，建立诸侯

国，其族称方雷氏。

方雷氏被封于方山即今嵩山地区，禹州之方山、浮戏山春秋战国时期，有许多古国在此

诞生，如滑国、费国、古纶国、古孤竹国、负黍国在嵩山少室山北麓；纶国，今演变名称为

登封颍阳；古孤竹国、负黍国在嵩山少室山南今登封大金店仍存古城遗址；因方雷古国而诞

生的方姓和雷姓，在嵩山地区传留下来。全国各地方姓族人家谱中不少都称“河南堂”或由

河南迁出。河南是上古时代炎黄二帝活动中心，黄帝故都“有熊”就在今新郑、新密交界处。

雷家沟位于登封市区西北禅宗祖庭少林寺附近，雷氏族人世居于此，其堂号即为方山堂。据

雷家沟族谱记载，他们的堂号亦为“方山堂”。如今嵩山一带的雷氏族人，使用的老器物上，

还标有“方山堂”印记。因此方氏、雷氏起源于嵩山登封一带。现嵩山有雷家沟、雷村等古

老的村名可作凭证。据此可以证明，方山古国在嵩山，雷氏源于登封应无可置疑。

http://mp.sohu.com/profile?xpt=ZGZiYjYyNzc2Mjc3QHNvaHUuY29t&_f=index_pagemp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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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雷氏文化研究会源流部部长雷德正说，雷姓出自于方雷氏，是炎帝神农氏之后，因

战功被封方山（现嵩山），有关古籍记载，古代名“方山”者大约有 20 处，但最早被称作“方

山”的是嵩山。因为方雷氏在上古黄帝时曾经“以功封方山”，而黄帝的主要活动区域又在

嵩山一带，因此应该说方山即嵩山。建立诸侯国后分两支，一支方氏，一支雷氏。雷姓发源

地就在登封，雷姓的人口数在中国百家姓人口序列中被列为 88 位，在登封人口序列中被列为

80 位。并且雷姓是炎帝的六姓之一，炎帝是上古姜姓部落的首领，在登封有炎帝后裔，方、

雷、吕、许、文、申等姓存在历史非常久远。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分三组围绕“方山古国在嵩山，中华雷氏源于登封”

为主题展开讨论，并各抒己见，气氛热烈有序。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工作委员会执行前

会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研处处长、教授王大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高

江涛，中华雷氏文化研究会总会长雷钟祥等在会上纷纷发言。

在研讨会上，郑州报业集团投资拍摄的《百家姓·龙族的后裔》总导演张清应邀出席，

并表示此次活动是对姓氏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传承。

据悉，本次研讨会为期三天，闭幕式上将发表方山古国在嵩山，雷氏源于登封的《嵩山

宣言》。

编辑：孙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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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7 年 10 月 31 日 炎黄文化姓工委《会议纪要》

方山古国暨雷姓起源研讨会纪要

原创 2017-11-02 邢诗薇

中华炎黄姓氏文化工作

2017 年 10 月 28 日，方山古国暨雷姓起源研讨会在河南登封举办。研讨会由中华炎黄文

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登封市嵩山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

登封市雷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登封少林武术学院协办，贵州茅台镇庆强酒业有限公司

赞助。出席会议的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执行会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教授王大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考古

研究所研究员张新斌，中国先秦史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杜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山西工作队副队长高江涛，中华炎黄文化

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毕涛、王成、岳精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

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刘精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张劲松、刘

波，嵩山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王向民、常务副会长吕宏军、副会长冯昶富、赵彦铮、王剑松，

登封市雷氏文化传播中心主任、雷氏文化研究会会长雷钟祥，以及《百家姓起源故事》导演

张青、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办公室主任董建山、河南省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齐岸青、平顶

山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延欣、西平县嫘祖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吴双全、方氏会

长方为民、邝氏副会长邝杜康、吕氏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吕鹏飞、许氏文化研究会会长王道生、

中岳庙道长廖理金，雷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雷钟炳、顾问雷厚见、常务副会长雷书昌、副

会长雷书昌、雷泽逸、源流部长雷德正、陕西分会会长雷锁甲，河南雷氏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雷银三，其他省市雷氏会长、《中华雷氏统谱》编辑，新闻媒体、赞助单位代表，约 150 人。

研讨会期间，与会人员围绕“雷”字来源、雷姓起源、方山古国、雷姓早期世系、文化

认同与血缘认同、研讨雷姓起源与方山古国的当代意义等问题，先后听取了王大良、高江涛、

杜勇、张新斌 4位专家的主题报告，召开了分组讨论会，并就相关问题形成如下几种意见。

一、“雷”字在早期文字中是象形、会意字，表示伴有闪电的雷声或形容打雷下雨，安

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纹释中有甲骨文“雷”字，西周青铜器“师旂鼎”铭文中也有“雷”

字。“雷”字还有不同写法，后来又与“累”“嫘”“絫”等字相通，传说中的黄帝妃嫘祖

在《汉书》、《世本》雷学淇及张澍辑本等文献中便被记载为雷祖、纍祖、累祖，说明与雷

姓起源相关的“雷”字出现很早，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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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雷姓作为我国一个历史悠久、多民族、多源流的著名姓氏，其主体支派相传出自黄

帝时期的雷公，因被分封在方山而称方雷，也称方雷氏，与神农氏、轩辕氏等性质相同。因

此，传说中有时把雷公与方雷、方雷氏联系在一起，其含义大抵是说他是被分封在方山的雷

公，也因此被主体雷姓人尊奉为得姓始祖。

三、方山古国为传说中的古国，是主体雷姓人得姓始祖雷公的封地，性质犹如后世所说

的部落，与神农氏部落、轩辕氏部落称谓相同，因立国于方山而得名。在《清华大学藏战国

楚竹简·楚居》中便有楚国先祖季连在方山见盘庚之子的记载，结合《尚书·禹贡》《汉书•

地理志》《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等文献，可知方山有 50 多处，但最早的方山是外方山，

其地即今河南嵩山或附近一带。雷公被分封的方山亦即外方山，所谓的方山古国在某种意义

上也可被解释为活动在外方山一带的方雷氏部落。

四、研讨方山古国暨雷姓起源都是学术活动，学术活动的基本特点是允许不同声音同场

交流。通过研讨和交流，可知与雷姓起源和方山古国相关的诸多问题，以及在近年流传各地

的某些细致入微的传说中，有些可以以早期的文献记载作为凭依，有些则借鉴于某些编修于

较晚时期的家谱或近人的文论，某些结论因所见不同而存在歧异之处，为此出现不同的声音

也属正常，其本质都不过是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应多发掘并认真梳理文献资料，结

合考古、出土文物，用团结包容的态度和接近史实的表述理性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五、本次研讨会召开于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全国各地都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十九大”报告的日子里，是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通过研讨

和交流，与会人员进一步提高了认识，认识到这是在进行有意义的文化传承活动，对于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传统美德、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新形势下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应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方山古国暨雷姓起源等问题的研

究，不断推出有分量、有价值、有说服力、经得起检验的新成果，使雷姓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

2017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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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7 年 10 月 31 日 中华雷氏文化研究会《会议纪要》

嵩山会议纪要

2017 年 10 月 28 至 29 日，中华雷氏文化研究会在河南省登封市少林寺雷家沟少室山寨

宾馆召开第 12 次全体会议，各省市会长、谱稿编修部部长参加了会议，短短两天时间完成了

多项重要工作，现纪要如下：

一，参加了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工作委员会主持的“2017 中国登封.方山古国暨

雷氏起源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工作委员会执行会长、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科研处长王大良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河南省社会科

学院历史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新斌，中国先秦史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杜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陕西工作队副队长高江涛，中华炎

黄文化研究会姓氏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毕涛、岳经柱、王成，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工作委

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刘精忠，副秘书长张劲松、刘波，《百家姓》电视剧导演张青，郑州市政

协港澳台侨委主任、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办公室主任董建山，西平县政协原主席、县炎黄文化

研究会会长吴双全，登封市嵩管委副主任、嵩山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王向民，登封市政协文

史委员会主任常松木，登封市史志办主任、嵩山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吕宏军，登封市政协

常委、嵩山文化研究会副主任赵彦铮，嵩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冯昶富、李振亮，登封市作家

协会副主席、嵩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剑松，世界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张人元，新郑市黄帝

故里景区主任王超，全国方氏总会会长方为民、秘书长方长明、副会长方昆明、方佑枢会长，

全国邝氏宗亲会副会长邝杜康、香港邝氏副会长邝兆宁，中华吕氏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吕鹏飞，

河南省许氏文化研究会会长王道深，世界郑氏联谊中心副秘书长郑天强，嵩山中岳庙道长廖

理金，嵩山文化研究会易经学会会长张建德共 150 余人参加了研讨。

会议听取上述专家、教授充分有力的证据和缜密论证的发言后分三个小组进行了认真讨

论并形成共识：嵩山古称方山、外方山、崇山，是世界上最早崛起的山脉，华夏人文始祖伏

羲、女娲、炎帝、黄帝均生活在这一带。经考证，公元前 27 世纪，第八代炎帝榆罔之子雷，

助轩辕打败了蚩尤，平定天下，黄帝论功分封，封雷于方山（今嵩山一带）建立诸候国，这

就是方山古国，这个诸候国的部族被称为方雷氏，其首领雷动称为雷公，因封地在方山，人

们又称其为方雷公。世袭的部落首领就有了第二代、第三代雷公，乃至若干代雷公。因为雷

公是神农氏的后裔，继承了神农氏“研万物，究习性“的传统，对中医药很有研究，常与黄

帝讨论医药道理，成为古代的“医圣”、“药祖”，其后人以雷为姓。所以雷姓是一个有着



10 / 31

近五千年族史的古老姓氏。这一结论明确了雷氏家族的源流始祖和雷氏家族的发源地，用大

量史实和理论问答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根本问题，使所有与会宗亲倍受鼓

午和振奋。

二，28 号下午，各省市会长，部分部长及宗亲代表，赴总祠新址现场，察看了总祠所在

的位置、风水、朝向、规划设计；听取了雷书昌宗亲关于“总祠为何停建？为何改址等情况”

的介绍和表明的决心及态度；听完介绍后宗亲们现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总祠新

址（小方山）山势雄伟，藏风聚气，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总祠新的规划科学合理，设计

的一期工程大殿古色古香，有厚重的历史感，符合俺雷氏家族悠久的历史。大家表示赞同新

址方案，回去后做好宣传工作，动员宗亲们积极捐款支持总祠建设。

三，29 号上午全体与会人员参加了河南省分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雷德雨宗亲

为会长的河南分会领导班子。会议提出了“当好东道主，建好雷氏总祠”的响亮口号，全省

13 个地市参会的宗亲多达两百多人，会议在一片热烈、欢快的气氛中结束。

三，29 号下午，在少室山寨小会议室召开了“中华雷氏文化研究会第 12 次全体会议“。

钟祥会长代表研究会宣布中华雷氏文化研究会 15 号文件，任命雷德正宗亲为“中华雷氏

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雷德正宗亲表示认真工作，再接再励，为联谱建祠再立新功并感谢总

会及各省市分会对他的关心和支持。

泽逸副会长就各省市与谱稿部对接问题强调如下：以省市为单位确定时间、确定专人负

责起来，（各省对地市县也是这个办法），要求各地市对省对接马上开始，11 月底省市要完

成自身与地市县对接工作；12 月开始由谱稿部与各省市对接，由各省市会长带着编谱人员（不

超过三人）到常宁与谱稿部对接；各省市在 11 月底全面完成世系分迁人口统计表并交送谱稿

部；现代精英所需的基本情况是：姓名、性别、学历、职称、职务、籍贯、单位、主要成绩

等。捐款人员按 10 号文件办理，捐款人员名单务必于 2018 年 3 月底前以前上报总部，需提

供资料和照片者于 11 月底报谱稿编辑部。对此，与会人员展开认真讨论和研究并达成共识。

会议还对联谱建祠捐资工作做了认真研究后决定：各省市以“预定《中华雷氏统谱》”

的形式，广泛动员宗亲们踴跃捐资，个人、支系、祠堂、分会、村、组、单位、企业等均可

预定，每套《统谱》为两千元，奖励办法仍按 10 号文件规定办理，各省市任务指标是：湖南、

四川、陝西、云南、河南、广东、湖北、江西、广西、贵州、福建、重庆、浙江、为每省六

百套《统谱》；安徽、山东、甘肃、江苏、东三省、河北、山西为每省四百套《统谱》；内

蒙、海南、北京、上海、宁夏为每省市两百套《统谱》。会议要求各省市按此指标任务抓紧

落实，争取超额完成。预定数额及资金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前上报总会。

钟祥会长介绍了始祖雷公像筛选情况和总祠一期工程的设计理念及具体规划，会议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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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始祖雷公像的确认和赞同总祠一期工程规划。

他还对两天的会作了总结说：这次会议虽然时间只有两天，但内容极其丰富和重要，在

雷氏家族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会议确定了雷姓的发源地和得姓始祖；确定了总祠新址位

置和设计方案；确定了始祖雷公像；确定了到 12 月底之前要完成《统谱》前期工作；同时参

加了河南分会成立大会。会议有分有合，紧张有序，讨论热烈，成效显著，超出预期。

前一段大家工作都很辛苦，很有成效，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是眼下的工作仍

很艰巨，很重要，属于联谱的关键期和艰难期，大家一定要咬紧牙关，下定决心，把工作做

细、做实，要拿出百倍的耐心象绣花那样，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为减少开会次数，要充份

利用微信网络，加强沟通联系，要按照泽逸讲话中的按排，各省市要抓好落实。

会上当即成立了以谱稿部孝佑宗亲为群主的“联谱建祠资料群“专门讨论研究《统谱》

资料。

30 号上午钟祥会长又主持召开了由雷书昌、雷德正、雷银三、雷宏凯、雷炳同宗亲参加

的总祠建设落实会。会议在认真消化参会宗亲们提出的建议后，经过讨论达成共识，决定：

总祠一期工程年内做好各项准备（根据风水大师测定，总祠甲山庚坐向年内无日开工），2018

年春即开工，按照“古色古香，顺其自然，精致朴拙，建成全球雷氏族人的精神圣地“的要

求，认真而坚决地建好，以不负全国宗亲之期望。

中华雷氏文化研究会

2017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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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7 年 10 月 31 日 雷交汇新闻稿

中华雷氏文化研究会·嵩山会议纪要

2017 年 10 月 28 至 29 日，中华雷氏文化研究会在河南省登封市少林寺雷家沟少室山寨

宾馆召开第 12 次全体会议，各省市会长、谱稿编修部部长参加了会议，短短两天时间完成了

多项重要工作，现纪要如下：

一、参加了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工作委员会主持的“2017 中国登封.方山古国暨

雷氏起源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工作委员会执行会长、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科研处长王大良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河南省社会科

学院历史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新斌，中国先秦史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杜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陕西工作队副队长高江涛，中华炎

黄文化研究会姓氏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毕涛、岳经柱、王成，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工作委

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刘精忠，副秘书长张劲松、刘波，《百家姓》电视剧导演张青，郑州市政

协港澳台侨委主任、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办公室主任董建山，西平县政协原主席、县炎黄文化

研究会会长吴双全，登封市嵩管委副主任、嵩山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王向民，登封市政协文

史委员会主任常松木，登封市史志办主任、嵩山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吕宏军，登封市政协

常委、嵩山文化研究会副主任赵彦铮，嵩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冯昶富、李振亮，登封市作家

协会副主席、嵩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剑松，世界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张人元，新郑市黄帝

故里景区主任王超，全国方氏总会会长方为民、秘书长方长明、副会长方昆明、方佑枢会长，

全国邝氏宗亲会副会长邝杜康、香港邝氏副会长邝兆宁，中华吕氏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吕鹏飞，

河南省许氏文化研究会会长王道深，世界郑氏联谊中心副秘书长郑天强，嵩山中岳庙道长廖

理金，嵩山文化研究会易经学会会长张建德共 150 余人参加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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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听取上述专家、教授充分有力的证据和缜密论证的发言后分三个小组进行了认真讨

论并形成共识：嵩山古称方山、外方山、崇山，是世界上最早崛起的山脉，华夏人文始祖伏

羲、女娲、炎帝、黄帝均生活在这一带。经考证，公元前 27 世纪，第八代炎帝榆罔之子雷，

助轩辕打败了蚩尤，平定天下，黄帝论功分封，封雷于方山（今嵩山一带）建立诸候国，这

就是方山古国，这个诸候国的部族被称为方雷氏，其首领雷被称为雷公，因封地在方山，人

们又称其为方雷公。世袭的部落首领就有了第二代、第三代雷公，乃至若干代雷公。因为雷

公是神农氏的后裔，继承了神农氏“研万物，究习性“的传统，对中医药很有研究，常与黄

帝讨论医药道理，成为古代的“医圣”、“药祖”，其后人以雷为姓。所以雷姓是一个有着

近五千年族史的古老姓氏。这一结论明确了雷氏家族的源流始祖和雷氏家族的发源地，用大

量史实和理论问答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根本问题，使所有与会宗亲倍受鼓

午和振奋。

二、28 号下午，各省市会长，部分部长及宗亲代表，赴总祠新址现场，察看了总祠所在

的位置、风水、朝向、规划设计；听取了雷书昌宗亲关于“总祠为何停建？为何改址等情况”

的介绍和表明的决心及态度；听完介绍后宗亲们现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总祠新

址（小方山）山势雄伟，藏风聚气，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总祠新的规划科学合理，设计

的一期工程大殿古色古香，有厚重的历史感，符合俺雷氏家族悠久的历史。大家表示赞同新

址方案，回去后做好宣传工作，动员宗亲们积极捐款支持总祠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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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9 号上午全体与会人员参加了河南省分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雷德雨宗亲

为会长的河南分会领导班子。会议提出了“当好东道主，建好雷氏总祠”的响亮口号，全省

13 个地市参会的宗亲多达两百多人，会议在一片热烈、欢快的气氛中结束。

四、29 号下午，在少室山寨小会议室召开了“中华雷氏文化研究会第 12 次全体会议”。

钟祥会长代表研究会宣布中华雷氏文化研究会 15 号文件，任命雷德正宗亲为“中华雷氏文化

研究会秘书长”，雷德正宗亲表示认真工作，再接再励，为联谱建祠再立新功并感谢总会及

各省市分会对他的关心和支持。

泽逸副会长就各省市与谱稿部对接问题强调如下：以省市为单位确定时间、确定专人负

责起来，（各省对地市县也是这个办法），要求各地市对省对接马上开始，11 月底省市要完

成自身与地市县对接工作；12 月开始由谱稿部与各省市对接，由各省市会长带着编谱人员（不

超过三人）到常宁与谱稿部对接；各省市在 11 月底全面完成世系分迁人口统计表并交送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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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现代精英所需的基本情况是：姓名、性别、学历、职称、职务、籍贯、单位、主要成绩

等。捐款人员按 10 号文件办理，捐款人员名单务必于 2018 年 3 月底前以前上报总部，需提

供资料和照片者于 11 月底报谱稿编辑部。对此，与会人员展开认真讨论和研究并达成共识。

会议还对联谱建祠捐资工作做了认真研究后决定：各省市以“预定《中华雷氏统谱》”

的形式，广泛动员宗亲们踴跃捐资，个人、支系、祠堂、分会、村、组、单位、企业等均可

预定，每套《统谱》为两千元，奖励办法仍按 10 号文件规定办理，各省市任务指标是：湖南、

四川、陝西、云南、河南、广东、湖北、江西、广西、贵州、福建、重庆、浙江、为每省六

百套《统谱》；安徽、山东、甘肃、江苏、东三省、河北、山西为每省四百套《统谱》；内

蒙、海南、北京、上海、宁夏为每省市两百套《统谱》。会议要求各省市按此指标任务抓紧

落实，争取超额完成。预定数额及资金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前上报总会。

钟祥会长介绍了始祖雷公像筛选情况和总祠一期工程的设计理念及具体规划，会议统一

了对始祖雷公像的确认和赞同总祠一期工程规划。

他还对两天的会作了总结说：这次会议虽然时间只有两天，但内容极其丰富和重要，在

雷氏家族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会议确定了雷姓的发源地和得姓始祖；确定了总祠新址位

置和设计方案；确定了始祖雷公像；确定了到 12 月底之前要完成《统谱》前期工作；同时参

加了河南分会成立大会。会议有分有合，紧张有序，讨论热烈，成效显著，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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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大家工作都很辛苦，很有成效，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是眼下的工作仍

很艰巨，很重要，属于联谱的关键期和艰难期，大家一定要咬紧牙关，下定决心，把工作做

细、做实，要拿出百倍的耐心象绣花那样，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为减少开会次数，要充份

利用微信网络，加强沟通联系，要按照泽逸讲话中的按排，各省市要抓好落实。

会上当即成立了以谱稿部孝佑宗亲为群主的“联谱建祠资料群“专门讨论研究《统谱》

资料。

30 号上午钟祥会长又主持召开了由雷书昌、雷德正、雷银三、雷宏凯、雷炳同宗亲参加

的总祠建设落实会。会议在认真消化参会宗亲们提出的建议后，经过讨论达成共识，决定：

总祠一期工程年内做好各项准备（根据风水大师测定，总祠甲山庚坐向年内无日开工），2018

年春即开工，按照“古色古香，顺其自然，精致朴拙，建成全球雷氏族人的精神圣地“的要

求，认真而坚决地建好，以不负全国宗亲之期望。

中华雷氏文化研究会

2017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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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17 年 11 月 1 日 中华炎黄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新闻稿

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参与主办雷姓文化研讨会

原创： 邢诗薇 中华炎黄姓氏文化工作 2017-11-01

在举国上下欢庆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

报告的大喜日子里，2017 年 10 月 28 日，雷姓文化研讨会（即“方山古国暨雷姓起源

研讨会”）在河南登封隆重举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受登封市雷

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邀请，与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登封市嵩山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

了本次研讨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执行会长王大良，副会长张新斌、毕涛、王成、岳

精柱，常务副秘书长刘精忠，副秘书长张劲松、刘波，一起出席了本次研讨会。王大良、

张新斌还以专家身份，与中国先秦史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杜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山西工作队副队长高江涛博士，

一起进行了主题演讲。

在 28 日上午的开幕式上，王大良执行会长代表主办单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说，作为一个研究姓氏和家谱文化 30 多年的文化人，以及作为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

的执行会长，很高兴受到邀请参加这样的研讨会，首先要以这两个身份表示祝贺。接着，

他结合自己多年的经历和体会，对如何开好本次研讨会以及进一步开展以后的工作，提

出了 5 个方面、20 个字的建议。一是建议“依法活动”，不仅开展活动要依法，活动

的名称、每个环节也都要依法。二是建议“不踩红线”，特别是不踩政治、法律、民族

和国家安全 4 大红线。三是建议“提高认识”，认识到开展文化研讨和宗亲联谊活动都

是在进行文化活动，根本目的是要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把相关活动做好了，至少

在一个方面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了传统美德，增强了文化自信，有助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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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形势下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四是建议“加强研究”，特别是加强方山古国暨

雷姓起源的研究，推出一批有分量、有价值、有说服力、经得起检验的新成果，开辟雷

姓研究的新领域。五是建议“端正态度”，做到多团结、多包容、多奉献、少功利“三

多一少”，以大局为重，淡泊名利，乐于奉献，对不同观点多理解，以宽容的心态看问

题。最后，他再次表示参加研讨会的欣慰之情，并祝大会圆满成功，祝雷姓文化研究和

联谊事业有更大的发展。

在简短的开幕式后，张新斌副会长受大会组委会委托，主持了专家主题演讲环节。

王大良执行会长首先以《雷姓起源与方山古国的历史思考》为题，从雷姓的“雷”字、

方雷、方山古国等不同角度探讨了雷姓起源，进而分享了研讨雷姓起源与方山古国的当

代意义，提出了进一步开展雷姓起源与方山古国研究的建议与思考。他认为，雷姓的“雷”

字最早表示伴有闪电的雷声，后来则与累、嫘、絫等字相通，传说中的黄帝妃嫘祖在不

同文献中便被记载为雷祖、纍祖、累祖。至于雷姓，作为我国一个历史悠久、多民族、

多源流的著名姓氏，其主体支派相传出自黄帝时期的雷公，因被分封在方山而称方雷，

其所在的部落也与神农氏部落、轩辕氏部落一样称为方雷氏部落。因此，传说中有时把

雷公与方雷联系在一起，其含义大抵是说他是被分封在方山的雷公，其被分封的方山在

早期文献中也被记载为外方山，其地在今河南嵩山或附近一带，所谓的方山古国在某种

意义上也可被解释为活动在外方山一带的方雷氏部落。对于上述这些与雷姓起源和方山

古国相关的传说及其解读，有些可以以早期的文献记载作为凭依，有些则借鉴于某些编

修于较晚时期的家谱或近人的文论，某些结论或许会因所见不同而存在歧异之处，但本

质上都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因此也应以文化寻根的态度正确看待相关争论，用

团结包容的态度理性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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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江涛博士从考古学角度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认为，方山在嵩山文化核心区，但方

山、方雷出现在文献中的记载较晚，这一缺陷可以从考古资料中加以弥补。如研讨会现

场背后一块展版上的西周青铜器“师旂鼎”铭文“唯三月丁卯，师旂众仆不从王征于方

雷。使厥友引以告于伯懋父”，其中便有“方”字和“雷”字。《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

简·楚居》中，有“季连初降于隈山，抵于空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

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也提到了方山。方山所在地尽管在学界还有争论，但在今嵩

山山系一带应无问题。至于“雷”，见于青铜器铭文中的事例很多，研讨会背版上的徽

标也有青铜器铭文的神韵。另外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过带有纹释的玉人，一些专

家认为是妇好的伎乐人，其纹释中有些近似甲骨文的“雷”字。殷墟早期墓中还出土过

用鳄鱼皮做鼓面的鼍鼓，这种鼓是战鼓也是乐器，擂起来声如雷震。在年代更早的山西

襄汾陶寺遗址中也出土了更多的鼍鼓，有些在出土时与石磬、陶鼓组合在一起，其性质

更多是乐器。如果“雷”确实与鼍鼓有关，也可以认为他可能是掌管乐器的乐官。如果

这种推测能够成立，那么，在我国古代技术官职一般世袭的制度下，“雷”也对我国的

早期礼乐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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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勇教授在主题演讲中，首先高度肯定了本次研讨会召开的现实意义，认为是以

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接着指出：“雷”在甲骨文中是象

形字、会意字，雷姓起源应与嫘祖无关，“方雷氏封于方山”的说法出现很晚。雷姓人

习惯引用的宋濂作于明初的《方氏族谱序》，也是在列举了“出于嫘祖方雷”“雷封于

方山”两种说法之后说“未知孰是”，何况宋濂本身不是史学家。目前与雷姓起源和雷

姓发源地有关的说法更多的还是文化认同，不应认为历史上就是如此，应多发掘作为历

史文化知识的内容。

张新斌副会长以《外方山方雷氏文化与雷姓起源》为题，作为压轴专家进行了主

题演讲。他从梳理地方志等文献资料入手，认为仅见于明清以来地方志等文献中记载的

方山就有 50 多处，但结合其他文献记载，可知最早的方山是外方山，其地即今嵩山。

外方山一带在春秋时期有陆浑戎活动，其活动记载常见于早期文献，今陆浑水库及其附

近所发现的贵族墓中有些也属于那一时期。认真梳理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地理等资料，

通过比较研究等方法确认外方山所在之地，对于研究方雷氏文化和雷姓起源有重要意

义。

本次雷姓文化研讨会由登封市雷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登封少林武术学院协

办，贵州茅台镇庆强酒业有限公司赞助。出席会议的还有嵩山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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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常务副会长吕宏军、副会长冯昶富、赵彦铮、王剑松，登封市雷氏文化传播中心主

任、雷氏文化研究会会长雷钟祥，以及《百家姓起源故事》导演张青、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办公室主任董建山、河南省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齐岸青、平顶山市姓氏文化研究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延欣、西平县嫘祖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吴双全、方氏会长方为民、邝

氏副会长邝杜康、吕氏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吕鹏飞、许氏文化研究会会长王道生、中岳庙

道长廖理金，雷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雷钟炳、顾问雷厚见、常务副会长雷书昌、副会

长雷书昌、雷泽逸、源流部长雷德正、陕西分会会长雷锁甲，河南雷氏文化研究会秘书

长雷银三，其他省雷氏会长、《中华雷氏统谱》编辑，新闻媒体、赞助单位代表，约

150 人。

28 日下午，研讨会还进行了分组讨论，参会人员在各自的小组充分发表了意见和

建议，最后在闭幕式上听取了各组负责人的汇报。约在下午 6 时，研讨会在完成各项既

定议程后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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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17 年 11 月 1 日 百家姓氏文化大讲堂新闻稿

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参与主办雷姓文化研讨会

百家姓氏文化大讲堂 17-11-01

2018 年 10 月 28 日，雷姓文化研讨会（即“方山古国暨雷姓起源研讨会”）在河南登封

隆重举行。

在举国上下欢庆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

报告的大喜日子里，2017 年 10 月 28 日，雷姓文化研讨会（即“方山古国暨雷姓起源研讨会”）

在河南登封隆重举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受登封市雷氏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邀请，与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登封市嵩山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了本次研讨会。姓氏

文化工作委员会执行会长王大良，副会长张新斌、毕涛、王成、岳精柱，常务副秘书长刘精

忠，副秘书长张劲松、刘波，一起出席了本次研讨会。王大良、张新斌还以专家身份，与中

国先秦史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勇，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山西工作队副队长高江涛博士，一起进行了主题演讲。

在 28 日上午的开幕式上，王大良执行会长代表主办单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作为一个研究姓氏和家谱文化 30 多年的文化人，以及作为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执行会长，

很高兴受到邀请参加这样的研讨会，首先要以这两个身份表示祝贺。接着，他结合自己多年

http://www.404wx.com/author/MzI2NDE4MjQzMw%3D%3D
http://www.404wx.com/author/MzI2NDE4MjQzMw%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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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历和体会，对如何开好本次研讨会以及进一步开展以后的工作，提出了 5个方面、20 个

字的建议。一是建议“依法活动”，不仅开展活动要依法，活动的名称、每个环节也都要依

法。二是建议“不踩红线”，特别是不踩政治、法律、民族和国家安全 4大红线。三是建议

“提高认识”，认识到开展文化研讨和宗亲联谊活动都是在进行文化活动，根本目的是要传

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把相关活动做好了，至少在一个方面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发扬光大了传统美德，增强了文化自信，有助于新形势下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四是建

议“加强研究”，特别是加强方山古国暨雷姓起源的研究，推出一批有分量、有价值、有说

服力、经得起检验的新成果，开辟雷姓研究的新领域。五是建议“端正态度”，做到多团结、

多包容、多奉献、少功利“三多一少”，以大局为重，淡泊名利，乐于奉献，对不同观点多

理解，以宽容的心态看问题。最后，他再次表示参加研讨会的欣慰之情，并祝大会圆满成功，

祝雷姓文化研究和联谊事业有更大的发展。

在简短的开幕式后，张新斌副会长受大会组委会委托，主持了专家主题演讲环节。王大

良执行会长首先以《雷姓起源与方山古国的历史思考》为题，从雷姓的“雷”字、方雷、方

山古国等不同角度探讨了雷姓起源，进而分享了研讨雷姓起源与方山古国的当代意义，提出

了进一步开展雷姓起源与方山古国研究的建议与思考。他认为，雷姓的“雷”字最早表示伴

有闪电的雷声，后来则与累、嫘、絫等字相通，传说中的黄帝妃嫘祖在不同文献中便被记载

为雷祖、纍祖、累祖。至于雷姓，作为我国一个历史悠久、多民族、多源流的著名姓氏，其

主体支派相传出自黄帝时期的雷公，因被分封在方山而称方雷，其所在的部落也与神农氏部

落、轩辕氏部落一样称为方雷氏部落。因此，传说中有时把雷公与方雷联系在一起，其含义

大抵是说他是被分封在方山的雷公，其被分封的方山在早期文献中也被记载为外方山，其地

在今河南嵩山或附近一带，所谓的方山古国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被解释为活动在外方山一带的

方雷氏部落。对于上述这些与雷姓起源和方山古国相关的传说及其解读，有些可以以早期的

文献记载作为凭依，有些则借鉴于某些编修于较晚时期的家谱或近人的文论，某些结论或许

会因所见不同而存在歧异之处，但本质上都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因此也应以文化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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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的态度正确看待相关争论，用团结包容的态度理性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高江涛博士从考古学角度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认为，方山在嵩山文化核心区，但方山、

方雷出现在文献中的记载较晚，这一缺陷可以从考古资料中加以弥补。如研讨会现场背后一

块展版上的西周青铜器“师旂鼎”铭文“唯三月丁卯，师旂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使厥友引

以告于伯懋父”，其中便有“方”字和“雷”字。《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简·楚居》中，有

“季连初降于隈山，抵于空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

也提到了方山。方山所在地尽管在学界还有争论，但在今嵩山山系一带应无问题。至于“雷”，

见于青铜器铭文中的事例很多，研讨会背版上的徽标也有青铜器铭文的神韵。另外在安阳殷

墟妇好墓中，出土过带有纹释的玉人，一些专家认为是妇好的伎乐人，其纹释中有些近似甲

骨文的“雷”字。殷墟早期墓中还出土过用鳄鱼皮做鼓面的鼍鼓，这种鼓是战鼓也是乐器，

擂起来声如雷震。在年代更早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也出土了更多的鼍鼓，有些在出土时与

石磬、陶鼓组合在一起，其性质更多是乐器。如果“雷”确实与鼍鼓有关，也可以认为他可

能是掌管乐器的乐官。如果这种推测能够成立，那么，在我国古代技术官职一般世袭的制度

下，“雷”也对我国的早期礼乐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杜勇教授在主题演讲中，首先高度肯定了本次研讨会召开的现实意义，认为是以实际

行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接着指出：“雷”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会

意字，雷姓起源应与嫘祖无关，“方雷氏封于方山”的说法出现很晚。雷姓人习惯引用的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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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作于明初的《方氏族谱序》，也是在列举了“出于嫘祖方雷”“雷封于方山”两种说法之

后说“未知孰是”，何况宋濂本身不是史学家。目前与雷姓起源和雷姓发源地有关的说法更

多的还是文化认同，不应认为历史上就是如此，应多发掘作为历史文化知识的内容。

张新斌副会长以《外方山方雷氏文化与雷姓起源》为题，作为压轴专家进行了主题演

讲。他从梳理地方志等文献资料入手，认为仅见于明清以来地方志等文献中记载的方山就有

50 多处，但结合其他文献记载，可知最早的方山是外方山，其地即今嵩山。外方山一带在春

秋时期有陆浑戎活动，其活动记载常见于早期文献，今陆浑水库及其附近所发现的贵族墓中

有些也属于那一时期。认真梳理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地理等资料，通过比较研究等方法确

认外方山所在之地，对于研究方雷氏文化和雷姓起源有重要意义。

本次雷姓文化研讨会由登封市雷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登封少林武术学院协办，贵

州茅台镇庆强酒业有限公司赞助。出席会议的还有嵩山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王向民、常务副

会长吕宏军、副会长冯昶富、赵彦铮、王剑松，登封市雷氏文化传播中心主任、雷氏文化研

究会会长雷钟祥，以及《百家姓起源故事》导演张青、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办公室主任董建山、

河南省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齐岸青、平顶山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延欣、

西平县嫘祖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吴双全、方氏会长方为民、邝氏副会长邝杜康、吕氏文化研究

会秘书长吕鹏飞、许氏文化研究会会长王道生、中岳庙道长廖理金，雷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

长雷钟炳、顾问雷厚见、常务副会长雷书昌、副会长雷书昌、雷泽逸、源流部长雷德正、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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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分会会长雷锁甲，河南雷氏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雷银三，其他省雷氏会长、《中华雷氏统谱》

编辑，新闻媒体、赞助单位代表，约 150 人。

28 日下午，研讨会还进行了分组讨论，参会人员在各自的小组充分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最后在闭幕式上听取了各组负责人的汇报。约在下午 6时，研讨会在完成各项既定议程后圆

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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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17 年 11 月 2 日 中华炎黄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新闻稿

方山古国暨雷姓起源研讨会纪要

原创： 邢诗薇 中华炎黄姓氏文化工作 2017-11-02

2017 年 10 月 28 日，方山古国暨雷姓起源研讨会在河南登封举办。研讨会由中华

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登封市嵩山文化研究会

联合举办，登封市雷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登封少林武术学院协办，贵州茅台镇庆

强酒业有限公司赞助。出席会议的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执行会

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王大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会长、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新斌，中国先秦史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师范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山西

工作队副队长高江涛，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毕涛、王成、岳

精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刘精忠，中华炎黄文化研

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张劲松、刘波，嵩山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王向民、常

务副会长吕宏军、副会长冯昶富、赵彦铮、王剑松，登封市雷氏文化传播中心主任、雷

氏文化研究会会长雷钟祥，以及《百家姓起源故事》导演张青、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办公

室主任董建山、河南省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齐岸青、平顶山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杨延欣、西平县嫘祖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吴双全、方氏会长方为民、邝氏副会

长邝杜康、吕氏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吕鹏飞、许氏文化研究会会长王道生、中岳庙道长廖

理金，雷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雷钟炳、顾问雷厚见、常务副会长雷书昌、副会长雷书

昌、雷泽逸、源流部长雷德正、陕西分会会长雷锁甲，河南雷氏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雷银

三，其他省市雷氏会长、《中华雷氏统谱》编辑，新闻媒体、赞助单位代表，约 150 人。

研讨会期间，与会人员围绕“雷”字来源、雷姓起源、方山古国、雷姓早期世系、

文化认同与血缘认同、研讨雷姓起源与方山古国的当代意义等问题，先后听取了王大良、

高江涛、杜勇、张新斌 4 位专家的主题报告，召开了分组讨论会，并就相关问题形成如

下几种意见。

一、“雷”字在早期文字中是象形、会意字，表示伴有闪电的雷声或形容打雷下雨，

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纹释中有甲骨文“雷”字，西周青铜器“师旂鼎”铭文中也

有“雷”字。“雷”字还有不同写法，后来又与“累”“嫘”“絫”等字相通，传说中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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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黄帝妃嫘祖在《汉书》、《世本》雷学淇及张澍辑本等文献中便被记载为雷祖、纍祖、

累祖，说明与雷姓起源相关的“雷”字出现很早，历史悠久。

二、雷姓作为我国一个历史悠久、多民族、多源流的著名姓氏，其主体支派相传出

自黄帝时期的雷公，因被分封在方山而称方雷，也称方雷氏，与神农氏、轩辕氏等性质

相同。因此，传说中有时把雷公与方雷、方雷氏联系在一起，其含义大抵是说他是被分

封在方山的雷公，也因此被主体雷姓人尊奉为得姓始祖。

三、方山古国为传说中的古国，是主体雷姓人得姓始祖雷公的封地，性质犹如后世

所说的部落，与神农氏部落、轩辕氏部落称谓相同，因立国于方山而得名。在《清华大

学藏战国楚竹简·楚居》中便有楚国先祖季连在方山见盘庚之子的记载，结合《尚书·禹

贡》《汉书•地理志》《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等文献，可知方山有 50 多处，但最早

的方山是外方山，其地即今河南嵩山或附近一带。雷公被分封的方山亦即外方山，所谓

的方山古国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被解释为活动在外方山一带的方雷氏部落。

四、研讨方山古国暨雷姓起源都是学术活动，学术活动的基本特点是允许不同声音

同场交流。通过研讨和交流，可知与雷姓起源和方山古国相关的诸多问题，以及在近年

流传各地的某些细致入微的传说中，有些可以以早期的文献记载作为凭依，有些则借鉴

于某些编修于较晚时期的家谱或近人的文论，某些结论因所见不同而存在歧异之处，为

此出现不同的声音也属正常，其本质都不过是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应多发掘并

认真梳理文献资料，结合考古、出土文物，用团结包容的态度和接近史实的表述理性寻

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五、本次研讨会召开于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全国各地都在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十九大”报告的日子里，是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

通过研讨和交流，与会人员进一步提高了认识，认识到这是在进行有意义的文化传承活

动，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传统美德、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新形势下的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应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方山古国暨

雷姓起源等问题的研究，不断推出有分量、有价值、有说服力、经得起检验的新成果，

使雷姓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工作委员会

2017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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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017 年 11 月 1 日《中华雷氏》发文登封研讨会惊现篡改《史记五帝本纪》内容

登封研讨会惊现篡改《史记五帝本纪》

中华雷氏 百家号 17-11-0314:48

作者：雷氏溯源学习交流群

2017 年 10 月 28 日，全国雷氏在河南登封召开“方山古国暨雷姓起源研讨会”，诸多专

家、学者、雷氏研究会成员及部分宗亲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众目睽睽之下，现场惊现篡改

《史记五帝本纪》的表述内容，如此明目张胆的造假行为，不禁令人瞠目结舌。

篡文内容：

《史记五帝本记》云，西凌氏，侯国也，乃方山国。又云；黄帝居轩袁丘，娶西凌氏女，

是为嫘祖。宣传图片资料如下：

《史记五帝本纪》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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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居轩辕之丘（一），而娶于西陵（二）之女，是为嫘祖（三）。嫘祖为黄帝正妃，生

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中注释（二）原文为：西陵，国名也。原片资料如下：

二者比较:

篡文除错别字，随意加、减字外，还编造了“乃方山国”这几个关键字。这是继篡改引

用《登封市志》关于雷姓描述；又假托《元和姓纂》《登封市志》等权威史籍制作《中华雷

氏博物馆--方山国侯雷公》宣传资料，误导族人之后，又一严重造假事件。有良知的雷姓人

不禁要问：造假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公开欺骗族人，到底要干什么？是为了展现自己瞒天过

海，偷梁换柱的伎俩？还是欺负族内没有辨别真假的明白人？是考验与会专家、学者的注意

力还是让他们背黑锅？

近几日，有个网络热词叫：“狂犬吠日”。借用一句话：“数千年来，太阳还是光芒四

射”。是的，乌云遮不住太阳，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刹那就会过去。再借用高尔基一句话：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造假，挖空心思；打假，火眼金睛。

造假，毫不退缩；打假，从不畏惧。

我们的目的：正本清源，求真务实！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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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结论

一场会议，两种结论。通过细细阅读，不难发现，中华雷氏文化研究会与姓工委公开发

布的报道，结论各异。读者可比对阅读二和七的内容。尤其搞笑的是雷弯山教授没有参会，

可研究会写的报道（如图所示），却言其参加了会议以壮声威，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中华

雷氏文化研究会的一篇报道材料，与会人员中有雷弯山教授的名字。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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