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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智等所著的《大嵩山》一书，2016年12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该书以53

万多字的篇幅，囊括了嵩山文明的方方面面，被视为诠释嵩山文明的扛鼎之作。

作为一部学术大书，《大嵩山》的一个突出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大嵩山学”

概念，并对“大嵩山”的地理疆域与文化涵盖面做了界定与延展。

以嵩山为中心的大嵩山地区，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见证了华夏文明的

发生、发展与演变，在中华文化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独特的

历史文化地位。

6月4日，由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省社会科学院、华夏文明基金会联合主办的

“《大嵩山》出版研讨会”在郑州举行。省政协副主席张广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主席李庚香、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魏一明、省文联党组书记王守国、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总编辑董林、河南大学副校长张宝明、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张鲜明、大象

出版社社长王刘纯、郑州大学教授王保国、登封市文物局副局长宫嵩涛，以及《大

嵩山》一书的主创人员参加会议。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大嵩山》展开了热烈研讨，就大嵩山文化与华夏历史文

明的关系，大嵩山文化在华夏历史文明发展演进中的重要作用，大嵩山文化对河

南打造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推动中原文化走出

去的现实意义，以及大嵩山学的进一步完善与拓展等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和

建议。本期读书，特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发表，以飨读者。

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李庚香：《大嵩

山》是由河南学者撰写并出版发行的一本好

书，体现出了三个特点：

一是《大嵩山》一书体现了中原人的文化

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习总书记在视察

河南时指示，要注意研究中华文化的“历史文

化发展哲学”，王岐山同志曾指出，“要运用历

史文化哲学思考支撑信心”。我们常说中原文

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的主干与

核心，但是华夏历史文明在中原的发展是需要

认真解读的，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也是需要仔

细论证的大课题。《大嵩山》透过中岳的地理优

势，把它在华夏历史文明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重

要作用提炼概括出来，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

信，中原人应该更自觉地传承华夏历史文明，

同时在华夏文明的创新中自强不息。

二是《大嵩山》一书体现了我省社科界的

理论创新。《大嵩山》一书是运用多学科协同作

战攻关的成果，不仅把嵩山作为“万山之祖”的

地理大变迁介绍给读者，而且对环境、人文、宗

教、发明、建筑等人文奇观也详尽地做以准确

概括，同时将与嵩山有关联的历史人物也做以

介绍，与以往出版的有关嵩山的著作相比，无

论从书的框架、观点，或是体例、文字等方面都

表现出这是一本理论创新的文化著作。

三是《大嵩山》一书表现出中原学者是在

做真学问。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我

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耐得住寂寞，把中华文化的根脉和精髓吃

透，厚积而薄发，拿出真知灼见。把大嵩山地

区确定为华夏历史文明的核心，这是此书的

主要立论支点，此书观点正确，具有大气、开

放、包容性的品格。

我省当前的文化建设是“文化高地”建

设，与此前“文化强省”“文明河南”建设是一

脉相承的，《大嵩山》一书能使华夏儿女读后

有回到天中福地——大嵩山的感觉，能有重

返中华文化精神家园的归宿感。

理论创新：推进文化高地建设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保国：《大嵩山》

一书体大思精，结构严谨，观点鲜明，具有历史

感与时代感，给人以下四个方面的认识思考。

其一，《大嵩山》一书全方位解读了嵩山

文明体系，应该是目前嵩山文明体系解读方

面最重要的著作，它对于我们认知嵩山文明

以及嵩山文明在整个中华文明中的地位有极

大的启发意义。它也为嵩山文明的传播和华

夏文明传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其二，嵩山文化是“中”和“中和文化”最

核心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其地理位置，更

因为其在“中”的位置上孕发的丰富的中和思

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嵩山“中和文化”是中华

思想文化的精魂所在，这里有丰富的物质遗

存阐释着“中”、“中和文化”。

其三，嵩山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

融汇和创新精神，这里是儒、释、道汇融的典

范之地，同时又是儒、释、道升华为治世、治

心、治性三位一体思想的更生之所。

其四，文化是不断传播着的符号系统。

嵩山文化是中华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核心表

达，具有丰富和重要的符号意义，其符号元素

应该在中原文化、郑州城市形象（logo）设计中

给予高度关注。

对嵩山文明体系的全方位解读

省文联党组书记王守国：《大嵩山》一书

界定的大嵩山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优

势，孕育了华夏历史文明，在中华文化产生、发

展和融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特殊的

历史地位。《大嵩山》一书作为一本具有科学性

的文化论著，准确地叙述和阐释了中华文明发

展进程中，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与核心区

域，这里人文荟萃、思想激荡、文化交融、科技

兴盛的历史状况。从《大嵩山》一书的观点可

见，大嵩山地区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高

地，譬如：《大嵩山》一书论证的“中和思想”，在

现当代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

值，可以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精

华，“中和思想”的精髓，就是互相学习、互相借

鉴、共同进步，不是文化霸权，也不是文化沙

皇，所以说，“中和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思想

核心具有十分长远的世界意义。

嵩山论坛从2012年开始，至今已经举办了

五届。每一届嵩山论坛都围绕华夏文明与世界

文明的对话交流设置年度主题，第一届是“从轴

心文明到对话文明”，第二届是“人文精神与生

态意识”，第三届是“天人合一与文明多样性”，

第四届是“和而不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

五届是“转化与创新：迈向对话文明”，今年的主

题也已确定——“互学互鉴：共建天下文明”。

主题无不深深地植入了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

话的基因，表现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特征，彰

显出嵩山论坛独有的特色和价值，同时又跟随

我国文化建设的时代步伐，与“一带一路”倡议

的主旋律紧密相扣。《大嵩山》一书的出版发行，

为嵩山论坛的主办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大

嵩山地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长期作为华夏文

明的精神高地、文化高地，引领着全国文化的发

展；今天，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在嵩山论坛这个

平台上对话交流，这里依然承载着中华文化传

承创新的光荣使命。

《大嵩山》为“嵩山论坛”提供了理论支撑

登封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宫嵩涛：《大嵩

山》作为诠释中原文化的扛鼎之作，在以下三

个方面有很大突破，值得关注：

一、注重对文物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的

调查与研究。宋代李诫《营造法式》、清代《工

部营造则例》两本工具书是官方颁布的建筑

规范文本，《大嵩山》将宋代、清代这两本建筑

法式与嵩山历史建筑群建筑技艺进行比较，

发现很多建筑在规制、用材、雕刻、布局等方

面与书中记载都很吻合，这不但使历史建筑

的科学性得到凸显，而且也在用生动的语言

进行深入浅出的描述下，把一座座千百年来

纹丝不动的古建筑，生动地介绍给了读者。

二、用大量文献资料印证了“天地之中”

的形成、作用和影响。“天地之中”在中原、在

嵩山的形成，据记载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

《大嵩山》首次对“天地之中”的文化内涵做了

全面、系统、中肯的梳篦、总结和研究，论述了

“天地之中”文化内涵在政治、民俗、宗教、学

术、建筑等领域的认知与应用。

三、将大量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实物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系统地写入了

《大嵩山》书中，让人看后，既信服又心旷神怡。

《大嵩山》出版发行后，深受读者欢迎。如

若再版，建议在书中增加一章介绍嵩山历史建

筑群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内容。嵩山现存东

汉、北魏、隋、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民国

时期的建筑约 400座，构成了一部中国中原地

区上下 2000多年形象直观的建筑史。这些保

存下来的历史建筑其整体时间跨度之长、种类

之多，在中国仅此一处；在世界范围内也极少见

到。这是中原和嵩山文化的核心、亮点。另外，

壁画、古树、金石铸器、碑碣、塑像等，作为历史建

筑的附属文物，最好也一并写入文中。9

《大嵩山》：诠释中原文化的扛鼎之作

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魏一明：中岳嵩

山，但凡华夏儿女，不知道的大概不多。“大嵩

山”，大到嵩箕山系及其周围地区，包括洛阳龙

门以东，中牟以西，黄河以南，汝郏以北的广大

地区。《大嵩山》这本著作，为我们勾画出这一

广袤地区的大文化，从地质大变迁、地理大环

境到“允执厥中”的大理念，从华夏文明起源地

的大文明到“定鼎中原”的大一统，从姓氏文化

的大家园到宗教文化的大智慧，从在大嵩山地

区兴起的大发明到从这一地区走出来的大英

杰。《大嵩山》的作者们正是以此为背景，梳理、

阐释了嵩山文化对于华夏文明的奠基意义，以

及作为华夏历史文明核心区的突出贡献。今

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大嵩山》出版研讨会”，

以期努力把嵩山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让海内外更多的学人关注嵩山、走进嵩山、体

验嵩山、感悟嵩山、研究嵩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非

常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就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嵩山文化是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研

究嵩山文化，就是要探寻中华文明之源，探求

华夏历史文明的核心，以增强文化认同，增强

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省社会科学院作为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是省委省政府

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研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法律等多个方面。中原历史文化源远

流长，加强中原历史文化的研究，是省社科院义

不容辞的责任。省委、省政府对省社科院在中原

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研究地位、研究力量也非常

重视。我们会全力以赴，深入进行学术研究，继

续推进全省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助力文化高

地和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

把嵩山文化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河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张宝明：读完《大

嵩山》，浮想联翩。唐陈羽《洛下赠彻公》诗中

的后两句：“支颐忽望碧云里，心爱嵩山第几

重？”颇能表达读后的心情感受。《大嵩山》一

书中对华夏文化的核心内涵进行了层层阐

释，以下几重眷顾也许是该书的核心观念。

第一，从地理坐标到人文标识。中原是中

华之中，嵩山又是中原之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使

中岳嵩山成为“天下之中”的地理坐标。从嵩山

孕育的自然风貌与文化内涵中，可以追寻传统思

想中的人文根脉，全书即是从嵩山的独特文化隐

喻与人文情怀出发，将目光聚焦于华夏文明核心

的文化解读。书中处处流露出对华夏文明起源

的追问，对中华文化思想内核的探寻，对“中和文

化”的现实价值的挖掘，对根亲观念、家园情怀的

继承以及对创新历史文脉的深层次思考。

第二，从人文标识到民族共有观念。具

有人文标识的中岳嵩山，是“中和文化”的现

实表征。书中对中和思想有着深层次的剖

析。在现代地理概念中，嵩山并非天下之中，

但现代思维并没有磨灭、冲淡中华民族的“尚

中”观念。“尚中贵和”的民族意识，“天地之

中”的人文情怀，已成为民族共同记忆的组成

部分。随着历史变迁，亿万华夏儿女迁播海

外，“尚中贵和”的民族观念与文化认同却从

未消退，寻根溯祖仍是他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家园故土仍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心灵归宿。

第三，从民族思维到跨文化共识。“尚中

贵和”虽然是具有本土意识的儒学思维，但

“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和而不同”的共赢

原则、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守中求新的创新

意识等，却是现代社会破解国家冲突、宗教矛

盾、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等世界问题的方式之

一。《大嵩山》所描述的“尚中贵和”思维，为当

前世界各个文明之间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

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支颐忽望碧云里，心爱嵩山第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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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张鲜明：读《大嵩山》，

最强烈的感受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字：

一是大。《大嵩山》勾画出一个包括洛阳

龙门以东，中牟以西，黄河以南，汝郏以北的

广大地区。这个“大”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它

“大”出了一个大嵩山文化圈，涵盖秦岭、太

行、黄河、淮河，包括这片土地上数不清的文

化遗存、文化印记。这个“大”，更是视野上

的，从“嵩阳运动”到“少林运动”，再到“燕山

运动”“喜马拉雅运动”；从“允执厥中”到中华

姓氏文化、宗教文化，再到在大嵩山地区的大

发明、从嵩山地区走出的大英杰，如此宏阔的

视野，其气象、格局，能不“大”吗？

二是深。《大嵩山》从中华民族的“中和”

思想，到炎黄子孙“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宇宙

观；从中国人的精神智慧，到文明古国的格物

发明；从中原大地的人文根脉，到从大嵩山地

区走出来的层出不穷的杰出人物；从华夏历

史文明生生不息、开拓创新的特质，到中华民

族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灿烂前景都有论述，

作者挥舞思想之镐，不断地向思想深处、文化

深处掘进，书中重点探讨的源于大嵩山地区

的学说，如同一条条深不可测的走廊和通道，

连接心灵，直达宇宙。

三是精。《大嵩山》作者用思想的“望远镜”观

察大嵩山作为“万山之祖”的地理变迁，以及华夏

历史文明的滥觞与流变；用思想的“显微镜”叙述

历史人物和展示思想成果，挑取精神的细节，放

大思想的精髓。如此观察和叙述，会不“精微”？

书中大量的数据、典故、史料，都经过千斟万酌，

经得起推敲。这样的内容，会不“精确”？而书中

又有对大嵩山如诗的赞叹，其“绪论”行将结束时

的一组排比句，精妙的语言，简直就是优美的散

文，甚至是诗句了。

大、深、精：《大嵩山》一书的文化美学

● 嵩山的形成 ● 嵩山的大环境 ●“天地之中”的由来、作用及影响
● 黄帝和夏、商、周时期嵩山文明的探索 ● 通天圣山嵩岳确立中原
● 万姓同根与嵩山 ● 儒、释、道与嵩山 ● 科学技术与嵩山
● 历代名人与嵩山 ● 嵩山与华夏文明的传承与创新

《大嵩山》一书资料翔实，语言朴实，分别从10个方面对大嵩山文明进
行了阐述和解读，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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