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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男，1961 年生，河南信阳人，博

士，二级教授，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

导师，郑州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

学科和档案学二级学科带头人。兼任教育

部高等学校档案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中国档案学会理事，中国档案学会基础

理论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档案学会副理事

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

1986年至 2006年，重点研究了档案信息

资源开发、档案鉴定的理论与实践。成果阐述

了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的内涵，提出了档案

鉴定的本体论思想，主张建立档案鉴定学，同

时，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含义、内容和形式

作出了较为全面的阐释。著作《档案鉴定的理

论与实践》于 2002 年获得 1998-2011 年度河

南省优秀社科成果奖一等奖。

2007 年至今，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

项，其中重点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2 项。项

目重点围绕档案法律法规标准和档案法治

展开研究，重新阐述了档案法立法的理念、

原则和一般技术，提出依法治档的内涵、实

践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构建了档案

法律体系，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多次参加国

家档案局和中国法学会召集的《档案法》修

订 工 作 座 谈 会 ，提 出 许 多 建 设 性 意 见 。

2018 年被国家档案局聘为首批“全国档案

专家（档案法规标准领域）”。

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10 余篇，其中 45 篇

刊登在 CSSCI来源期刊《档案学研究》《档案

学通讯》，12 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

料《档案学》全文转载。专著《档案法立法研

究》《中国图书档案损毁史实的调查与书厄

观研究》分别获得 2013 年度、2014 年度河南

省优秀社科成果奖三等奖。

2019年被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社会科

学联合会评为首批“河南社科名家”。⑩6陈忠海

□周书灿

在古代文献中分别有“天下之中”和“天
地之中”的概念，而且两个概念经常混用。由
于这两个地理概念迄今仍在河南广泛使用，因
此很有必要讲清楚这两个与河南相关的概念
产生的特定背景及古人地理观念的形成过程。

“中”与“天下”的起源

“中”之方位概念产生由来已久。唐兰先
生在《殷墟文字记》中说：“中者，最初为氏族
社会中之徽帜……古者庭宇有大事，聚众于
旷地，先建中焉，群众望见中而趋附。群众来
自四方，则建中之地为中央矣。列众为陈，建
中之酋长或贵族恒居中央，而群众左右之，望
见中之所在，即知为中央矣。然则中本徽帜，
而其所立之地，恒为中央，遂引申为中央之
义，因更引申为一切之中。”甲骨文中不仅有

“中”字，也有东、西、南、北四土、四方的方位
概念。早在20世纪 40年代，胡厚宣先生《论
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一文据
此断定：“殷代已有中东南西北五方之观念”，
并判定卜辞“中商”，“当即后世中国称谓之起
源”。

商代虽然已经产生中、东、西、南、北五方
观念，但西周王朝建立之前，“天下”的观念并
未明确。战国时期杰出的爱国诗人屈原在其
长篇史诗《天问》中对天发问：“授殷天下，其德
安施？”意思是说，天帝把天下交给了殷，是由
于施行了什么德政？这里的“天下”和“德”显
然是西周以后的观念，这些观念在商代并没
有。西周时期已经产生模糊的天下观念。《诗·
大雅·皇矣》记载：“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
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左传》昭公
二十八年说：“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史记·管
蔡世家》说：“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左传》
定公四年记载：“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荀
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

“土中”与“天下之中”的产生
及演变

1963年，宝鸡贾村镇出土一西周早期青
铜器何尊。尊内底铸有铭文 12行、122字，
记述的是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今河
南洛阳）之事。其中，“宅兹中国”是“中国”一
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于省吾先生《释中国》参
稽西周金文和其他文献判定，“中国这一名称
起源于武王时期”。唐兰先生《西周青铜器铭
文分代史征》说，中国“当指西周王朝的疆域中心，即指洛邑”。
结合相关文献和铭文可知，武王克商后即有营建成周洛邑的计
划，惜天不假年，克商不久，武王即去世了，于是武王这一夙愿就
留待周公和成王去完成。

显然，周人很早就以洛邑一带为“中国”。“中国”在古代文献
中亦屡屡称作“土中”。《尚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
中。”蔡沈《集传》说：“洛邑，天地之中，故谓之土中。”《逸周书·作
雒》记载，周公“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
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
凑”。“土中”，孔晁注：“王城也，于天下为中。”显然，何尊铭文中
的“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土中”，均指西周王朝的中心地区，即
王城洛阳一带。《史记·周本纪》则称西周洛阳一带为“天下之
中”：“雒邑乃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直到西周晚年，《国
语·郑语》记载史伯纵论天下形势，仍以洛邑为天下的中心。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秦汉王朝的疆域空前
辽阔，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始称“三河”地区为“天下
之中”：“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
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
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河东，《集解》引徐广语：“尧都
平阳也。”河内，《正义》说：“盘庚都殷墟，地属河内也。”河南，
《正义》解释说：“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阳。”根据前面的论述可
知，以洛阳为天下之中的观念始于周武王制定营建东都的计
划。西汉时期，继承了西周时期以王城洛阳一带为天下之中
的观念，在新的形势下，又把天下之中的范围扩大到传说中尧
建都的平阳以及商代后期的都城殷墟一带，即所谓三河地区，
约略相当于今天晋南、豫西、豫中和豫北等广大地区。迄东汉
时期，以三河地区为天下之中的观念仍广为流行。

《荀子·大略篇》说：“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吕氏春
秋·慎势》也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然而，在“天下
一家”“王者无外”主导下的天下主义观念的深刻影响下，中国古
代王朝的“天下”是一个极其模糊的地理概念，所谓的“天下之
中”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王朝地理中心。因此，西周到秦汉时期，
被称为“天下之中”的王城洛邑和三河地区，与其考虑其为“天下
之大凑”“道里均”，倒不如为“王者所更居”的天下政治中心。

嵩岳“天地之中”的由来

《尚书·尧典》中逐渐形成以四座名山为四岳的笼统、模糊的
概念。《史记·封禅书》《汉书·武帝纪》逐渐确定了北岳、中岳、南
岳之称。《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年）“春正
月，（武帝）幸缑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翌日亲
登嵩高，……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无伐其草木。以山下户三百
为之奉邑，名曰崇高’”。汉武帝时期虽然五岳制尚未确定，甚至
《尔雅·释山》中仍未明确五岳方位，但以嵩山为中岳的观念已经
流行。《旧唐书》等文献记载，公元 696年武则天继续封中岳，大
功告成，此后，以嵩山为五岳之中渐成人们的普遍共识。

虽然唐代之前已经确定了嵩山在五岳之中的地位，但汉唐
时期尚未明确地将嵩岳和“天地之中”相联系。乐史《太平寰宇
记》引李淳风语：“今洛阳告成县以土圭测天地之中也”，元代学
者纳新《河朔访古记》也说：“测景台在登封县东南二十五里天中
乡告成镇，周公测影台石迹存焉。告成即古嵩州阳城之墟，是为
天地之中也”。《徐霞客游记》中则从嵩岳居五岳之中角度较为明
确地说道：“嵩当天地之中，祀秩为五岳首，故称嵩高，与少室并
峙。”显然自宋代以后，以登封嵩岳一带为“天地之中”的说法颇
具影响力。登封因嵩山为五岳之中而称“天地之中”，约略可备
一说。至于说登封告成因周公土圭测影为天下之中，则疑点颇
多。学术界普遍认为，周公踏勘洛邑所采用的方法是“龟卜”或

“耆卜”之类的占卜法，并未实施《周礼》所载的以土圭测日影以
求地中，“日中测影以求地中”实为后人附会之说。⑩6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天
下
之
中
﹄
与
﹃
天
地
之
中
﹄
的
文
化
意
蕴

学术 概论概论

本版投稿邮箱：hnrbllb323@163.com

学界 人物人物

回望历史，品鉴宋朝
——宋朝国家治理的得与失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

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

得失。”“鉴”是古代的镜子，一般

用铜制成。唐太宗这段话的意思

是说，经常照照镜子，可以帮我们

把衣帽穿戴整齐；经常反思古代

历史，可以发现国家兴亡的规律；

经常把别人当作一面镜子，可以

明白自己的得失。这就是历史上

所谓的“三镜”说。这段话说得很

深刻，不仅成为后代很多有为国

君治理国家、做一个仁德之君的

借鉴，也成为很多仁人志士为人

处世、成就自我的座右铭。

在历史上，宋朝是实践唐太

宗“三镜”说最好的一个朝代，因

此也成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

速发展、文化繁荣昌盛的一个朝

代。今天，我们穿越历史，回望

大约一千年以前的宋朝，会发现

宋朝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具有当

代价值的文化遗产。

□程遂营

元代摹本《清明上河图》局部

发明于宋朝的水浮法指南针

当然，宋朝在国家治理中，失败的地
方也不少，最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是它片
面抑武和削弱边防的军事战略。宋朝建
立后，重文抑武。宋太祖赵匡胤曾公开对
群臣说，外敌入侵的外患是边防小事，可
以预防，也可以有效解决，但是武将叛乱、
大臣篡权和农民起义之类的内患对国家
政权的威胁要大得多，应该严防。所以，
宋太祖先是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剥夺
了部分将帅手里的军权，提拔任用一批资
历较浅、容易驾驭的年轻将领担任军事高
官。然后，再采取频繁调防军队驻扎地点
的办法，使中央牢牢控制了全国的军事权
力。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的确减少了

国内的军事动乱，没有出现像唐朝的“安
史之乱”或者五代武将专权那样的局面，
但是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力
量，尤其是国家的边防实力，使宋朝一直
外患不断，先后受到辽、金、元军队的欺
凌。结果，北宋亡于金，南宋灭亡于元朝
骑兵的铁蹄之下。

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刻。它告诉我们，
没有强大的国防和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国
家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保障，更谈不上经济
和文化发展，老百姓也无法获得安定、和平
的生活环境。今天，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我们发展自己的海、陆、空军事力量，就是
要保证国家在受到外部侵略时能够有足够

的军事实力击退所有外来之敌，保证国家
领土安全，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以
及百姓的和平生活提供强有力保障，进而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今天，
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
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
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
总结经验教训、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
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们回顾宋朝的历
史同样是想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⑩6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化产业与旅游
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宋朝建立不久，有一次，宋太祖赵匡
胤和宰相赵普一起探讨如何稳定封建国
家的统治，赵普向宋太祖建议：“惟稍夺其
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在赵普看来，五代时期，地方节度使的权
力太大了，形成了君弱臣强的格局。宋朝
建立了，应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具体办
法就是：削夺地方官过大的权力，由国家
控制钱财和粮食，收回地方兵权，这样国

家自然就安定了。宋太祖对赵普的建议
照单全收，陆续从中央派出“转运使”主管
地方财政，派出“提点刑狱使”主管地方司
法，派出“安抚使”主管地方军事，三使同
时具有监察地方官吏的职能，有效削弱了
地方州、郡长官的权力。同时，在中央分
割宰相权力，在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
作为副相。而且，设“枢密使”分取宰相的
军权，设“三司使”分取宰相的财权。这

样，皇帝便可以总揽大权，实现中央集
权。另外，在宋朝之前的汉、唐以及宋朝
之后的明、清都频繁出现了三大政治毒瘤

“宦官”“后宫”和“外戚”专权的局面，这种
情况也基本没有在宋朝出现。

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不仅保证了两
宋三百多年政治基本稳定，而且保证了
封建国家机器有效运转，基本实现了整
个社会的相对安定。

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保证了国家政
令有效贯彻执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保障。大家都熟悉北宋末年画家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在这幅画上，张择端为我
们展示了北宋都城开封的繁华景象，突出
刻画了大运河交通对开封城市发展的作
用。张择端的这幅画还有意无意地告诉
我们一个道理：“要想富，先修路！”古今都
是如此。不过，古代没有柏油马路，更没有
铁路和航空交通，只有陆路和水路。相比
较而言，水路交通运量大、运速快、运费少，
还比较干净、安全，所以成为古代的主要交

通方式。宋朝建立后，不仅疏浚了隋唐以
来的大运河，而且构筑了四通八达的陆路
交通网络系统。交通便利了，商品经济的
繁荣发展就具备了良好基础。而且，宋朝
统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特别重视商品
经济。在大城市，废除封闭的坊市制度，
城市商品交易的自由度增大；在乡村，集
市贸易兴盛起来。同时，宋朝十分重视海
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很发达，同海外很
多国家都建立了密切的商贸关系。

有学者研究表明，宋朝的 GDP总量
和人均 GDP在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的。

虽然古代的统计数据还不足以支撑这个
结论，但有一个数据是真实的：北宋都城
开封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百万，发展
成为一个人口众多、设施齐全、管理先进
的古代大都市。而同一时期，世界其他
的大城市，比如英国的伦敦、意大利的罗
马、伊朗的德黑兰等，人口都还不到开封
城市人口的半数，而且这些城市的管理
和服务水平也无法与开封相提并论。都
城是国家发达程度的一面镜子，从这面
镜子里，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宋朝在当
时领先世界的经济地位。

提倡文教和相对宽松的文禁政策是
宋朝文化的突出特点。宋朝的开国皇帝
宋太祖主张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的
后代子孙把这个治国方略很好地延续了
下去。首先，大力推行科举取士。大量文
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宋朝官僚队伍行列，
大大提升了官僚队伍的文化素养。其次，
大力繁荣文化教育。皇帝亲自出面号召
天下人读书，宋真宗曾经亲自作了一首励
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
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
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
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由此可见，皇
帝号召读书的力量该有多大。加上宋朝
出现了活字印刷术，印刷术与造纸术的合

璧使书本的印刷更方便，使宋朝的教育更
容易向民间普及。再次，执行相对宽松的
文禁政策。其中，突出的表现是不杀文人
高官。大家知道，宋朝出了一位铁面包公
——包拯。包拯刚直不阿，得罪了很多权
贵，甚至得罪过仁宗皇帝宠爱的张贵妃。
为什么包拯得罪了那么多人没有被杀
头？一方面是仁宗皇帝的包容，另一方面
则是宋太祖“不杀士大夫”的遗训发挥了
作用。在相对宽松的文禁环境中，宋朝涌
现了寇准、包拯、王安石等优秀的政治家
群体，司马光、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陆游
等优秀的史学家、文学家群体，黄庭坚、米
芾、张择端等优秀的书法家、画家群体，程
颢、程颐、朱熹等优秀的思想家群体，沈
括、李诫、苏颂等优秀的科学家群体等。

而且，宋朝时期，指南针开始运用到“海上
丝绸之路”航行中，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
纸币“交子”，宋词闪耀在中国文学史上，
北宋的都城开封首次出现了夜市，这些现
象都绝非偶然。

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
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
之世”，给予宋朝历史文化高度赞誉。著
名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也曾这样说：“宋
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
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
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
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邓先生所说的“空
前”是指超过了汉、唐，“绝后”是指超过了
明、清，他认为宋文化超过了汉、唐、明、清
文化，我认为这个评价是不过分的。

◆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保证了封建国家的政治稳定

◆便利的交通和繁荣的市场促进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发展

◆提倡文教和宽松的文禁带来了文化、教育与科技的全面繁荣

◆片面抑武和削弱边防的军事战略埋下了封建国家覆亡的祸根

河南，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多元文化在这里汇聚，商业文明在这里孕育，“四大发明”从这里走出。正如省委书记王国生在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所说，历史上的河南是出过彩的，也是开放包容的。

鉴往知来，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宋朝——

北宋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
开启活字印刷的历史

宋朝出现了世界上最
早的纸币“交子”

学术 观点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