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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斌

黄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文化符号
是中华文化符号体系的主体展示，
黄河文化符号体系的建构是中华
民族根魂的具体体现，认真研究黄
河文化的符号重构，对于中华文化
的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
化的核心代表

在中国大江大河体系中，黄
河干流并不算最长，流域面积也
不算最大，但是黄河对于中华文
明和中华民族而言，其象征意义
并不是其他大江大河所能比拟
的。黄河从青藏高原一路东下，
跨越中国地理的三大阶梯，直奔
大海。其中黄河中游与中下游之
交最具代表性的河洛文化和关中
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

从夏商周直到汉唐北宋，中
华文化的顶级辉煌，中华文化所体
现的世界文明的高度，就是以长
安—洛阳—开封为东西轴线的中
国大古都的“黄河时代”，中国核心
王朝的政治中心在这里长达3000
多年。中国传统的科技发明创造
在这里诞生，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
在这里形成，中国最顶尖级的人才
在这里汇聚，中国的民族融合在这
里发生，中国最主要的思想理念在
这里生成，中国重要的文化底色在
这里着色成功。黄土—黄河—黄
种人，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黄
色文明”。在中国的江河体系中对
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最具影响
的河流就是黄河，正如毛泽东同志
所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
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等于藐视
我们这个民族。”

黄河文化符号是中
华文化符号的主体展示

黄河文化符号是黄河文化最
具代表性的成就体现，是黄河文
化的精华。黄河文化符号实际上
就是中华文化符号的主体代表。

汉字。以象形为基础的汉
字，由包括象形、会意、形声、指事

等方法而构成了汉字的结构组
合。汉字不但包含了中国人对世
界的丰富体验，也是中国人思维
方法的具体体现。仓颉造字的传
说发生在黄河流域，尤以陕西长
水和河南南乐的仓颉庙最为著
名。贾湖的契刻符号是考古发现
最早的汉字符号，距今已七八千
年。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为
最早最为成熟的汉字体系。周原
发现的青铜铭文，是中国金文的
大篇幅杰作的重要代表。东汉汝
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许慎的
《说文解字》，则解开了汉字的构
造秘密，成为中国最早的汉字字
典。汉字的篆体、隶书、行书、草
书，最早也都形成于黄河流域。

河图洛书。由文献中的伏羲
画八卦相关联的河图洛书，成为
中国人最早以阴阳为代表的思想
理念，其形成在黄河流域，尤以黄
河与洛水汇流处最具代表性。阴
阳太极理念开启了中华文化思维
模式的先河，并由《周易》得以发
展。“文王演周易”的历史，就发生
在汤阴的羑里。由《周易》而形成
了儒道两大文化流派，儒家的创
始人孔子出生在黄河下游的鲁
国，其到中原周游列国，并形成和
完善了儒家体系；道家的创始人
老子出生在黄淮之间的河南鹿
邑，他的主要人生阅历以及重要
成果《道德经》，也是在黄河流域
体验完成。

长城。中国长城是修建时间
最长、工程量最大的防御型工
程。长城修建最早起源于东周列
国之间，尤以位于今山东的齐长
城、位于今河南的楚长城，时间最
早。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列国
间的边城连接成防御北方少数民
族的长城。汉、隋、唐、明等王朝，
均在北方边界不断构筑长城。尤
以明长城最具完整性和代表性，
总长度 6700 公里。历代王朝所
修长城主要位于黄河流域，是农
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也
是华夏文明发展壮大的重大守护
体系，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不畏
强敌的象征。

四大发明。中国对世界科技
最大的贡献就是“四大发明”，其
中指南针，古又称之为“司南”。
《鬼谷子》有“郑人之取玉也，载司
南之车。”反映最早的司南实践在
中原。造纸术，在西安灞桥的汉
墓中发现了西汉的纸张，东汉时

蔡伦在洛阳又改进了造纸术。印
刷术，在西安的唐墓中发现了高宗
时的佛经印刷品，应为最早的雕版
印刷实物。北宋开封则成为全国
最大的活字印刷中心。火药的产
生则与炼丹有关，晚唐时火药已出
现，嵩山则为道教炼丹中心，最早
的火药配方就出自北宋官修的《武
经总要》一书，而这部书的修纂在
京城开封。

二十四节气。它是古代先民
顺应农时，通过对天体运行的长
期观察，对一年中时令、气候、物
候方面变化规律科学探索而形成
的知识体系，是中国悠久农耕文
明成就的具体体现。二十四节气
的名称最早见于《史记-太史公自
序》和《淮南子》，历代历法及节气
的确定，也是以黄河流域为基准。

黄河文化符号，还包括中医、
瓷器、丝绸、戏剧、酒、围棋、城市
中轴对称、四合院等，反映这一文
化符号可以通过分层而成为一个
庞大的体系。如果进行对比，就
会发现中华文化符号体系的主体
就是黄河文化符号体系。

黄河文化符号体系
建构是中华民族根魂的
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文
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黄河文化
符号实际上是黄河文化的主要代
表性元素，黄河文化符号的梳理，
对于我们认识黄河文化的价值，
认识黄河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
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要从中华民族根和魂的角度
去梳理黄河文化符号。根和魂，代
表了中华民族的本色，以及浸润在
民族骨子中的不屈的精神。要从
自身文化的深处探寻根脉，铸就灵
魂。将体现民族根魂的文化符号
提炼出来，以不断传承光大民族凝
聚发展壮大的文化基因。

要从中华文化认同的角度去
梳理黄河文化符号。中华文化认
同是中华民族发展最根本的基础，
要从黄河文化符号的梳理中寻找
历史上促进民族融合发展的关键
点、关键符号、关键要素，从而使我
们这一多民族国家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中华民族
走向复兴的关键所在。⑩5（作者系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

□杜学霞

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
不同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产
生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如陕西
的三秦文化、山东的齐鲁文化、
河北的燕赵文化、两湖的荆楚
文化等，产生于中原地区的文
化则是中原文化。“中原”有广
义 和 狭 义 之 分 ，广 义 上 的“ 中
原”一般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
狭义则指现在的河南省，我们
这里讲的是狭义“中原”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原文化是
一种地域文化。但中原文化又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化，
中原是华夏文明发源地和核心
区域，南宋以前一直是中国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原文
化对中华文明具有重大影响。

黄河文化是指萌生、发展、
繁 荣 和 传 承 于 黄 河 流 域 的 文
化。由于黄河上游、中游和下游
气候和自然环境等不同，历史上
形成了河湟文化、关中文化和河
洛文化、齐鲁文化等地方特色文
化，其中广义上的河洛文化就是
中原文化。中原地区位于黄河
中下游之交，生活于此的华夏民
族创造了丰富灿烂影响久远的
华夏文明，华夏文明是中华文明
的源头文化和主干文化，也是黄

河 文 化 的 源 头 文 化 和 主 干 文
化。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华夏
文明的政治模式、典章制度、伦
理思想等都从中原地区传播开
来，因此，中原文化是黄河文化
的源头、核心和代表。

黄河文明是指以黄河文化为
基础而产生的整个文化系统。世
界上所有古老文明的起源都与大
河有关，如尼罗河之于古埃及文
明，两河流域之于巴比伦文明，印
度河之于古印度文明，黄河文明
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大河文
明。在上述几种世界古老文明
中，唯独黄河文明连绵不断从古
到今，这就是黄河文明与其他古
老文明最大的区别。

历 史 学 家 汤 因 比 的“ 挑 战
——应战”理论认为，文明的产
生既不是靠种族的优越，也不是
靠地理环境的良好，而是人们面
对环境的不断“挑战”而进行成
功“应战”的结果。按照这种理
论，黄河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绵不
绝，固然与其产生的自然条件有
关，更与这个文明的建构主体
——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勇于
战胜各种困难有关。黄河流域特
殊的地理和气候为人们提供了基
本的生存条件，但黄河不定期泛
滥也对人们的生存构成极大挑
战。面对肆虐的黄河，中华民族

更多的是相信自身的力量，与水
患 不 断 进 行 着 艰 苦 卓 绝 的 斗
争。中华民族的治黄史就是一
部治国史，中华民族与洪水灾害
抗争的过程也铸造了独有的文
化品格，形成了黄河文明包容
性、辐射性和思想大一统性等
文化特征。黄河文明在中原地
区最早露出了文明的第一缕曙
光，此后不断与周边地区进行
文化交流，吸纳包容周边地区
文化，并向周边地区辐射，逐渐
形成大一统思想。秦汉以后，
黄河文明的大一统思想进一步
得到加强和巩固，黄河也成为
中华民族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
的文化图腾。

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和黄河
文明之间的区别和关联在于：黄
河 文 化 是 黄 河 流 域 文 化 的 总
称，中原文化既是黄河中下游
河南段的文化，又是黄河文化
的最高体现和集中代表。黄河
文明是一种大河文明，有连续
性 、辐 射 性 和 大 一 统 性 等 特
征。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和黄
河文明都与华夏民族分不开，
华夏民族在中原地区创立了华
夏文明，华夏文明是中原文化
根和魂，也是黄河文化和黄河
文明的根和魂。⑩5

（作者系郑州师范学院教授）

中原文化与黄河文化、
黄河文明的关系阐释

□李龙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
“魂”。中原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扎“根”系“魂”的重要文
化。中原文化研究、中原学学术体系
的构建是推进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
扬的有力抓手。

中原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原
文化，中原文化又是黄河文化的核心
与主干。中原史前文化谱系最为完
整，是中华文明之源的最重要组成部
分。我国八大古都四个在中原，是国
家文化最典型的代表。百家大姓大
部分源自中原，是中华姓氏文化之
根。黄河文化的根源性、包容性、融
合性等特性，最终凝炼、形成于中原，
在中原文化中得到最充分体现。中
原学学术体系构建，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原文化，既有利于中原文化的保护
传承弘扬，实质上也是黄河文化保护
传承弘扬的最主要内容。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
“魂”，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培根
铸魂”的重要工作。中原学学术体系
构建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更好地研究中
原文化、黄河文化，更好地提炼和彰
显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对中原
文化、黄河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的
保护传承弘扬，其实质也是在进一步
研究的基础上，将其价值进行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就要求我们
要加快构建中原学学术体系，以满足
新时代的需要。

中原学作为近年来兴起的地方
学，涉及中原的历史、文化、经济等
多个学科。加快中原学学术体系构
建，可组织各学科专家、学者细化对
各自领域的研究，组织各学科专家
团队联合攻关，推出具有重大影响
力的成果，在历史文化、沿黄文旅融
合、沿黄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突破，
建设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示范
区。

加快中原学学术体系构建，一
要科学界定“中原”的地域范围。中
原学的“中原”应取广义的“中原”，
即黄河中下游地区，以更好地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保护传承弘扬黄河
文化”的讲话精神，更好、更大发挥
中原学在黄河文化研究中的影响
力。二要科学树立中原学研究的
目标指向。中原学研究的核心目
标是研究河南省的历史文化和现
实问题，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提供
智力支持。更大的责任担当则是
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历史文化
与经济社会问题，推动黄河文化保
护传承弘扬，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
展。三是要科学构建中原学的框
架。以研究中原历史文化为基础，
解决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问
题；以研究经济社会问题为基础，

为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
护 航 ；以 区 域 经 济 文 化 研 究 为 基
础，总结河南省内乃至整个黄河中
下游各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模
式。四是科学确定中原学研究核
心内容。有学者认为，中原学研究
内容应分为两大块：一块是以中原
历史文化的丰富积淀为研究对象，
主要解决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
展问题；另一块是以当代中原所面
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主
要 解 决 中 原 崛 起 与 河 南 振 兴 问
题。而总结中原文化发展规律，提
炼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精神是中原
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五是科学运
用中原学的研究方法。中原学研
究内容是多元的，研究方法自然也
应该多元化，系统研究法、历史对
比法、时空结合法等都是中原学研
究的最基本的手段与方法，理论联
系实际则是这些手段与方法的灵
魂。六是科学组建中原学研究团
队。中原学作为多学科研究的综合
体，最终能否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
学，关键在于能否组建高效的科研
团队。要充分整合省内外高校、科
研单位的专业人才，完成具有针对
性的科研课题，推动中原学研究与
时俱进和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弘
扬。⑩5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

员）

□李庚香

中原学既是学问之学，更是学科
之学。走学科化之路，建设中原学，
为大省河南的发展提供经世致用的
知识体系、思想体系、话语体系，标志
着我们学科建设的自觉。从中原历
史文化研究到中原学的提出是质的
提升，从中原历史文化研究到黄河文
化、黄河文明研究同样是质的提升。

不知历史，不知轻重。河南是中
华民族的摇篮，是“最早的中国”所在
地，是“黄河边上的中国”，也是新时
代中国的缩影和代表。以河南为中
心的中原，具有厚重的中原文化、黄
河文化和黄河文明。黄河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根和魂。先秦时期形成的
外儒墨内道法的深层思想结构，由秦
汉而唐宋形成的儒释道思想内涵，到
近代的中西之争，再到当代的“马魂
中体西用”乃至新时代的“一个高举
两个巩固三个建设”，无不与黄河文
化、黄河文明相联系，都与大河文明
的思想创造密切相关。黄河文明是
中华文明的骨骼与主体，也是中原学
学科建设的主攻方向。

黄河是一条自然河、生态河，更
是一条文化河、文明河。黄河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文化，是黄河流域
古今多民族人民在与自然的交互作
用中生成的灿烂文化，铸造了中华民
族的性格和品格。从华夏民族到汉
民族再到中华民族，国家认同、民族
认同和中华大一统都是以黄河文化
为核心而凝聚和发展起来的。黄河
文明记载着早期中国从部落到国家，
帝制中国从国家到天下，转型中国从
危亡到再生，创新中国从崛起到复兴
的全过程。黄河文明所承载和创造
的政治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无
可替代的意义与价值。从仓颉造字
到李斯统一文字再到许慎的《说文解

字》，特别是殷商甲骨文的发现，黄河
流域的先民们由文字出发而开始了
文物、文学、文化、文明的创造。中国
思想文明中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家国一体、富民安邦，和而不同、求同
存异等思想，对于变革中的中国、动
荡的世界都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黄河文明是立体的、综合的复杂
体系。首先，它具有根、源、干、魂、家
的历史定位。其中最核心的定位是
两个：一是根的问题。四大文明古国
中，黄河文明绵延至今。黄河文化在
中华文明体系中具有发端和母体的
崇高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
头。而中原大地，黄河之滨，嵩山之
坳，是中华民族之根、文字之根、姓氏
之根。历史学者要研究黄河文化之

“根”，就要把握中原深处，研究伏羲、
黄帝、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岗文
化、夏文化、殷商文化。二是魂的问
题。黄河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滋养和历史渊
源。学界专家要研究黄河之“魂”，就
要深入研究人脉、地脉、水脉、文脉后
的“学脉”，深刻理解中原价值观，深刻
掌握中原智慧。其次，它具有易、道、
仁、理、心的深层文化结构。再次，它
具有诗、酒、花、梦、愁的艺术表现形
态。但就本质而言，黄河文明是一种
水文明、道文明、农耕文明。黄河之于
中国、中华民族，不仅仅在于农业和经
济的给养，还在于精神的滋养。黄河、
黄土、黄帝，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
心灵故乡和精神家园。

我们深知，黄河学研究大于中原
学研究。一方面，黄河文化包括河湟
文化、秦晋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
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海岱文明）
等流域文明。黄河学不仅包括黄河
文化及其相关的人文、经济、社会等
学科，也包括生态、地理、水利等自然
学科，是一个跨领域的综合学科。但
中原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的中心，决定
了我们研究中原文化就是研究黄河
文化、黄河文明。中原文化始终是我
们研究黄河文化、黄河文明的精神资

源和源头活水，是中华民族千秋万代
的巨大精神财富。另一方面，从中原
视野上升到黄河视野，就是上升到中
国视野和中华民族视野。新时代重
构现代意识形态体系，要求我们在

“中原学”中重新定位中原文化与黄
河文化、黄河文明，与中华文化、华夏
文明的关系，透过中原文化、黄河文
化研究，呈现和提升中国智慧、中国
规律、中国逻辑、中国价值。

黄河文化、黄河文明是一种流域
文化、流域文明，同时具有世界意义、
时代价值。不同文明的起源和发生
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互动过程。埃及、
西亚和印度等几大古文明均孕育于
大河（尼罗河、两河和印度河）流域。
同样，中国古文明也主要孕育于黄河
流域，它的革故鼎新精神直到今天都
是我们的丰厚滋养。传说大禹治水，
在疏与堵中选择了“疏”，并上升为解
决问题的方法论。究其实质，一是坚
持了问题导向，二是尊重了客观规
律。当前，在中原更加出彩的征程
中，无论是科技创新、社会治理创新，
还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都需要我们秉持黄河文明革故鼎
新的精神。

黄河，对于河南经济社会发展至
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
河南高质量发展、中原更加出彩。河
南省委书记王国生指出：“河南的根
脉在黄河，安危在黄河，高质量发展的
潜力也在黄河”。在新时代黄河大合
唱中奏响出彩的河南乐章，要求我们
扎根中原大地，讲好黄河故事，汇聚
起加快发展的正能量，以正能量推动
高质量发展，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幸福河”“文脉河”“学脉河”上
走在前列。我们要只争朝夕，不负韶
华，聚焦黄河文化、黄河文明这一主
题、主轴和主方向，通过黄河文明在
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不断推动中原学理论与实践的双重
创新。⑩5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主席）

编者按：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原文化是黄河文化的基本支撑和集中体现。深入挖

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中原历史文脉，是中原学研究的题中之义，更是

重要的学术立足点、学科支撑点和话语增长点。新时代，中原学研究要聚焦黄河文化、黄河文明这一

主题，通过黄河文明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推动中原学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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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符号重构与中华文化认同

中原学学术体系构建
与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

深入研究黄河文化与黄河文明
推动中原学理论与实践双重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