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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时代黄河文化地标
全面展示黄河文化魅力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中最具凝聚力和影

响力的主体文化，也是世界文明中不断创新

且仍充满创造活力的轴心文化。黄河文化孕

育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性格、政治智慧、价值

观念，造就了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中最具代表性、最

具影响力的主体文化。省社科联党组书记、

主席李庚香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灵魂，是国家存续、民族赓续的“基因”

和力量之源。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黄河文

化具有根、源、干、魂、家的定位，根即根脉，

源即源起，干即主干，魂即灵魂，家即家园；

具有易、道、仁、理、心的精神特质和诗、酒、

花、梦、愁的表现形式。就本质而言，黄河文

明是一种水文明、农耕文明、道文明。黄河

之于中国、中华民族，不仅在于农业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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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苗长虹教授认为，黄河文化包括

史前文化、历史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涵盖河套文化、三晋文化、关中

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等地域文化，并与

丝路文化、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相互交织，

从炎黄二帝、大禹治水、河图洛书等传说，到

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

化、二里岗文化等考古文化序列的构建，神

话传说、文献典籍、考古发现三位一体，均证

实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在中华文明发祥发展过

程中的主根、主体、主轴、主脉地位。

黄河文化具有政治性、根源性、灵魂性、

包容性、系统性等特征。省政府参事、省社

科院原院长张占仓研究员提出，黄河文化先

后融汇了黄河支流上多民族的地方文化，并

在持续不断与外界交流合作中，吸收借鉴了

众多外来文化，逐渐升华为具有重要国际影

响力的黄河文化。他认为，黄河文化有四大

特征：一是根源性。这种根源性既具有国家

意义，也具有全球性意义。二是灵魂性。黄

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母体，也是我们坚定文

化自信的重要基石。三是包容性。黄河流域

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中原文

化与草原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融

合的枢纽，缔造了“万姓同根，万宗同源”的

民族文化认同和崇尚“大一统”体制的社会

主流意识。四是系统性。黄河文化所涉及的

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重要内涵具有完

备的系统性，构成了独特的东方思想体系。

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黄河文化

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新斌研究员认为，

黄河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他指出，中华

文化由若干以大河为代表的地域文化所组

成，包括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珠江文化、辽

河文化等，但黄河中游长期作为中国古代的

政治中心，以河洛文化和关中文化为代表的

黄河支流文化，既是地域文化，也是国家文

化，政治性是黄河文化的本质特征。

黄河文化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不

竭源泉。郑州大学教育学院二级教授杨光钦

提出，黄河文化既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也涵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所创造的现当代先进文

化，是凝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历

史上，黄河文化通过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文

化交流等辐射至日本、朝鲜半岛、中东乃至

欧洲各地，先进生产技术（如四大发明等）等

也从这里走向世界，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

极其重要的影响。现代革命时期，黄河流域

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抵御侵略和解放战争的

战略决策中心，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革

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吸收马克思主

义思想精华，为黄河文化注入了富有价值意

义的红色文化基因。进入新时代，黄河文化

被赋予了基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

态文明建设等新的时代内涵，以百折不挠的

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复

兴品格与大国风范、强国气度。从古代到近

现代，黄河文明源远流长，经久不息，彰显出

历久弥新的顽强生命力和巨大创造力。苗长

虹教授认为，黄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守正创新的轴心文化、

一体多元的认同文化、培根铸魂的根基文

化。黄委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纪委书记千

析提出，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象

征，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

力，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之根、讲好中国故

事之魂。

黄河文化传承与创新，是黄河文化从传

统向现代的转化与新解读。在实施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背景

下，整合黄河文化资源，打造新时代黄河文

化地标，对于留住中华文明传统记忆、展示

黄河流域文化魅力、构建全球华人的心灵故

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打造新时代黄河文化地标具有重大意

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尹书博强调，打造新

时代黄河文化地标是河南的使命所系、责任

所在。要站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坚定

文化自信的高度，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凝聚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高度，站在

延续历史文脉、铸牢文化旅游强省之魂的高

度，打造好新时代黄河文化地标。李庚香提

出，打造新时代黄河文化地标是树立中原文

化、黄河文化自信的需要，是构筑全国重要

的文化高地的需要，也是河南作为文化大省

应该负起的责任和担当。全国城市雕塑艺术

委员会委员、中国雕塑学会常务理事何鄂认

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世世代代中

国人永恒的心灵归宿与精神港湾。以黄河文

明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是世界公认的人类文明

巅峰，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

“一带一路”倡议深受世界各国欢迎和广泛

认同。打造新时代黄河文化地标不仅是时代

需要，也是全球华夏儿女和各国人民的心理

需求。

深刻挖掘黄河文化的精髓和核心要义。

省社科联原副主席王喜成表示，黄河流域是

中华文化的源头、核心和代表，是河图洛书、

八卦周易和甲骨文等的策源地，青铜文化高

度发达，石窟艺术举世震惊，建筑文化异彩

纷呈，陶瓷艺术精美绝伦，墓葬文化世人惊

叹，武术文化享誉中外。贯彻落实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必须深刻挖掘

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把有关黄河的一系列

重大问题研究深研究透，把有关黄河的故事

讲足讲好。郑州师范学院国家中心城市研究

院副院长杜学霞教授提出，黄河精神是中华

民族精神，黄河精神的精髓是治河精神。河

南打造新时代黄河文化地标拥有自然、地

理、文化等方面突出优势，要深入挖掘、弘扬

黄河文化精神，承担起黄河文化发展的使

命。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主任王

云红教授认为，“水”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

与灵魂。要围绕黄河“水”文化的探索与开

发，全面提炼与展示黄河流域水神信仰，凸

显不同历史时期黄河治水英雄人物，重点打

造一批特色名胜古迹。

准确把握黄河文化的核心和主干。郑州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二级教授、文化产业研

究中心主任汪振军认为，黄河文化的核心和

主干是中原文化。他提出，黄河文化由多个

地域文化组成，如青海的藏文化、四川的巴

文化、甘肃的陇文化、宁夏的回族文化、内蒙

古的蒙古族文化、陕西的三秦文化、山西的

三晋文化、河南的中原文化、山东的齐鲁文

化，这些文化因黄河而形成，成为“多元一

体”“一体多样”的文化，但核心和主干是中

原文化。因此，黄河流域河南段的文化地标

在历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和价值。河南境内至

今仍保存着大量的黄河文化标识，如文化遗

址大河村、地标城市郑汴洛、标志性建筑嘉

应观、文化空间地坑院、特色文化太极拳等，

这些文化标识既是黄河文化的证明，也是中

原文化的积淀。

黄河文化地标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

程。要在深入挖掘黄河文化深刻内涵与时代

价值的基础上，科学布局，统一规划，分级分

类，协调推进，全面构建彰显黄河文化底蕴

与特色的有机体系。

目标追求要“高、大、上”。黄河交通学院

校长、黄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王裕清

教授表示，新时代黄河文化地标建设必须追

求明确的目标。所谓“高”，是指立意要高

远。纵向维度上，既要源于黄河文化深厚的

历史积淀，又要表达和传递新时代的精神理

念，并对未来提供价值引领与思想启示；横

向维度上，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挖掘既有

中华民族特色、又令世界其他民族产生共鸣

并能为之提供借鉴的价值取向。所谓“大”，

是指气魄要宏大。在精神层面上，能够围绕

某一主题，体现本地个性、凸显中原品格、展

示中国气派、富有东方神韵；在外观上，视觉

冲击感强烈、具有震撼力，富于艺术美、具有

想象力，是同类作品中的鸿篇巨制、传递中

国文化的大手笔之作。所谓“上”，是指品位

要上乘。包括地标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水

准、环境协调性以及与特定时代和特定地区

人们的审美心理和文化心理的契合度，特别

要防止贻笑大方的尴尬状况。

意象表达要大气恢宏。苗长虹教授表

示，新时代黄河文化地标首先应具有国家意

义、时代价值，同时应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

共识性等特征。何鄂认为，新时代黄河文化

地标首先应具有东方文明、东方审美的独特

性、唯一性，同时具有世界性；应是黄河文

明、世界人文的巅峰之作；应给予人们一心

向往并无限追求崇高卓越的召唤力；应具有

激励人们对美好生活无限憧憬并心甘情愿自

觉付诸努力的前进动力；应是人们感受大爱

无疆、共享友谊、精神寄托的物化载体；应是

以艺术魅力取胜、震撼心灵，陶冶高尚情操、

铸就高贵人格的旷世巨作；应是抚慰人类心

灵，回归本真善良自我的精神坐标。华北水

利水电大学原党委书记、黄河文化研究会会

长朱海风教授表示，黄河文化地标设计应体

现以“人文”化“天下”的宗旨，体现表里互征

之、形神兼备之、雅俗共赏之、近悦远来之的

品质特征，达到展示黄河之魂、华夏之根、农

牧重地、艺术之源、古道遗韵、民族风情的目

的。

元素构成要宽窄适度、重在精华。商丘

市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赵继彬表示，新

时代黄河文化地标应包括历史的、当代的，

物质地理的、文化精神的元素，应体现中华

文明的高度和人类不同文明交流的价值和视

野，其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理念、人文精

神，不仅能表述中华民族的思想和精神内

核，而且对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具有

一定参考价值。朱海风教授提出，黄河文化

地标的研究和建设，既不宜面面俱到地展示

黄河文化，也不能把黄河文化归结为某种单

一的抽象精神，应聚焦、凝结黄河文化的核

心内容，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对现有各种

黄河文化要素进行总结、整合、升华。杨光

钦教授表示，黄河文化地标不是一个单薄的

面无血色的线性概念，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富

有内涵的立体化多元要素系统集成概念。并

非与黄河文化有关的“物—事—人”皆可视

为黄河文化地标，把概念无限扩大或非理性

地泛化滥用，可能使黄河文化地标失去自身

的光环。

建构过程要统筹谋划、协调推进。河南

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明钦教授认

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首先要明确黄

河文化资源有哪些类型、在哪里、重要性如

何以及怎样识别。要注重黄河文化地标在中

华文化根脉中的重要地位，突出其在黄河流

域及国家黄河治理中的重要位置，加强空间

组合和整合，形成一个整体的、主题鲜明的

文化地标体系。汪振军教授认为，既要重视

单个的文化地标，也要重视各个地标之间的

联系；既要重视历史价值，也要重视时代价

值；既要着眼于地标自身内涵的挖掘，也要

着眼于其对整个黄河文化的贡献；既要发挥

黄河文化地标“培根铸魂”的精神价值，也要

创造黄河文化地标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

效益。王喜成提出，打造新时代黄河文化地

标，要注重组织性、规划性、地域性、层次性、

标志性、故事性、协同性。省社会主义学院

副院长孟鑫表示，要按照党中央关于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安排，建立统

筹协调的领导机制、职能部门的协同机制、

沿黄各地的联动机制，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推动形成群策群力、

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

于华龙表示，要以机制建设为保障，加快构

建有利于黄河文化传承创新的制度体系，推

进黄河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建设路径要依托“天、地、人”。王裕清教

授提出，所谓“天”，是指与天齐高的顶层设

计。全省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文化地标，

构成一个完整的地标系统。这些要素如何布

局、如何分层，要遵循科学性、系统性、专业

性、特色性原则，做好系统谋划。建议分级

成立黄河文化地标建设领导小组，负责省、

市、县各级地标的顶层设计，并纳入河南“十

四五”发展规划。所谓“地”，是指立足本土

的大地情怀。河南黄河文化地标，源自黄河

文化，立足河南大地。要深入研究河南本土

文化，让那些停留在书本里、隐没在馆藏中

的无价之宝，以鲜活的地标形象，生动地步

入人们的视野，展现黄河风光、黄河气势、黄

河精神，体现河南品格、河南形象、河南气

度。所谓“人”，是指众人参与的创建模式。

要汇人智、聚人气，强化全员参与、全程参

与。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我心中的河南

十大黄河文化地标”评选活动，让黄河文化

地标建设工作深入人心。

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拥有丰富的黄河

文化资源。要在系统梳理黄河文化特征的基

础上, 提炼黄河文化精神, 精心打造新时代

黄河文化地标, 将黄河河南段丰富的文化内

涵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出来, 体现河南黄河

文化的独特魅力。

黄河文化地标体系要分区布局。张新斌

研究员认为，黄河文化地标体系的构建，学

术根基要扎实，文化象征含义要准确，地标

体系建设要完整，要从构建黄河文化旅游带

的层面进行战略考量。苗长虹教授建议，以

郑汴洛古都走廊为核心区，以三门峡的仰韶

文化、安阳鹤壁濮阳的商周文化为两翼，以

焦作新乡济源的南太行黄河山水文化、平顶

山漯河周口商丘的黄河淮河交汇文化为支

撑，构建起一个大的体系格局；每个地市根

据各自在体系中的定位，再寻求自己的主地

标，凸显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在此基础上，

构建完整的、有机联系的、时空融合的地标

体系。黄委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泥沙研究

所杨明教授表示，当代地标建设要与遗产保

护相结合，系统梳理河南境内的黄河遗迹特

别是黄河故道资源，以现行河道为纲、历史

河道为网，树立立体的、历史的黄河文化地

标数据库，统筹谋划黄河文化地标体系建

设。

黄河文化主地标要精心选取。王明钦教

授提出，按照其所承载的意义，黄河文化主

地标可从黄河水利工程、历史事件、文化遗

址、黄河自然景观、黄河治理等多种文化资

源类型中识别和选取。要努力打造国家级黄

河文化地标，进一步凸显河南在黄河文化保

护传承中的战略地位，提升河南黄河文化的

国内外影响力。张新斌研究员表示，黄河文

化主地标建设应以“中华源”“民族根”“黄河

魂”为基本理念。巩义市河洛汇流处，是黄

河文化主地标建设的最佳地域选择，建议在

此打造“中华归心塔”（河洛塔），作为万众归

心的心灵感知地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

象征。杨明教授认为，河南几千年来一直处

于中华文明核心区，毛主席视察黄河处最应

该建一座母亲河雕塑，将其打造为全球华人

的寻根地标。

深入挖掘黄河历史文化遗存。河南理工

大学副校长张锟教授提出，黄河流域文化资

源丰富，河南段尤为突出。多年来，河南以

郑汴洛都城文化为核心，挖掘开发黄河右岸

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形成了当代文化发展史

上的独特优势。由于各种原因，具有独特自

然地理区位优势、蕴含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

黄河左岸，被长期忽略和遗忘。以焦作为

例，焦作市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7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04 处；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 13 项，居河南之最，但很多不为人

知，有待深入挖掘其历史时代价值。杨明教

授认为，打造新时代黄河文化地标，河南境

内最有优势的当属古黄河生态水系。由于历

史原因，黄河在华北平原往返摆动，在河南

境内留下了大量地标，如荥泽、莆田泽、鸿

沟、大 伾 山 ，这 些 地 标 在《尚 书》里 都 有 记

载。开封水系、贾鲁河在历史上也很出名。

建议纳入“古黄河生态水系”，统一进行规划

设计，实施古黄河生态水系修复工程，以此

为载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以文化创意弘扬黄河文化地标。汪振军

教授提出，当前黄河文化地标传承过程中存

在以下问题：一是符号失衡，如洛阳龙门石

窟每年游客达数百万人，而仰韶文化的典型

代表大河村却鲜有人问津；二是符号闲置，

一些特色文化如焦作太极拳，未得到充分开

发；三是符号误读，如郑东新区的千玺广场，

设计本源为登封的嵩岳寺塔，却被叫作“大

玉米”；四是符号污染，如郑州的百年德化

街，现已面目全非；五是符号消失，如郑州棉

纺城，文化遗产已消失殆尽。他建议，建设

全媒体传播格局，占据主流媒体，充分利用

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

平台，善于用影视剧讲好黄河文化地标故

事；将文化地标转化为文化符号，创意设计

成产品，让人们“将文化带回家”。杨明教授

建议，要善用各种文化、艺术和高科技手段，

叫响一个口号“大（壮）美黄河，尽在河南”。

如，历史上盘庚西迁，最终迁至安阳，据说与

黄河洪水灾害有关，建议以小说或电影的形

式讲好盘庚西迁的故事；开封城摞城，世界

仅有，建议结合既往考古工作，开发建造开

封城摞城博物馆，采用垂直玻璃电梯，带领

游客感受从魏晋大梁都城到大宋汴梁再到当

代社会的社会变迁；筹划一部展示黄河文化

的品牌演出，如《印象·黄河》，纳入壶口瀑

布、青藏高原、入海口等元素，做黄河文化的

集大成者，让观众从中接受古老黄河文明的

心灵洗礼。

擦亮“中国黄河文化之乡”名片。千析提

出，武陟拥有的黄河文化地标涵盖历史文

化、革命文化和治黄文化，具有很好的典型

性、代表性和覆盖度。中央文史馆特约研究

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罗杨认为，武

陟拥有诸多黄河文化历史遗存、传说故事、

风俗习俗；既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又有

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具黄河文化地标

价值。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新年表

示，一部武陟发展史，半部黄河变迁图。武

陟要聚焦治黄文化，以文旅深度融合为主

线，对嘉应观和人民胜利渠渠道进行升级改

造，将其打造为我国治黄史上的双子星座，

成为中国治黄文化的核心展示区。郑州大学

商学院教授周阳敏建议，武陟要做好“红、

黄、黑、蓝、绿”五篇文章。“红”指以人民胜利

渠渠首为代表的红色文化；“黄”指以嘉应观

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黑”指以宗祠、祠堂为

代表的宗庙文化；“蓝”指恢复黄河河运功

能，如在黄河弯道打造黄河港，形成新的经

济增长点；“绿”指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如在

黄河北岸打造千里绿色长廊。武陟县委书记

秦迎军强调，作为全国唯一的中国黄河文化

之乡，武陟将自觉扛起黄河文化传承的历史

责任，挖掘好、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黄河

文化，全面加快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全

力推进黄河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为加快新时

代黄河文化地标建设、推动黄河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黄河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组

2019 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南视察并主持召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要保护传承

弘扬黄河文化，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

“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为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提

升对黄河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为打造新时代黄河文化地

标、推进文化旅游强省建设建言献策，日前，由省社科联、

黄委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主办，焦作黄河河务局、武陟

县人民政府、中国黄河文化研究中心、黄河交通学院承办

的河南省社科界“黄河文化与黄河文化地标”理论研讨会

在武陟县召开。会议邀请张占仓、朱海风、罗杨、何鄂、王

喜成、张锟、王裕清、杨明、王明钦、张新斌、汪振军、苗长

虹、杨光钦、周阳敏、于华龙、赵继彬、杜学霞、王云红等省

内外 20余位专家学者，就有关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主要

观点综述如下。

黄河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是坚定
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
重要根基

1

深入挖掘提炼黄
河文化精神，为打造黄
河文化地标提供内在
支撑

2

新时代黄河文化
地标的目标设计与建
设路径

3

讲好河南境内的
黄河文化地标故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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