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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
许多地区都有过杰出的瞬间，但在文明的
奠基和形成阶段，中原文明出类拔萃。

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古国
时期，在万邦林立中，崛起于中原的黄帝古
国分外瞩目，史载，黄帝平定天下，实现了
天下大同，创造了城池、住房、文字、青铜、
音乐、医药、舟车等，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
初基业。黄帝部落被尊为天下邦国盟主，
黄帝被后世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距今 4100 年前，夏王朝在中原建
立，开启了南到江淮、北到太行、西到华
岳、东到齐鲁广阔区域内“一呼百应”的新
局面，这是一个重大开端，中国一统局面
自此肇始。夏王朝建立了今天能够读到
的最早国家形态、初步社会结构、能言文
明之规，在中原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夏
文明开始成为广阔区域的主导文明。

距今3600年前，商王朝在中原建立，
其有效统治南部抵达湘赣，北部统领辽
河，西部扩至甘青，东部影响海岱，将中国
一统天下的区域发展到新阶段。社会发
展也达到了新高度，文字在商代成熟，典
册自商代书写，历法产生了闰月，数学有
了十进位运算，等等。在夏文明基础上成
长起来的商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距今 3100 年前，周王朝建立，不仅
全盘继承夏、商文明，甚至连夏、商建国
立都于“天地之中”理念也紧紧追随，在
距嵩山“天地之中”西去70多公里的洛水
之畔建立了她的东都洛阳，以此昭告，周
王朝也居“天地之中”奉天行事。由此，
周王朝摹画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架构。

以夏、商、周为代表的王国文明作为
跨越广袤地域的文化核心，使上古时代
中国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达到了

新的高度，他们开创了中华文明，奠定了
中国雏形，被尊为开天辟地之始祖三
代。由于这些国家是在“天地之中”的中
原地区立国的，位居天下中央，于是，当
时的人们便将这些国家尊称为中土之
国、中原之国、中央之国，也简称“中
国”。地理上的“中国”由此诞生。

地理上的“中国”概念在 3000 年前
已很清晰，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何尊”铭
文就明确记述，人们把嵩山地区称为“中
国”。战国时期，范雎在为秦王谋划兼并
天下之策时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
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
枢。”韩国、魏国即今日郑州—开封一带。
显然，这个时期人们不仅有了“中国”概
念，而且，明确了其所在，即以今天郑州为
中心、东起开封、西到洛阳的区域。“中国”
一词既指建立在这个区域的某一个具体

国家，也泛指建立在这里的其他国家。
随着夏、商、周等中原王朝的强盛和

一统天下，他们被尊为中央王朝，而他们
在这里的连续建国，又强化了“天地之中”
的中原文明的发展和传播，尽管在中国历
史发展史上出现过其他地区无比灿烂的
文明，但强势的中原文明愈来愈强，并不
断吸收其他文明，在广阔的东亚地区形成
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主要内涵和
特征的中华文明体系。由于三代王国是
从“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源起的，主导的
文明是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基础
强大的，“天地之中”由地理概念再演变为
政治概念，后世将继承三代王国衣钵的国
家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国”，将赓续三
代王国文明的文明以“中”来命名，称为

“中华文明”。历史中国就此形成。⑩7
（作者系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

□何毓灵

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问，其研究对象
却是古老的人类文明，中国考古学同样如
此。区区百年，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冒酷
暑、历严寒，用手铲一页页揭开了埋藏数千年
的中华文明之“地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的那样，“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
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中华文明起源和
发展的历史轨迹也因此逐渐条理清晰、脉络
分明。被誉为“中国考古学摇篮”的殷墟在中
华文明进程中地位如何，又有何作用呢？

百年中国考古学史也是中华文明溯源
的历史，回望百年历程，殷墟是中华文明溯源
的原点与基石。甲骨文字的发现与研究把
中国信史推进了约一千年，更使得殷墟成为
刚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不二之选。“风雨如
晦，鸡鸣不已”，历经十年、十五次考古发掘，
发现了殷墟宫殿、王陵等遗迹以及大量的刻
辞甲骨、青铜器、玉器、陶器等遗物，殷墟文化
特征逐渐明朗。而后冈遗址仰韶、龙山、殷墟
文化“三叠层”的发现，更是以殷墟为起点，开
启了中华文明探源之旅。新中国成立后的
七十余年，考古学事业突飞猛进，各区域逐步
构建了考古学年代框架与文化谱系。二里
岗、二里头、先商、岳石等相当于夏、商王朝时
期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与殷墟这
块基石密不可分。不仅如此，殷墟周边区域
青铜文明，北到长城沿线草原青铜文化，南至
长江流域三星堆文化，西抵关中西部先周文
化，东达山东半岛珍珠门文化……以殷墟文
化为坐标及参照，它们的年代更加精准，文化
内涵也更加清晰。始于2001年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成果丰硕，大量的考古新发现实证了
中华五千年文明。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殷墟
这块基石，很多现在被认为是铁证如山的结
论仍会是纷争不断、莫衷一是！

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中，无论如何强调
以甲骨文字为代表的汉字系统的重要性都不
为过。甲骨文字是三千多年前的成熟文字，
殷墟已出土刻辞甲骨16万余片，据研究有近
4500个单字，目前已释读约1500字。甲骨文
主要记载的是殷商王室的祭祀占卜内容，虽
然内容丰富，但题材相对单一。可“殷人有册
有典”，学者们相信当时还有其他类似于竹简、
木简之类的文字载体，只是华北地区土壤不
利于这些易腐蚀的有机物的埋藏而未能发
现。甲骨文如何形成、其源头又在哪里？这
同样困扰着学术界。不过新石器时代的大量
图画、符号清楚表明，甲骨文之先还有漫长的
文字演化之路。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从此成
为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虽然字体有所变化，
但却始终一脉相承，是目前十几亿中华儿女
仍在使用的“活文字”，成为中华儿女血脉相
连、生生不息的基因和纽带，这与其他文明古
国的“死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司母戊大鼎是目前所知体形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它不仅
是殷墟时期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的典型代表，更是此时完备的
社会礼制的缩影。殷墟是目前所知古代都城内发现铸铜作坊最
多的，规模也是最大的。这些铸铜作坊在商代晚期不断生产，甚
至延续到西周初年，以铸造青铜礼器为主，兼及兵器、工具和车
马器。2015年在苗圃北地以西三四百米的刘家庄北地发现的一
座铅锭贮藏坑，出土铅锭约300块，总重量达3.4吨。作为三元
合金之一，铅只占青铜器的5%~10%，可以推算，仅此坑铅锭就
足以铸造几十吨青铜器。著名的妇好墓共出土青铜器468件，总
量约1.625吨。从铜、锡、铅矿开采、冶炼，到金属锭运输、青铜熔
铸、青铜器消费等众多环节，非一般人力资源所能完成，特别像
殷墟如此大规模生产，需举国之力才能顺利进行。

新石器时代缤纷多彩、争奇斗艳的区域考古学文化，以不
同的方式给中华文明注入生机与活力。在前赴后继的征程中，
中原地区最终拔得头筹，许宏先生用“月朗星稀”形象地概括了
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的中国”，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碰
撞、融合、再生，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赵辉先生曾
用“逐鹿中原”一词道出了中原地区的特殊性，并认为“中原在
中国历史上发挥作用的现象，无论通过文献史料还是考古资
料，都可以明确地在商代辨认出来，进而可上溯到夏代”。始于
夏代，巩固于商代，中原地区在历代的核心地位再未动摇过。
赵汀阳先生试图用“旋涡模式”来回答究竟是什么因素吸引三
千多年来各路英豪“逐鹿中原”？他认为不是财富，也不是资
源，而是“中原拥有一个具有最大政治附加值的精神世界”。这
个精神世界之所以具有号召力，决定性因素就是汉字、思想系
统、天下体系的雪球效应。由此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旋
涡，对周边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向心力。不难发现，这其中殷墟
的价值与地位是何等重要。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殷墟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那么把其比作原点、基石恰如其分。殷墟上承一千余年四方汇
集文明之趋势，下启三千余年连续不断、多元一体文明之格局，
是中华文明的中流砥柱。⑩7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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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以 中 国

凝聚黄河文化精神力量

□阎铁成

中华文明是绵延五千年以上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中国”之名的出现和形成，至少也有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

史，我们今天读到的“一体多元”的中华文明主要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我们引为自豪的“中国”之名，也起源于中

原。这是中原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杰出贡献，是鼓舞今日中原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华文明”与“中国”以“中”命名，
与中国“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有关，而
这个古老宇宙观是中原人创立的。

人类大约在五万年前后开始迈向现
代人，活动范围由山区向平原扩展，游动
居所开始趋向稳定房舍，在临近河湖的
岗坡形成了居住的村落。以稳定居所为
中心的生产、生活半径的扩展，使“时空”
成为人们必须认识和掌握的概念，因此，
几乎所有人类生活的地区都曾对这一问
题进行过探索。

中原地区在五万年前开始现代人类
居住的历史，距今一万年前后已星罗棋
布着人们生活的村落。为了生产和生
活，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时空的探索。
至迟从 6000 年前开始，中原人便发现，
天有昼夜，气有寒暑，昼有移动的太阳，
夜有盈亏的月亮，还有满天的星河，郑州

大河村的人们将自己对太阳、月亮、彗星
等天象的观察，彩绘在使用的陶器上，郑
州青台、西山、双槐树的人们将观察到的
北斗星系用陶罐摆出来祭拜，濮阳西水
坡的人们将自己对北斗星系的理解带入
了墓葬，书写了中国天文学的最早篇
章。在对天象探索的过程中，郑州嵩山
地区的人们观察到，头顶的天空像一个
圆锅一样扣下来，而人们立足的大地则
有前后左右，四四方方，人站立其中，位
居中央。于是，最初的宇宙观在心中形
成，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自
己的所在则是天的中心和地的中心，他
们将自己所在的地方称为“天地之中”，
并且认为，“天地之中”是人们可以实现与
天地对话的地方。他们又发现，树的影子
会随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发生移动，会随
着天气的冷暖发生变化。于是，他们竖起

了竿子，观测天象与立竿影子变化的关
系。他们以正午时分太阳照射下立竿影
子最短的那一天作为标志，进行周而复始
的观察，于是，春夏秋冬有了概念，时令节
气有了划分，具有嵩山地区浓厚天象色彩
的二十四节气历法有了雏形，时空宇宙观
在中原人的探索中产生了。

中原人的“天地之中”宇宙观是在当
时认识自然能力有限条件下形成的，尽
管有其局限性，但是，这是中国古代十分
可贵地对人类生存环境——天与地真相
和规律的探索，令人骄傲的是，在这一探
索基础上，经过大量和艰苦的观察、记录
和运用古代数学成就的测算，获取和留
下了一系列精确的天文、历法数据，书写
了人类天文学发展史的辉煌篇章。

为了验证“天地之中”，人们立竿测影
发现和制定的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性，西周

的周公来了，他在这里建立八尺表，经过
观察测量，确认二十四节气十分准确。唐
代僧一行、南宫说来了，他们在周公当年
测天量地的地方复制了八尺表，进行了复
杂的天象观察，制定出了影响深远的《大
衍历》。元代郭守敬来了，他继承了周公
建圭立表的成就和经验，在这里建立观星
台，以这里为中心在全国进行天文观测，
制定出了《授时历》，以 365.2425日为一
岁，距近代观测值 365.2422 仅差 25.92
秒，比西方早了 300多年，这是古代中国
对世界天文学做出的伟大贡献。

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源自
郑州嵩山的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内
涵、表达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独特时间观念
的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此，在“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背景下产
生的中国古代历法价值得到全世界确认。

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以“天地之中”
为基点形成的时节概念，大大领先于周
边地区，对人们生活、生产活动极具指导
性，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和实行。
人们在接受这一历法概念的同时，也接
受了“天地之中”宇宙观，嵩山地区开始
被人们认为是天下之中。

在郑州嵩山人创造“天地之中”宇宙
观的过程中，文明蓬勃发展，黄帝部落在
嵩山地区崛起了，夏王朝在嵩山地区诞
生了，商王朝在嵩山地区建立了，统治者
为了自树正统的政治需要和全社会的跟
进与推崇，特别强调自己位居中央、统治

四方之威，从而进一步推广和强化了“天
地之中”的概念。在距今5000年到3000
年长达两千年的时间中，嵩山地区以强
盛的文明中心巩固和定格了自己“中立
天下”的地位，开始烙上“中土”、“中央”
的印记，自此，“天地之中”宇宙观开始演
变成为地理概念。

最早的史学著作《尚书》《史记》等记
述了这一转变。黄帝被誉为中华民族的
始祖，黄帝古国在嵩山东南的郑州新郑，
《淮南子》在叙述黄帝所在时说：“中央土
也，其帝黄帝”。夏王朝在嵩山周围的郑
州王城岗、新寨和洛阳二里头等地立都，

《尚书》禹贡篇中说，“中邦锡土、姓”，“中
邦锡土”即是“中土”。商王朝在嵩山东
北的郑州等地建都，商人在甲骨文中称
自己的国家为“中商”，《史记》说：“殷，中
地。”随着嵩山地区“天地之中”地理区位
的确立，以嵩山为核心的周边平原区域
开始被人们称为“中原”。“中原”地理概
念诞生了。

“中原”是一个历史发展概念，它最
初的范围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天地之
中”区域，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扩
大，先是今天的河南地区，后演变为以
河南为中心的周边省区。因为嵩山地

区是“中土”“中原”的原点，所以，在历
史长河中，嵩山地区建起并留下了许多
与“天地之中”有关的建筑等，这些建筑
跨越两千年，以不同方式展示了“天地
之中”的概念，成为中国关于“天地之
中”强烈而持续的传统和文化的代表，
成为今日人们了解中华独特宇宙观和
审美观的载体，成为古老中原的历史地
标。

2010年，世界遗产大会表决通过，将
郑州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郑州登封“天地之中”概念
得到世界确认。

“天地之中”——中原人的古老宇宙观

“中立天下”——中原概念的确立

“中央之国”——历史中国的奠基

□李庚香 陈会娟

临黄河而知中国。在中华文明上下
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之中，黄河流域有三千
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足以
说明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长河中的重要
性，也充分证明黄河文化引领力的地位。
黄河文化是迄今为止还“活着”的古文化
之一，它一路走来跌宕起伏，却也是一部
时代进路下黄河文化引领力“古韵新颜”
的历史诠释。在新时代的今天，增强黄河
文化引领力，有利于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最终助力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黄河文明的榜样力量

世界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
在对比了人类文明史上的26个文明样本
后认为，任何一种文明都要经历起源、成
长、衰落、崩溃的历史规律。在这四个阶
段中，有可能使一种文明处于榜样位置、
形成引领力的是前两个阶段。依据汤因
比先生的“文明榜样论”，黄河文化的发
展在时代进路下大致可划为四个阶段：
起源、成长、衰落和复兴，其中前两个阶
段是黄河文化引领力的形成，即“古韵”，
后两个阶段是黄河文化引领力的“旁落”
与再塑，即“新颜”。

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中最具代表性
和影响力的主体文明，点燃了最早的文明
曙光。从中华文化形成的纵切面看，黄河
文化为引领中华文化发展的“头雁”。虽然

“安史之乱”后出现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
并驾齐驱的局面，但仔细分析，两者在中华

文明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中华文明的肇
始阶段，黄河流域先于长江流域率先跨入
文明门槛，与长江文化形成了“引领—超
越”的发展形态，这种形态一直持续到“安
史之乱”前。“安史之乱”使这种超越有了质
的飞跃，但黄河文化的政治、文化正统性并
未改变，黄河文化依然掌握着全国的最高
话语权。而且中国经济中心的南迁是黄河
文化走向全国的一次大统合。

黄河文化长期引领中华文明发展。
在中华文明的肇始阶段，黄河流域率先
跨入文明的门槛，形成了“月明星稀”的
中华文明发展格局。此后，黄河文化赓
续了这种先发优势并进一步把之推高。
可以说，黄河文明在历史长河的发展演
变中发挥着榜样的力量，长期引领着中
华文明的走向。

黄河文化引领力的“古韵”

黄河文化引领力的“古韵”主要形成
于其起源和成长阶段的历史实践中，表
现为“位”与“势”的统一。

其中“位”指在起源和成长阶段，黄
河文化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长
期处于榜样位置。对于这一体格局的形
成，学界有“三个千年变局”的说法，即：第
一个千年，主要是商周时期（公元前17世
纪—前221年），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农耕领
域各地域的统合，统合后的文化族群被称
为汉族。第二个千年，从秦初到唐末（公元
前221—907），中华文化地域更加广阔，西
北草原文化注入，使汉、唐两大帝国奠定了
中华文化的世界地位。第三个千年，从辽
宋到明清（907—1911），这个一千年是中

华文化空前的大统合，各种周边文化纳入
中华文化版图，形成了多元一体中华文化
格局。从庞大体量的角度看，中华文化的
核心是黄河文化，黄河文化用自己优越文
化的凝聚力、号召力，吸引统合周边地域文
化，最终形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

而“势”指黄河文化中孕育的黄河文
化精神及其在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形成
的中流砥柱作用。首先，黄河文化是一
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在黄河流域长期的
人地关系中孕育出了独特的黄河文化精
神，如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崇德重
义的人文主义精神、家国一体的集体主
义精神等。这些精神伴随着黄河文化的
发展从黄河流域逐步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从而塑造了独特的中华文明、中华民
族发展态势。在世界文明的大花园中，
以黄河文化为主干的中华文明是唯一没
有中断湮灭还“活着”的古文明。在世界
民族之林中，中华民族从黄河流域一路
走来，虽历经劫难，却几千年屹立不倒。
而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这种一往无
前的发展态势中，黄河文化起着不可替
代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黄河文化引领力的“新颜”

黄河文化引领力的“新颜”指近代以
来黄河文化引领力的“旁落”与“再塑”，
更多侧重于后者，即时代进路之下如何
实现黄河文化引领力的复兴，并增益于
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
文化的强势入侵，黄河文化引领力逐渐

“旁落”，主要表现为黄河文化正统地位

逐渐失势，和与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节节
后退。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入
侵，黄河文化的榜样地位逐渐孱弱。

黄河文化引领力的“再塑”指向于黄
河文化的复兴，即传统黄河文化的时代
转化。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黄河文
化复兴的路径必须也只能是以黄河文化
引领力时代再塑的方式呈现。这不仅是
黄河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由历史和
现实决定的。因此，再塑黄河文化引领力
必须关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再塑黄河
文化引领力，必须立足于黄河文化的民族
性、独特性，“求异存同”，保持自我发展的
独立性和主导性，并为新时代创造新文化
形态做出贡献。第二，再塑黄河文化引领
力既不是还原历史，也不是“一刀切”的历
史虚无主义，而是“择善明用”原则下“古
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创造性转化。第三，
再塑黄河文化引领力必须实现历史与现
实的有机统一。中华民族已进入引领世
界发展的新时代。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今天，中华民族要用自己的“独特”为
世界发展贡献新的路径和智慧。这就必
须再塑黄河文化引领力，因为它是中华民
族精神的根和魂，代表着中华文明与世界
其他文明最大的“与众不同”。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再塑黄河文化引领力，延续历史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华民族本色，在于增
强中华民族的底气，增进中华民族建构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勇气，契合新时代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⑩7

（作者分别系河南省社科联主席、河
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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