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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漫长岁月中养育了无数
中华儿女，也孕育了华夏文明的精神特质，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的历史演变。探寻黄河文化的历史起源，正确认识黄河文
化在世界文明和华夏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推进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
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黄河文化历史探源

黄河文化是指在黄河流域产生发展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的总和。黄河流域涵盖了从源头巴颜喀拉山北麓至青海、四川、
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九个省、自治区以及
黄河多次改道变迁涉及到的河北、天津、安徽、江苏等地区。黄
河贯通我国东中西地区，其流域大多地势平坦、气候温暖，为早
期人民生活、放牧耕种提供了便利条件，进而为我国文化发展提
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也使黄河化为连接华夏文明融合发展、凝
结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的天然纽带。

黄河文化最早孕育于石器时代，从一百多万年前的旧石器
时代开始，黄河流域就已经有人类居住。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
有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文化、河北安磁的磁山文化，中期有河南渑
池的仰韶文化，晚期有山东济南的龙山文化、甘肃临洮的马家窑
文化、甘肃和政的齐家文化和山东泰安的大汶口文化等。集中
在黄河流域的众多史前文化共同反映出沿黄地区农耕文明的发
达，原始农业的稳固发展也奠定了夏、商、周最早进入文明社会
的重要基础。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王朝建立在黄河下游，今豫
西嵩山地区，以炎黄二帝为代表的华夏族群与周边民族杂居融
合，突破了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发展出古代民族的雏
形。同时，王权政治的出现推动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
的进步，黄河流域开始成为各大中央王朝和南下游牧政权的核
心统治区和基本经济区，成为中国古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社
会文明化进程的核心区域。

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中绽放夺目光彩。黄河流
域产生了丰富的思想文化与科技成果。中华文明奠基之作《易
经》《道德经》《诗经》《论语》《尚书》等典籍完成于此，形成了中华
民族独特辩证的哲学思想。儒、墨、道、法、兵、农、纵横等诸家代
表人物大多出生和活动于黄河流域，造就了春秋战国时百家争
鸣的思想盛况。中国古代造纸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四
大发明在这里诞生，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农田水利、器物制造等
领域皆在黄河流域繁荣发展，书写着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
息的壮丽篇章。

黄河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未曾断流的主要载体和表征。中华文
明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并称为世界四大古
文明。四大古文明在起源条件上具有相似性，皆处于自然条件优
越的河流周边，古巴比伦诞生于两河流域之间的“新月沃土”地
带，古埃及文明产生于尼罗河流域下游，古印度文明产生于印度
河、恒河流域，中华文明则诞生于黄河流域。黄河文化是中华文
明中的主体文化，在中华文明长期发展繁荣中占据主导地位，支
撑和印证着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如黄河流域的文字
发展书写传承着中华文明，汉字体系的最早形式甲骨文最初发现
于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并在殷墟时期延续发展成为成熟文字，记录着当时商代的阶级
结构、社会形态和生产力水平。黄河流域的龟甲刻符奠定了后世汉字“六书”造字的基
础，此处出土的金文、陶文、帛书、简书等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世界其他较早
产生的文化多数因为气候变化、灾害发生、河流断绝、族群更迭等原因而绝迹、失落或中
断，只有黄河文化绵延赓续、历久弥新，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的
精神动力。

黄河文化推动着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据基因考古学研究，世界上所有的粟和黍
都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大约一万年前黄河流域先民开始栽培粟、黍，距今8000
年开始向外传播农作技术，到3500年前向西传播到东欧地区、向南传播到了东南亚地
区，这表明从史前开始，黄河流域就已经有与其他地区交流的迹象。从汉代张骞、甘英
出使西域起，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在中亚相遇，中国与远至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地区和民族建立了联系，黄河文化也开始踏上文明交流的旅程。中原地区丝
绸、瓷器、典章制度以及医药、天象、宗教等书籍传入西域，西域的小麦、苜蓿、葡萄、乐舞
杂技等传入中原。唐宋时期，唐都长安和宋都东京汴梁成为各国文化交流的聚集地，扎
根于中原地带的黄河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世界文明，促进了世界文
化的交流融合。

黄河文化塑造着世界文明的中国特色。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是一
种国家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厚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命运与共”的家国情怀、“同
根同族同源”的民族观念和“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的价值理念，具有独特的中国特色。
黄河文化还蕴含着我国从古至今治国理政的最高智慧，饱含以民为本、人民至上的理
念。传承于黄河流域的《尚书·五子之歌》有云“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
固邦宁”，这是中国较早的民本思想启蒙。黄河文化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
念，道家鼻祖老子生于今河南鹿邑，在中原大地上撰写《道德经》，尽显道家精粹，主张

“天人合一”，阐释人要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黄河流域是我国礼
仪与礼制文明产生最早的区域，黄河文化饱含着德治的传统思想理念，影响了仁礼并
举、忠孝节义等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

黄河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

黄河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和核心。华夏文明的主体是黄河文化，黄河文化的
中心在中原地区，河南是黄河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核心展示区，黄河、中原、河南与华夏
文明起源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
文明史中，黄河流域有三千多年居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地位，从旧石器时代起
就已经点燃文化火种，形成了远超于其他地区的原始文明，为华夏文明孕育发展奠定基
础。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表明，华夏文明的起源有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三大地
区，黄河流域是最早的起源地，也在后来的“群星闪耀”文明盛况中居于核心。偃师二里
头遗址更表明着华夏文明在距今3800年前后率先在中原地区发展得更为成熟。黄河文
化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具有唯一性和特殊性。

黄河文化引领着华夏文明的融合发展。黄河文化是一种文化综合体，覆盖面广、辐
射区域大，对黄河周边区域文化以及我国部分地区文化均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根据黄
河支津区域划分，黄河文化可分为上游的河湟文化，中游的河套文化、泾渭文化、河汾文
化、河洛文化、河内文化，下游的河济文化、黄淮文化、汶泗文化等，各区域文化在相互影
响和渗透中形成更为丰富的“大黄河”文化体系。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相邻接近，都催
生了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文化。黄河文化先于长江文化产生，属于黄河文化的仰韶文
化和龙山文化向周围地区扩散，往南延伸，中原腹地的丝绸工艺、庙底沟文化彩陶制作
传到长江流域，一直抵达江南地区。同时，在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发现的新石器
时代遗存风格受到黄河流域的强烈影响，距今5300年前后中原地区、长江下游和西辽
河流域大约同时出现了龙的形象。这些都表明黄河文化在华夏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
中，始终为“体”，一直引领着华夏文明的辉煌发展。

黄河文化承载着华夏文明的集体记忆。黄河文化源远流长，中华传统文化、古老民
俗风俗中有很多来自于黄河文化，例如古老窑洞民居、庙会、皮影、刺绣、面花、剪纸等。
我国传统节日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也都诞生于孕育农耕文明的黄河流域，
流传下许多和祭祀、串亲有关的传统习俗。这些传统文化不仅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延
续下来，也伴随运河交通、人口迁徙、政治交流、贸易往来等传播到全国各地，形成了各
有特色、相互联系的风俗习惯。黄河文化还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与力量之源，是
众多炎黄子孙的心灵故乡，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每年三月三举行，形成了享誉中华海
外无数华夏儿女追根寻祖的根亲文化，共同守护着属于中华民族的家国记忆。⑩8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创新是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和永
恒主题。《周易·系辞上传》中说，“富有之谓大业，
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认为宇宙间最
大的原理就是，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着，世界是一
个生生不息、日化日新的过程，新陈代谢永不停
息。《礼记·大学》引述古代经典说：“汤之《盘铭》
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
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
所不用其极。”就是说，无论对民族还是个人，都
不能不尽心竭力地创造新的，改革旧的，推陈出
新，革故鼎新。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中华先人自
强不息、刚健有为、创新进取的精神气质。

北宋汝官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1987年出
土于河南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高 19.5 厘
米，口径 5.6 厘米，底径 8.2 厘米，通体施天蓝
釉，足端露胎，腹部刻有花叶纹，整器布满开
片。在汝官窑遗址考古发掘中，它是唯一一件
完整的天蓝釉器物，而且是极为少见的刻花作
品。“天下宋瓷，汝窑为魁。”在宋代五大名窑

“汝、官、哥、钧、定”中，汝窑位居魁首。现代著
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李苦禅曾说，“天下博物馆，
无汝（瓷）者，难称尽善尽美也”。目前所知道的
汝官窑瓷器传世数量不足百件，且多为历代以

来的收藏品，发掘器物极少。
瓷器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能够从一个侧面

反映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夏晚期的二里头遗
址已经发现有原始瓷器，郑州商城出土的商早
期原始青瓷以高岭土为胎，用人工配制的石灰
釉施在器表及口沿内，光亮透明，呈现出深浅不
同的青色，质地坚硬，已经具备瓷器的基本特
质。在此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在实践中
不断改进练泥、制胎、施釉技术，完善窑炉结构，
发明新的装烧工具，扩大产量、提高质量，使得
中国的瓷器制造不断推陈出新、发展壮大。北
宋晚期的汝窑瓷器，创造性地以玛瑙为原料入
釉，在烧制时采用满釉支钉烧，尽可能用釉将瓷
胎完全包裹，胎骨为灰白色，深浅不一，也被称
为“香灰胎”。汝窑瓷器造型大气简约、优雅端
庄，胎质细腻，釉色如春水般柔静典雅，釉汁莹
润若堆脂，有“似玉非玉”之美誉，体现了宋代大
道至简、温润宁静的审美情趣。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是一个绵
延不断、接续推进的过程，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
础上开拓创新的过程。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文
明生生不息、革故鼎新，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发
展并一直延续下来，显示出旺盛的创造力、极强

的凝聚力和博大的胸怀。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
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
优秀文明资源。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
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
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
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
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
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
殊作用。”总书记强调，中国各类博物馆不仅是
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人
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
见证者和参与者。落实总书记要求，河南博物
院要始终根植中华文明沃土，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工作理念，做好历史文物的研究阐释，提升
展览服务水平，多角度、多视角展示中华文明的
发展成果，唤醒沉睡千年的历史文物，让更多的
文物说话，更好融入生活、服务人民，教育引导
广大参观者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进
一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原载于2022年第14期《求是》）

中华文明的起源有着深厚基础，是世界上
少数有重大影响的原生文明之一。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
文明史。”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
从距今一万年新密李家沟遗址出土的陶器残
片，到距今9000—7000年裴李岗文化的陶鼎、
石磨盘、石磨棒、骨笛等，再到仰韶文化、龙山文
化时期的各类陶、玉、石、骨器等，河南博物院收
藏的文物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
历史进程。

贾湖骨笛，出土于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
址，距今已有 8000多年，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
现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吹管乐器。这支骨笛
全长23.6厘米，笛身钻有7个音孔，在制作时对
骨笛的长度、口径及音孔的距离都经过精密计

算。依据近年来对骨笛复原件的研究发现，骨
笛的音色优美、音阶完备，可以演奏出近似七声
音阶的乐曲。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七声音阶来
源于西方，贾湖骨笛的出土，有力证明了早在
8000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是七声具备。

彩陶双连壶，出土于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
遗址，高 20.1 厘米，为泥质红陶，胎质细腻光
洁，红衣黑彩。两壶并列相连，壶的腹部满饰古
朴流畅的平行粗线条，点缀在平行线条间一竖
一斜的短线，使整个器物在规整中不乏生动活
泼。壶的腹部相连处有一椭圆形口相通，利用
连通器的原理，使两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格局。据专家考证，这件彩陶双连壶是一
种饮酒器皿，原始社会时期，部落之间为了共同
的利益会选择结盟，用双连壶共饮盟誓，象征着
和平友好、平等团结，表达了远古先民互通有

无、互惠互利、平等和谐的思想观念。以彩陶双
连壶为代表的精美彩陶的出土，以及郑州大河
村、巩义双槐树、荥阳青台和汪沟遗址等大型聚
落的发现，表明距今 5300年前后，在河南中部
地区已形成早期文明。

这些珍贵的远古文物表明，中华文明历史
悠久，并且得到丰富的地下实物遗存的确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成果还说明了中华民
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
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
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到新石器
时代，我国逐渐形成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
若干文化区为主体，再联系周围多个区域性文
化的格局。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在很大程度
上可以视为不同地域以及不同民族的文明，在
交往过程中整合为一体的过程。

先秦文献中常常以三代指称夏、商、周，我
国这一时期的文明不论在物质方面、制度方面，
还是精神方面，都有开创性成就和相当发展，中
华文明迎来了第一个高峰，为后来更高水平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充分说明，我国在新石
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各个时代的古
代文明发展成就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我国先民
在培育农作物、驯化野生动物、寻医问药、观天
文察地理、制造工具、创立文字、发现和发明科
技、建设村落、营造都市、建构和治理国家、创造
和发展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赞叹
的成就。”

距今大约4000年左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朝代——夏朝建立，偃师二里头遗址被广泛认
为是夏朝晚期的都城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出
土的铜爵，高约 15厘米，细长的窄流与微微上
翘的尖尾，形成了均衡的对峙；腹部一面横列五
枚乳钉作为装饰，一侧还有把手；器身下部有三
条细长的锥足。整件铜爵棱角分明，身材修长，
是时代最早、器型优美的青铜器典范。二里头
遗址自 1959年发掘以来，发现大型宫殿遗址、
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以及多座与
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和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
铜礼器和玉器。从出土的铜渣、坩埚碎片和陶
范残片来看，早在 4000多年前的夏代，我国就
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青铜铸造业。逮至商周，我
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始终在中原，郑州商
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西周洛邑、东周王城成
为我国都城文明的代表，中华元典文化主要从
这里诞生，礼乐文化主要在这里完备。

商周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繁盛时期，多样的
青铜文化在中国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占据重
要地位。中国的古代文明在这个时期开始了从
多元向一统转化的进程，从而形成了以黄河中
下游为核心的中原青铜文化系统，周边文化的
中原化进程也从此拉开序幕。1974年出土于
郑州张寨南街的兽面乳钉纹铜方鼎，是商王室
的祭祀重器，其年代之早、体量之大、铸造之完
善、保存之完整，堪称中国古代青铜器之典范。

该鼎为多范分铸而成，四壁错落有致装饰着饕
餮纹和乳钉纹，器物整体呈现出庄严肃穆的宗
庙威仪。鼎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器物，
有烹煮肉食、实牲祭祀和宴飨等用途，随着国家
在中原的诞生，历史又赋予了“鼎”新的文化内
涵——权力的象征。《左传》记载：“桀有昏德，鼎
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公元前11世纪周朝建立，以“天下之中”的
洛阳作为东都成周，继承了夏商王朝的政治遗产
和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青铜礼器为载
体的完备的礼乐制度。莲鹤方壶，1923年出土于
新郑郑公大墓，通高117厘米，重64.28千克。壶
身为椭方形，颈部两侧装饰了两条回首观望的龙
形怪兽构成双耳，腹部四周四条翼龙仿佛正在缓
缓向上爬行，底部两只张口吐舌、侧首回望的卷
尾兽承托器身。上层盖顶装饰有怒放的双层莲
瓣，中央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被
郭沫若誉为“时代精神之象征”。春秋时期，旧的
礼制迅速崩坏，新的观念逐步形成，作为国之重
器的青铜器由浸润浓厚的宗教色彩转而追求清
新自由、轻松活泼的风格，器型由厚重变得轻灵、
造型由威严转向奇巧、纹饰也趋于写实生动，冲
破了商代以来青铜器皿神秘威严的造型风格，莲
鹤方壶生动体现了这一变化。

夏、商、周三代政治中心长期位居中原，由
于夏、商、周王朝的强大政治、军事和文化影响
力，中原地区的文化要素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
圈，生活在这个文化圈的人们，逐渐完成了心理
上和文化上自我认同的过程，“夏”“华夏”“中
国”的观念逐步形成。

春秋时期的云纹铜禁，河南博物院九大镇
院之宝之一。器身为扁平长方体，上部中间为
一长方形平面，中空无底，粗细不一的铜梗，如
编织中国结一般，筑成铜禁禁体的朵朵“云
彩”。禁身四周，攀附的12只龙形怪兽有序排
列，它们曲腰卷尾，探首吐舌，把嘴巴伸向禁体
中心，形成群龙拱卫的艺术造型。禁体之下，
有序蹲伏着12只虎形异兽，张口吐舌，托起禁
身，构筑起铜禁的庄严、神圣。 河南博物院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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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

实证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

展现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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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

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

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

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河南地

处中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和丰富的文物资源。数据表明，河南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65519处，可移动文物 1773620件（套），世界文化遗产5

项（2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0处。河南博物院

成立于 1927年，是中原腹地最大的文物收藏、保护、研究

和展示中心，现有藏品 17万余件（套），上溯远古，下及近

现代，尤以青铜器、陶瓷器、玉石器、石刻造像最具特色。

▲ 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
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

▲北宋时期的汝官窑天蓝
釉刻花鹅颈瓶，河南博物院九
大镇院之宝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