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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铁成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

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我们今天传承

的文化依然是 1万年前肇始的文化，

我们今天读到的文明依然是5000年

前创造的文明，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字

依然是 3000 年前形成的文字，我们

今天享受的生活依然洋溢着远古时代

的身影。在这波澜壮丽的万年历史史

诗中，郑州书写了开篇之章。

在已经评出的全国年度考古十大

新发现中，郑州有 15项入选，数量位

居全国城市榜首。在国务院公布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郑州国保单

位的数量（83处）仅在北京（137 处）

之后，远远多于西安（58 处）、南京

（56处）、洛阳（51处）、杭州（48处）、

安阳（25处）、开封（24处）。郑州历

史文明的厚度令人惊艳。

考古发现，中国最早跃出海平面

的陆地在郑州，中国现代人的最早生活

营地在郑州，中国最早的村落在郑州，

中国最早的城池在郑州，中国最早的王

都在郑州，中国历史上的“最早中国”在

郑州……在中国百万年人类发展史上，

郑州是现代人诞生的摇篮。在中国一

万年的文化发展史中，郑州开创性地树

起了一座座丰碑。在中华文明从蒙昧

迈向文明时代的过程中，郑州是全国唯

一一个从氏族时代跨入古国时代、又从

古国时代跨进王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

完成了中华文明奠基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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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文化工程 浚精神源泉

□王明钦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项由国家支
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
化的重大科研项目，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
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
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旨
在探寻中华文明形成的源头和中华民族
幼年时期的成长印记。近年来，经过众多
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
了重要突破，考证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
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处。河南
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具有得天独厚
的血缘优势和历史优势，以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为契机，激发中原文化活力，具有举
足轻重的意义。

摸清河南考古家底

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
南辉县开始了第一次考古发掘，拉开了新
中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大幕，堪称“新
中国考古第一铲”。从百余年的河南考
古来看，旧石器时代的李家沟遗址，新石
器时代洛阳先秦遗址、舞阳贾湖遗址等，
夏商周时代的洛阳二里头、郑州商城、安
阳殷墟、信阳楚城等，河南考古资源丰
富，出土颇丰，成果丰硕，经验丰富。现
阶段，充分认识考古对国家文化战略的
重要性，进一步探究中原文化在史前考
古、黄河流域、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价值，
具有非常意义。

开展委托项目重点攻关

中原文化与中华文明有着同频共振、
血肉相连、你中有我的紧密联系。通过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应摸清中原文化的来龙
去脉和演变规律，谋划好中原文化的系统
研究，做好中原文化的深度研究。中原文
化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利
用省社会科学院、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研
究单位与河南重点高校的协作力量，开展
和促进省级相关部门委托项目重点攻关，
如省委宣传部就“河南在中华文明起源发
展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贡献研究”（项目
编号：2022XWHWT10）专题委托河南大
学相关领域专家集中开展探究等。规划
好总体方案及技术路线，依托考古学、文
物与博物馆学等重点学科力量，发挥中国语言文学、中国
史、考古学、艺术学等博士点育人效应，充分利用考古与文
物数字化省部共建实验室、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河南省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黄泛区考古与文物保护河南省虚拟仿真
实验项目等省部级以上教学平台，成立河南高校中原文化
研究联盟，发挥高校的协作力量，组建高精尖研究团队。
展开多学科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合作完成中原文
化研究工作，发挥跨学科的科技力量和协同创新作用，重
点围绕文物非遗、民俗文学、曲艺等交叉学科研究，解决重
大理论突破，做好中原文化研究成果的数字化转型，建构
完善中原文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和育人模式，深化中原文化
研究的阐释工作，推动中原文化研究事业持续生态发展。

做好国际传播、交流互鉴

利用互联网传播技术和数字化展示技术，擦亮中原文
化、黄河文化的历史，采用云端展示方式让河南文物讲好
中国故事，重现华夏文明基因谱系，延伸中原文化的历史
长度，把历史悠久、出土文物数量多、影响大、考古成果丰
富的郑汴洛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旅名城。通过组
织文物挖掘、拓片修复、非遗演出等体验活动，开展沉浸式
文化体验，探寻人类早期文明与现代生活之间的纽带，积
极助力文旅产业的迅速复苏，使非遗文化带动地方旅游和
经济发展，把遗产文化打造成“行走河南·读懂中国”的有
力载体。加强中原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符号建设，全
面推进中华典籍、中国文学、中医、中国文物、中国戏曲、中
国功夫、中国茶、中国菜、中国书画、传统工艺等在海外的
传播，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多样和博大精
深。将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主旋律、反映
民族、体现普世价值的新时代文化传承发展成果传播开
来，向全球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打造锦绣河山、
国民幸福、河清海晏的盛世中国的形象，共同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历程，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

推动传承发展，厚植文化自信

在河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省委把文旅文创融合战
略纳入全省“十大战略”，为河南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也为河南现代化建设指出了文
化着力点。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契机，通过实施文旅文
创融合战略，结合中原文化自身特质，在文物和文化遗产
基础上实施文创产品孵化，开展文博文创系列产品的推介
活动，有重点组织开展以考古和文化遗产为特色的研学活
动，使文物、非遗与科技、旅游、研学嫁接，促进文化遗产的
科研成果转化落地，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筹建考古博物
馆，建设集中反映丰硕文化遗产成果的城市文化主题公
园，架起沟通文化遗产知识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桥梁，对广
大民众科普文化遗产知识，做好对市民的科普工作和文化
传播工程，让普通民众了解文物勘探、修复、保管、非遗鉴
赏等文化，共享文化遗产成果，增强民众文化自信。⑩4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读懂中国 从郑州开始

中国在距今 300万年前由古猿形成了原始人类，在距
今 20万—5万年前，进入“古人”阶段；在距今 5万—1万年
前，进入“现代人”阶段，开始人类氏族社会新时期。在郑州
这片历史沃野上，已发现400多处旧石器遗址，展现了中华
先民由原始人向现代人迈进的完整历程。

织机洞遗址保存着10万年前人类生活的遗存，宏阔的
洞穴和堆积丰厚的文化遗存讲述着那个时代先民们丰富多
彩的生活。赵庄遗址是距今 5万—3万年原始人类迈向现
代人类关键时期的遗址，这里完整保存着先民们进行祈祷
的遗存，石堆上摆放古棱齿象头骨等，具有明显象征意义，
而非功利性行为，清晰地表明居住在郑州的中国先民此时
已经完成了原始人向现代人的嬗变。而二七区老奶奶庙遗
址保存着距今5万—3万年多层迭压、连续分布的人类居住
生活面，尤其是以灰烬堆积为中心的活动面遗迹的发现，非
常清楚地展示了当时人类在此连续居住的活动细节，再现
了郑州地区晚更新世人类的栖居形态。

赵庄遗址和老奶奶庙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中国进入现代
人类发展阶段最早的遗址，它宣告，中国现代人类是这里土
生土长的，不是从西方迁徙过来的，否定了流行一时的“夏
娃理论”。

中国现代人类
在郑州最早出现

郑州地区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片土地，她的地壳形成与地
球地壳的形成同步，已有46亿年的历史。郑州嵩山是中国最
古老的山脉，已经有36亿年的年龄，25亿年前，当地球表面还
沉浸在苍茫浩瀚的大海中的时候，嵩山就古陆崛起，横空出
世，成为欧亚大陆板块中最先露出海平面的陆地。经过25亿
年前的“嵩阳运动”、18亿年前的“中岳运动”、5.4亿年前的“少
林运动”，嵩山巍然挺立，层峦叠嶂，形成了地质学上的太古
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五世同堂”的壮美景观。
其地貌变化多端，山雄峰奇，崖陡嶙峋。其植物种类众多，多
姿多彩，蔚为壮观。

中国广袤陆地
在郑州率先崛起

中华文明1万年前氏族社会开始萌芽，5000年前古国
时期开始形成，4000年前王国时代开始文明社会，在这波
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郑州如影随形，从未掉队，从未中断，
终成高峰。

这里有 1万年至 9000年前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
的李家沟文化，有9000年前至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有
7000年前至4600年前的仰韶文化，有4600年前至4000年
前的龙山文化，有4000年前古国时代走向王国时代的夏王
朝文化。在中华文明孕育、发展、形成史中，郑州参与创造了
原始农业、原始制陶、原始纺织、原始历法、原始营造、原始文
字等，在郑州可以看到最早的磨制石器、最早的陶器，最早的
粮食、最早的雕塑、最早的丝绸、最早的天文、最早的建筑、最
早的城池、最早的甲骨文，最早的王都……层层相叠的文化
发展链条、标志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个创新创造，向人们表
明，由旧石器到新石器，由狩猎穴居到聚落城池，由农业形成
到行业分工，由城邦古国到一统王朝，郑州是完整经历并参
与创造中华文明萌芽、发展、成熟完整进程的地区。

中华“多元一体”文明
在郑州完成奠基

大一统的中国历史历经夏、商、周、秦、汉、隋、唐、宋、
元、明、清11个大的历史时期，绵绵4000余载，是世界古老
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而这一伟大历程的开端是从
郑州起步的。

公元前21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夏
王朝在今天郑州登封王城岗诞生，拉开了中国王朝文明时
代的帷幕，第一次建起了广域文明的国家。公元前 16世
纪，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国家商王朝在今天郑州城区
建国立都，将中国青铜文明推向高峰。公元前 11世纪，西
周王朝派重臣在今天郑州地区建立管国、虢国、郐国、祭国
等诸侯国，封邦卫土，守护天下。公元前 7世纪，护卫周王
室东迁的郑武公在今天郑州新郑建立郑国，挑战周天子权
威，开启诸侯争霸的春秋大幕。公元前4世纪，韩国消灭郑
国建都郑州，加入七雄行列。

在中国王国时代近2000年历史中，郑州先后为8个国
家都城，时逾千载。在中国大一统国家4000多年的历
史中，郑州在前 1000年为全国政治中心，奠基了中
国核心腹地，确立了中华文明核心，书写了都城发展
史的开篇之章。因此，2004年，中国古都学会经过
专家学者讨论做出决定，郑州与北京、西安、洛阳、安
阳、开封、南京、杭州并称中国八大古都。

中国一统王朝
在郑州完成开创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时空”是最早需要认识和确立的概
念，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在实践中，形成了“天圆、地方、身在
中央”的宇宙观，进而将自己所在的地方确定为“天地之中”。

“中国”概念在3000年前已很清晰，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何
尊”铭文记述，人们将嵩山地区称为“中国”。战国时期，范雎在
为秦王谋划兼并天下之策时说得更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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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位居嵩山
周边的韩国、魏国称为“中国”。显然，这个时期人们不仅有了

“中国”概念，而且，明确了其所在，即以今天郑州嵩山为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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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人的古老
宇宙观开始转变为地理概念，地理上的“最早中国”由此诞生。

随着夏、商王朝等在郑州地区的连续建都和一统天下，
他们被尊为中央王朝，地理上的“最早中国”概念再演变为政
治概念，人们将夏、商王国以及继承了其政治衣钵的后世国
家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国”“中央政权”，政治上的“最早中
国”就此形成。

“最早中国”
在郑州形成和叫响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
最早的板筑夯城——西山古城5300年前就诞生在郑州，标
志了中国城池建设的起步。

自5000年前到秦汉，郑州先后筑起40多座城池，5000
年的大河村城、4300年的古城寨城、4100年的王城岗夏代
都城、3900年的新砦夏代都城、3800年的大师姑夏代城、
3600年的郑州商代都城、3400年的小双桥商代都城、3000
年的苑陵郐国都城、2700年的郑韩都城、2300年的荥阳故
城、2200年的汉霸二王城、2000年的常庙古城……既有城
池发轫之初的圆形古城，也有城池发展成熟之后的方形古
城，既有古国之城，也有王国之城，既有天子都城，也有诸侯
都城，既有军事城堡，也有州郡之所，这些城池开了中国城市
建设和规划布局的先河，展示了不同时期城池建设的伟大成
就，演绎了中国早期城市发展变化的完整历程。

特别是商王朝建立的第一个王都亳都——郑州商城，
主城区面积达 16平方公里以上，周边有 5座城池护卫，形
成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遗址和城市群。而这座城
市建成后，郑州人代代承袭沿用，历周、秦、汉、唐、宋、元、
明、清3600余载。

中国城市
在郑州完成初创和演绎

中国建筑是世界上具有独立体系、独具特点的伟大创造，在
近万年的发展史中，营造出了许多类别、许多杰出的作品，深深
影响着世界东方，郑州人在这一进程中的每个阶段都表现出了
天才的智慧，创造并保留下许多不朽的建筑经典。从8000年
前唐户半地穴式居所到5000年前大河村“木骨整塑”房屋，从
5300年前西山古国城池到 4100年前王城岗王都城池，从
5300年前双槐树初创“前殿后寝”宫殿格局到3600年前郑州
商城商代宫城建筑的成熟，从2000年前礼制建筑汉三阙到
1300年前唐代礼制建筑大周封祀坛，从1500年前宗教建筑嵩
岳寺塔到700年前科技建筑观星台，从1300年前传统民居杜
甫诞生窑到1000年前帝王陵寝北宋皇陵，从400年前教育建筑
嵩阳书院到200年前科举建筑新郑考院，从官式建筑中岳庙到
民间府邸康百万庄园，从宫殿、府衙、民居、坛庙、寺观、园林、陵
墓、城市、设施等建筑类别，到殿、堂、亭、台、楼、榭、轩、阁、廊、
坊、桥、塔等建筑形式，郑州地区古代营造活动和建筑遗存长达
8000年，囊括了中国建筑几乎所有建筑类别和建筑形式，跨越
时代之长、种类之丰富、价值之巨大、数量之众多，为全国所罕见。

中国建筑在郑州
完成制度创立和典范肇造

凭借中天下而立的优越区位，郑州一直是中华文化交流的
十字要冲。伏羲在郑州黄河与伊洛河汇流处演绎八卦，张陵在
郑州嵩山石室感悟“真道”，佛家在郑州慈云寺开“华夏作寺之
始”，儒家在郑州嵩阳书院釀就理学之光。汉代郑州冶铁技术
引领世界千载，元代郑州天文观测立世界高峰。郑州甲骨产生
了最早的述事之作，诸子百家郑州人勇夺散文先声。郑州人的
歌唱占据了《诗经国风》中的六分之一，以赋、比、兴的艺术手法
表达了心中的畅快。郑州人书写的唐诗近万首，篇篇都是诗中
的奇峰异景。在这里，可以品读郑州才俊管仲、邓析、列子、申
子、韩非、潘安等写下的脍炙人口的经典，在这里，可以吟诵郑
州诗豪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李颀、郑虔、胡令能等谱写
的诗中大吕黄钟。在郑州可以沉醉中华文化破土而出的优雅，
在郑州可以感悟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常青。

中华文化
在郑州书写最早篇章

人类从诞生那天起，便开始了对美的追求。在郑州，可以
看到8000年前人们雕塑的人像、猪首与羊首，可以看到5000
年前中国彩陶纹样的五彩斑斓，可以看到3000年前后青铜文
明高峰的艺术绝美，可以看到2000年前中国画像石艺术的大
气洗练，可以看到中国壁画从汉代到明清的恢宏画作，可以看
到中国石碑造像长达2000年的艺术经典，可以看到5000年前
的陶鼓、陶铃和陶埙，可以看到3800年前的石磬，可以看到
2500年前的编钟礼乐，可以看到1500年前中外乐器组合的演
奏乐厅。可以看到1800年前庭宴上舞女们的长歌舒袖，可以
看到1500年前石窟佛殿内飞天翩翩起舞的倩影。中国早期
艺术的所有形式都可以在郑州看到，郑州的艺术遗产诠释了
中国艺术的最早灿烂意境。⑩4（作者系郑州文物局原局长）

中国艺术
在郑州绘就最早瑰丽

李家沟遗址出土的陶片

大河村遗址彩陶

郑州老奶奶庙遗址出土的骨片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