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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娜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

怀间。

九曲黄河跃动着中华民族永续

不绝的血脉。她是一条雄浑壮阔的

自然之河、一条润泽万物的生命之

河，更是一条亘古不息、厚德载物的

文化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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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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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河润泽中原大地，孕育了华

夏文明，在黄河洛阳段诞生的河洛文

化，则成为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

文明的核心、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

一。漫步河洛大地，作为黄河的重要

支流之一，流淌千年的伊河贯穿嵩

县，记录着河洛文化的千古文明，展

现出中原文化的永恒魅力。

3月，在凝翠叠绿的伊河两岸，

两程故里提升及南陆浑古城保护等

首批九大黄河文旅项目开工建设。

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加快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的重

大机遇，坚定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坚

持稳中求进，应对疫情冲击的挑战，

嵩县儿女在黄河文化中萃取精华，

于文化自信下迸发创意，讲述着新

时代黄河文化的“嵩县故事”。

上个月，两名从广东梅州归来的七旬老人，
凭着旧报纸上一张双曲拱桥的照片，一路寻觅
至嵩县，一睹“40年前跨度亚洲第一桥”前河大
桥的风采。

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万顷陆浑湖碧波
荡漾，满目苍翠的陆浑湖国家湿地公园里，山西
游客曹新伟正在给孩子拍照留影。

“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
4月 19日清晨，二程故里里传出琅琅书声，那是
来自洛阳的小学生研学团队。

一个个镜头、一幅幅画面，定格了保护、传承、
利用河洛文化的嵩县故事，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

黄河文化润泽嵩州大地，文旅融合描绘诗和
远方。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和悠久的历史、灿烂
的文化，为嵩县“传承黄河文化、讲好嵩县故事”

“打造全域旅游‘美的客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文化是发展旅游的根脉，文化兴则旅游

旺。唱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的出彩乐章是嵩县
必须做好的“大文章”。

前不久召开的嵩县文化旅游工作会议进一
步明确：旅游带动是县委县政府确定的“四大战
略”之一，既守住“绿水青山”，又收获“金山银
山”；既要推进文旅融合、全域发展，还要以旅游

业引领多产业、全要素同频共振，让黄河经
济热起来。

以融合之力，擘画乡村振兴美好图景——
黄河沿岸水清岸绿、景美惠民。嵩县

以“+旅游”推动全产业融合发展，
把“山水”转变成“产业”,把

“旅游”转化成“生产力”；充分发挥白云山、天池
山、木札岭核心景区的支撑作用，高标准推进规
范化、智能化建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全力创
建车村镇水磨小镇、陆浑水运码头、饭坡重义河
等A级乡村旅游点。加快产业融合步伐。推进
城旅融合，完善陆浑湖、两程故里旅游服务设施，
把县城打造成为全域旅游“美的客厅”和现代化

“游客接待中心”。同时，深入发展文化体验游、
乡村民宿游、休闲度假游、生态和谐游、城市购物
游、研学知识游、红色教育游、康养体育游等新业
态，开发具有洛阳特色的文创产品。

以创新之势，奏响旅游要素交响曲——
坚持“一切围绕旅游转”的理念，推动各要

素与旅游精准配套、无缝对接。“吃”，让王记烧
鸡、陆浑鱼宴引爆游客味蕾，以陆浑美食一条街
等特色街区加快特色餐饮业态集聚，打造出“舌
尖上的嵩县”；“住”，持续推动精品民宿建设，今
年再建成 300 套民宿，把远方的客人留下来；

“行”，增加交通的旅游功能，打通乡村旅游的
“毛细血管”，形成外联内畅、快旅慢游新体验；
“购”，培育“十全十美”嵩县伴手礼系列旅游商
品，建设旅游商品集散地，发展旅游电子商务
平台，畅通现代快递物流渠道，推动文旅创意
商品进景区、进街区、进酒店……总之，让游客
吃得可口、住得舒适、行得方便、游得有趣、购
得实惠、玩得开心。

以工匠之心，雕琢惠民飨客诗意栖居——
黄河是流动的历史。生存于长河两岸，我

们感受着浓郁的人文情怀和历史积淀。

行进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及打造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的征程中，“5A嵩县·全域
旅游”品牌越发闪亮。一路走来，美景让人目不
暇接：伊河岸边美景如画，陆浑河畔碧波荡漾；
绿荫里散步、廊亭下读书，“伊水秋声”中徘徊，

“陆浑春晓”里低吟，今人与古人握手；文化惠民
润泽民心，城市书房遍地开花，街心游园、文化
广场、城展馆、博物馆、图书馆交相辉映。新时
代红色文艺轻骑兵送上文化大餐，高质量文化
供给不断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举目皆是景、处处见风情。以绣花功夫雕
琢惠民飨客诗意栖居，全景嵩县澎湃着主客共
享的亲和魅力。

绿了河岸，红了日子，美了百姓……文旅融
合推动文化繁荣发展，让黄河经济“热”起来。

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嵩县县委书记
徐新表示：紧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契机，嵩县将以全域旅游带动全域发展之
路，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变，最大限度地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融入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真正把伟大的
黄河文化精神发扬光大，强化同根同源的民族
认同，汲取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锻造百折不挠
的刚健风骨，秉持革故鼎新的开拓意识，珍视和
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涵养兼收并蓄的包容胸襟。

大河高歌东赴海，万仞嵩岳立天中。一条
水清岸绿的生态河、传承历史的文脉河、景美惠
民的幸福河向前延伸，一曲激荡人心的嵩县版
黄河颂歌奏响了新时代的出彩乐章。

文化滋养 让伊河沿岸“美”起来

春日的黄河洛阳段，水碧绿，天湛蓝，天水
相连。融融春光中，伊河两岸鸥鹭翔集，水草丰
美，动静之中显尽生态之美。

黄河一路奔腾蜿蜒，流入河洛大地，孕育出
华夏文明的根脉。穿越历史长河，洛阳嵩县地
处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圈，她之于河洛文化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我们回望这条大河，不
能不将目光聚焦于伊洛之畔。

文脉，静静地流淌在嵩县的血脉里。
嵩县因位于嵩山起脉而得名，伊水蜿蜒东

去，她源栾川、穿嵩县、历伊川、跃龙门、过伊阙、
入洛水，注黄河，记录着千百年来的沧海桑田。

据史料记载，伊洛之畔，大禹娶嵩县涂山氏
女娇为妻，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而涂山氏苦
苦等待大禹归来，便和他的侍女吟唱起自己创
作的诗歌“候人兮猗,候人兮猗……”这首歌仅
有一句却成为中国第一首情诗，被《吕氏春秋·
音初》记载。到了商代，诞生于此的伊尹从奴隶
逆袭为“华夏第一贤相”，被千古传颂。

近千年前，伊洛河畔走出了理学家程颢、程
颐，他们奠基的“以天理论为哲学基础，以正人心、
修道德、明义利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把儒家思
想推向新的高峰，成为黄河文化的绚丽篇章。

车辆驶进田湖镇程村，记者步入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两程故里，品读街道两旁墙壁上
镶嵌的二程粹言，仿佛在聆听二程教诲，让人如
坐春风。走进两程祠，入棂星门，于春风亭、立
雪阁、城敬门、和风甘雨坊、烈日秋霜坊等处驻

足，石狮、碑刻、楹联、古树、老井等一一呈现在
眼前，不禁让人思绪万千。

“天下之治，正家为先；治家之道，正身为
本”“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
程氏粹言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百姓的心灵，规
范着人们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风。
2018年 9月，两程故里家风教育基地建成迎客，
平日里研学活动不断，人流如潮。

“山东有孔庙，河南有二程。”说起二程理
学，河南省二程理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吴建设颇
为自豪：“就思想价值来说，二程理学天人合一
的理性主义世界观、成德成圣的道德修养观、诚
敬为本的修身处世之道、利不妨义的义利观、至
公无私的执政理念等，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也
是我们对黄河文化进行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
展的宝贵思想资源。”

生于斯长于斯的著名作家阎连科表示：“走
近两程使人如仰望星空，感受到嵩县虽偏，但却
星辰明亮，不仅在历史上曾照亮过中国大地，而
且至今还在繁星备至的中华民族的上空闪烁着
明丽深邃之光。”

“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地、人和谐和
美，文化散布在嵩县的每一个角落。陆浑，这一
承载着历史和梦想的中原文化高地进入了视野。

“一湖碧水千年影！”据吴建设介绍，西汉时
这里曾置陆浑县，到金时由县变为嵩州，明朝始
名为嵩县。陆浑自古就是一个著名的文化地
标，《诗经》中多次就描绘过她，特别是在唐宋时

期，李白、杜甫、宋之问、岑参、白居易、韩愈等都
在此留下优美的诗篇。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治理黄河造福
百姓，10万民工截断伊河建成了陆浑水库。陆
浑再次实现沧海桑田之变，“变得是山水、历史，
不变的是为民和发展。”如今，这里建起了陆浑
湖国家湿地公园，万顷碧波与乡村田园相映生
辉，风光无限好！

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千百年
来，包括陆浑春晓在内的嵩县八景引来文人墨客
浅斟低唱——登上九皋山，千峰尽一览。遍看陆
浑春晓，对望如雪西岩。拂手七峰低，龙门若眼
前。似听见，鹤鸣声声于天室，又传天籁至人间！
似看见，李白醉卧伊水岸，天子呼来不上船……

诗和远方交相辉映，伏牛山深处的白云山、
木札岭、天池山、白云小镇、石头部落、黄庄手绘
小镇等生态景区相映成趣，河南大学抗战办学
纪念馆、红二十五军长征嵩县段等红色文化绽
放光芒，这座山水灵动、文化氤氲之城展示着文
化自信，彰显独特的气质。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嵩
县决心保护历史遗存、厚植文化底蕴，进一步擦
亮生态底色。嵩县县长宗玉红表示，眼下，嵩县
将生态保护作为重中之重，狠抓伊河水生态治
理、国土绿化等工作，切实肩负起守住生态底
线、保障黄河安澜的责任。

嵩县，在母亲河的滋润下，将绽放出更加夺
目的光彩。

文旅融合 让全域嵩县“热”起来

传承创新 让黄河文化“活”起来

4月 18日，在两程故里提升及南陆浑古城
保护项目现场，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扑面而来
——挖掘机、推土机隆隆作响，工人们正抓紧修
整古城遗址夯土层，地下排水管网也在紧锣密
鼓地铺设、连接。

当下，嵩县成立传承黄河文化项目建设指
挥部，总投资2.5亿元的首批九大黄河文旅项目
开工建设，为嵩县传承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
事、弘扬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增添了强大动
力。除了两程故里提升及南陆浑古城保护项目
之外，伊尹文化传承项目、河南大学抗战办学纪
念馆、万氏故居万氏佳城修缮、车村镇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旧县前河交通水利工程保护利用、陆
浑水库纪念馆、大禹文化公园、陆浑国家湿地公
园文化提升项目加快建设步伐。

如何凝练黄河文化精神，讲好黄河故事，让
厚重丰富的黄河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

“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传承、创新、发展优
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声声在耳。

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省委十届十次全会
明确指出，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建设黄河文化带和一批精品博物馆、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打造黄河文明的重要窗口。

“打造中华民族的‘文脉河’，要深挖黄河文
化蕴含的时代价值，用创意去唤醒黄河文化古
老基因。”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郑泰森一语中的。

黄河奔流去，文脉承古今。借我省构建“一
核两极多点”沿黄国家大遗址公园走廊之机，嵩
县九大黄河文旅项目齐头并进、快马加鞭，让黄
河文化“活”起来、“热”起来。

项目串珠成链，生态文化交融——
陆浑兴，则嵩县兴。嵩县正在规划环陆浑

湖马拉松赛道，这条“绿色飘带”将串起浑湖国
家湿地公园、陆浑古国、两程故里、曲里温泉、伊
尹祠等，让生态与文明交相辉映。

以嵩县九大黄河文旅项目建设为抓手，深
挖大禹文化、伊尹文化、二程理学文化等黄河文
化，梳理大禹治水、二程讲学、问鼎中原、鹤鸣九
皋等历史典故，打造以伊河为轴线的黄河黄金
旅游带。中华文明溯源之旅、大河风光体验之
旅、治黄水利水工研学之旅等精品线路，迎来八
方游客。两程故里理学思想普及读本供不应
求，黄河文化讲座座无虚席。

修缮万氏故居·万氏佳城，修复老前河大桥、
河南大学抗战办学博物馆，打造红二十五军长征
嵩县段、抗战时期八路军河南省军区司令部红色

景点，让安静的文化转化成有温度的“教科书”。
文化遗产梳理，留住记忆乡愁——
挖掘靠山簧、河洛大鼓、古装等传统民间艺

术，重现库区放河灯、田湖大铜器、旧县背装、车
村高装等文化活动，让乡愁记忆进一步彰显。
将黄河文化植入“春赏花”“夏避暑”“秋观叶”

“冬玩雪”四季主题活动，创新开发黄河山地运
动、水上竞赛等文化体育体验项目，增强旅游的
互动性和体验性。开发黄河奇石、黄河陶、葫芦
烙画等特色旅游商品，拉长产业链条。

智慧科技律动，打造文化新 IP——
跨界融合、科技引领、沉浸体验已成为黄河

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嵩县推出《黄河故事》系
列新型文艺作品，打造黄河文化新 IP。依托两
程故里、陆浑古城、伊尹祠等，搭建指挥平台，打
造“云”上黄河文化讲堂。以动漫游戏、舞台剧
目、实景演出、影视歌曲等表现手法，将传统的
手工技艺、风俗民情、灌溉技术、古都文化等赋
予新的生命力。

宗玉红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创
新才能活态传承。在讲好嵩县故事、传播嵩县声
音的同时，嵩县正为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注入
更多鲜活的生命力，更好地延续历史文脉，让黄
河文化更适应时代、更顺应潮流、更贴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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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浑不墨千秋画陆浑不墨千秋画 伊水无弦万古琴伊水无弦万古琴

白云之上 伏牛之巅

一只小画笔 绘出新生活

文化活动文化活动 百姓狂欢百姓狂欢

两程故里两程故里 闪耀中原闪耀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