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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再现“城摞城”“桥摞桥”

奇观的开封州桥遗址到探寻黄

河流域文明起源关键钥匙的“河

洛古国”，从彰显盛世繁华的隋

唐洛阳城到如诗如画的三门峡

百里黄河生态廊道……沿着连

霍高速一路向西，仿佛可以看到

黄河从历史深处奔涌而来，孕育

出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

河不仅仅是一条奔腾着浪花的

自然之河，更是一条沉淀着民族

记忆、民族精神的文化之河。进

入新时代，党中央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擘画了新

蓝图，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掀

开了新篇章，河南也进入了高质

量发展的“黄河时代”。

□本报记者 温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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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中 国
（郑州）黄河文
化月期间，知名

历史学者纪连海携手
著名媒体人易立竞，走进

双槐树遗址直播探访“河洛古
国”，短短几个小时内话题播
放量就达 560 万次，可见“河
洛古国”魅力非同小可。

时间回溯到 2020 年 5 月
7日，考古人员宣布巩义双槐
树遗址历经十几年的发掘与
研究，发现了 5300 多年前仰
韶文化时期的“河洛古国”，被
专家认定为“早期中华文明的
胚胎”“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
明之魂”“探寻黄河流域文明
起源关键钥匙”。著名考古学
家李伯谦指出：“五千年文明

没有中断，主要是在中原地区没有断。”
双槐树遗址位于黄河南岸以南 2 公

里、伊洛河东 4 公里，地处河洛文化中心
区。站在遗址高处，黄河两岸风光尽收眼
底。遗址面积达 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

韶文化中晚期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
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夯土祭祀台遗迹等，
还出土了“牙雕蚕”，实证了5300年前黄河
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从事养蚕缫丝。“我
在接到黄河文化月主办方邀请时，就迫不
及待地想要实现这趟旅行了。”易立竞说。

双槐树遗址与同在河洛文化中心区
域、地处古伊洛河北岸的偃师二里头遗
址，直线距离约 40 公里。二里头夏都遗
址博物馆自 2019 年开馆以来，迅速成为
网红打卡地，吸引大批中外游客前来领
略其神秘风貌。“我们昨天住到洛阳，今
天一大早就出发了，专门带孩子来看看

‘最早的中国’。”5月 1日，来自郑州的刘
女士说。

黄河为三门峡带来了最早的文明曙
光。仰韶先进的彩陶文明向四周扩散，形
成了一条东抵郑洛、西至关中、北达内蒙古
中南部一带的彩陶之路。今年恰逢仰韶考
古百年，走进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
现场，记者看到考古人员正在辛苦工作，用
手铲细细“释读”过往的文明岁月。

开封州桥及汴河遗址发掘现场，一
道道白色地层线标注出元、明、清时期汴
河的形态，一眼千年。“探方内的一道黏
土层，就是一次黄河灌城留下的印记。
尽管历经风雨沧桑，中原儿女一次又一
次在原址上重建辉煌，从未止步。”开封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曹金萍的话深深震撼
了现场每位观众。

中华文明和黄河文化，从源头汤汤而
来，在新时代又焕发出独特的魅力。

4 月 30 日，流
动 的 烫 金 光 束 汇

集成大河奔流的意象
从高空流淌而下，气势磅

礴，成为中国（郑州）黄河文化
月成果发布会的精彩一幕。自4

月 13日活动开启以来，黄河文化月
全网话题阅读量已破40亿，在全国乃至
更大范围掀起了“黄河文化月”热潮。

这是黄河文化的时代魅力，也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
化的硕果。让黄河文化“潮”起来，用年
轻人喜欢的方式和手法，深入挖掘并传
承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是河南博
物 院 院 长 马 萧 林 一 直 思 考 的 课 题 。
2020年 9月河南博物院主展馆重新开
放后，增加了 5G、沉浸互动等手段，吸

引全国观众纷至沓来；推出的文创产品“考古盲
盒”卖到脱销。“这些都是让公众感兴趣、想参与、
有收获的生动实践。”马萧林说。

无独有偶，黄河国家地质博物馆里，人们置身
沙尘暴体验屋，狂风呼啸，天昏地暗，浓雾喷出，生
动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地理、地貌、气候等自然概况；
开封《微梦·大梁门》让游客站在遗址上，一览北宋
东京城的盛世繁华、兴衰荣辱。人们纷纷打开手机
做起直播，直呼“360度全沉浸包裹无死角，太震撼
了！”

黄河文化当“潮”不让。几天前，著名导演王潮
歌剧透了其执导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一幕：
在百亩麦田之后，360 米长的黄色夯土墙十分壮
观，既像远古而来，又似来自未来；当夜幕降临，这
面墙上幻化出《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的灯光
大秀，古老历史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在百亩麦田
一侧的观众为之震撼。

“我们希望以敬畏之心，以当代精神，蘸着黄河
之水书写一部黄河边的‘史记’、麦浪上的‘离骚’，
创作一部令世界惊叹又独属河南的作品，只为让世
人看后发出感叹：只有河南！”王潮歌说。

黄河的潮起潮落，总是能引发中华儿女深沉的
家国认同和文化共情，显示出黄河文化作为“根”和

“魂”的强大凝聚力。她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
着中华儿女奔向绚丽出彩的美好明天。③6

三门峡是黄河入豫第一站，在漫长岁
月中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自然景观和人文
景观。巍峨耸立的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
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中国人民治黄的一
次伟大实践，还有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

“中流砥柱”，都成了新时代河南精神的生
动注脚。

三门峡百里黄河生态廊道被网友誉
为不可错过的打卡胜地。行走其间，目之
所及风景如画，无限绿意掩映着花香鸟
语，处处生机盎然。这得益于我省落实构
建“生态黄河”，对黄河生态廊道提质升
级，打造集生态屏障、文化弘扬、休闲观
光、高效农业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态走廊样
板的一系列举措，是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先手棋。

三门峡天鹅湖旅游度假区的金牌讲解员韩铁艳
说，黄河生态好了，亲近母亲河的游客多了，许多外地
游客慕名而来。她最高兴的时刻，就是听到游客发自
内心地赞叹：“三门峡还有这么惊艳的地方，黄河还能
这么美！”

据记载，黄河在开封境内决口370多次，黄河水困
开封城达15次之多，造就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城摞城”
旷世奇观。历经苦难的开封迎来了今日的破茧成蝶，

“一城宋韵半城水”，赢得魅力宋城的美誉。
开封东护城河，河面水波潋滟，两岸杨柳依依，不

远处就是明清的古城墙。“这么美的风景，走在这里就
像人在画中游。”来自河南大学的刘先生感叹。

在兰考县东坝头，奔腾的九曲黄河完成了最后一
弯，向东流去。这里的人们依托黄河湿地、生态农业等
资源，弘扬红色文化、做大黄河文化，实现了村美民富。

基于黄河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生态禀赋，河
南围绕郑州、开封、洛阳三大历史古都，聚焦“三座城、
三百里、三千年”，叫响文旅新 IP，提出打造世界级黄
河文化旅游带，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谋划正在
逐步成为现实。

黄
河
廊
道
如
诗
画

文
化
之
河

文
化
之
河
﹃﹃

﹄﹄
澎
湃
澎
湃

澎
湃
黄
河
﹃
潮
﹄
起
来

看河南看河南

新新
潮潮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小小石硪圆又圆，呀嗨呀嗨嗨呀嗨嗨……”
一唱众和，铿锵有力，黄河硪工打硪的劳动场面跃
入眼帘。5月1日，前来黄河博物馆参观的观众络
绎不绝，当他们走进黄河号子专题展馆时，无不被
先声夺人、气势如虹的“黄河号子”所折服。

生活在黄河两岸的劳动人民在与桀骜不驯的
黄河进行抗争的过程中，将生活实践“艺术化”为充
满生命张力的战歌——黄河号子。它见证着沿黄
百姓激情燃烧的岁月。河南是黄河流域的重要省
份，黄河号子在河南沿黄各市县均有传唱。2008
年，江河号子（黄河号子）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黄河博物馆社教部主任张笑蕾说，黄河号
子用原生态的艺术手法表现了团结奋斗、坚忍
不拔等民族精神。在民族危难时刻奏响时代最
强音的《黄河大合唱》，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
就采用了黄河号子的形式。

“我的太爷爷是清朝时候的河工，我们家四代
都是黄河河工，我是从小听着黄河故事和黄河号
子长大的。”黄河号子传承人李富中说。

近年来，省非遗保护中心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全面了解和掌握了黄河号子的生存环境、保护现
状和存在的问题，开展了抢救性记录保存工作。

“我们组建团队深入黄河沿线乡镇村落，采访老船
工、老硪工、老河工，搜集、挖掘黄河号子相关实
物、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资料，建立数据库，并
在黄河博物馆建立了黄河号子专题展馆。”省非遗
保护中心主任楚小龙说。

为推动黄河号子活态传承，去年9月，省非遗
保护中心将“黄河号子”搬上舞台，生动诠释了历
久弥新的“黄河精神”。过去，黄河号子奏响的是
齐心协力打硪修坝、拉纤运货、河堤抢险的战斗号
子；今天，重新奏响的黄河号子，是把黄河建设成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时代号角。

传唱千年的黄河号子，唱响的是百折不挠的
黄河精神。楚小龙表示，凝聚着“黄河之魂”的黄
河号子，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我们要传
承好、利用好、弘扬好，凝聚起中原
儿女攻坚克难的智慧和前行
力量，为中原更加出彩增光
添彩。③8

□本报记者 温小娟

站在桃花峪黄河大桥上眺望，中原大
地一马平川，沃野千里，黄河静默流淌，仿
若一幅诗意盎然的千里江山图，雄伟壮丽。

4月 28日，“沿着高速看河南”集中行
采访团抵达位于郑云高速 10公里处的郑
州桃花峪黄河大桥、黄河中下游分界碑等
地，感受黄河千百年来的沧桑巨变。

郑云高速穿邙山、跨黄河，是省内首
条直达 5A 级风景区的高速公路，也是郑
州通往云台山景区的黄金旅游线路。

桃花峪黄河大桥位于郑州黄河风景
名胜区西侧桃花峪附近，是黄河中下游分
界线的地标性建筑。曾经，跨越黄河要历
经几多艰险，如今，驱车行驶在黄河大桥
上，只要十几分钟就可以飞渡黄河。这是

黄河郑州段交通设施大提升的一个缩影。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桃

花峪分公司副总经理王勇介绍，桃花峪黄
河大桥全长 7703米，设计新颖，采用的是
双塔全钢梁自锚式悬索桥形式，主跨 406
米，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三跨双塔全钢梁
自锚式悬索桥。

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大桥穿越国家级黄
土峁地质公园、国家级黄河鲤鱼保护区和省
级湿地保护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在设计
之初就将桥位拉高近60米，并放弃了明挖
的方式，修建了桃花峪隧道，基本完整地保
留了千百年形成的原生态地貌形态。这座
桥与黄河中下游分界碑互相呼应、互相映
衬；双塔三跨高低起伏、刚柔并济，既有缆索
柔美的韵律，又有钢筋水泥的硬核力量。

不久前，河南作家冯杰造访此桥，大

桥之美、大桥之韵给他带来了无限遐思。
他说，桃花峪黄河大桥是黄河中下游分界
处的点睛之笔，是保护传承黄河文化创新
发展的实物和见证。与其说它是地理标
志之桥，不如说它是黄河文化和历史标记
之桥，这座桥承载着沿黄两岸丰富厚重的
历史记忆，更展示着新时代的黄河文化、
新时代的河南形象。

“如果要看黄河，桃花峪黄河大桥附
近是最好的‘观黄台’。在黄河两岸，只有
它是一条看得见的实线，钢铁的曲线优美
流畅，且充满中原大地的诗意。”冯杰说。

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今年 4月，河南境内已建成通车黄河桥 28
座。其中，桃花峪黄河大桥以其紧临黄河
中下游分界点的地理独特性，成为中外游
客打卡的网红新地标。③8

大桥之韵 诗意中原

黄河文化之旅

▶游客在开封市观看《微
梦·大梁门》，享受视觉盛宴。
本报资料图片

黄河流经新乡形成的滩区。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舞台节目《黄河号子》李燕 摄

黄河号子 传唱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