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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
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
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
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
的主体。探寻河洛文化的渊源，追溯
其发展脉络，探求华夏文明之根，探
索新时代河洛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对于增进文化认同和坚定
文化自信具有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
价值。

河洛文化之“源”

所谓河洛地区，主要指今天河南
省西部和中部、陕西东部以及山西南
部地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
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
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史
记·封禅书》又说：“昔三代之居，皆在
河洛之间。”由此可知，作为一个文化
概念，“河洛”既有地域上的意义，又
有人文上的内涵。从夏商周三代的历
史状况及实际影响范围可知，司马迁
所说的“河洛”，是泛指以黄河、洛河
交汇之地的洛阳为中心的“河南”“河
内”“河东”诸地区，是所谓“天下之
中”“中国”之源 （见西周 《何尊》铭
文），是中华先民最古老的繁衍生息
地之一，也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源头之
地。因此，一般谈及华夏民族、追溯中
华远古文明，都要谈到“河洛”。考古
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从旧石器时代
的文化遗存，到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
文化，再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
头文化，中华文明早期的历史遗存在
这里可以说是星罗棋布。这里最早进
入文明社会，夏、商、周以来长期是国
都所在，周公在这里制礼作乐，新的
思想学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科
学技术的成果在这里产生，这里是古
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
心。正因如此，诞生、形成、发展、繁荣
于此的河洛文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
内处于主导和正统地位。简言之，河
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主干。

河洛文化之“脉”

河洛文化主干为夏商周三代政治
覆盖之下的河洛地区的文化现象，在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引领了中华文
明的发展方向。在悠久绵长的历史长
河中，河洛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交流
互动，相得益彰，不断吸收其他地域
文化的营养，持续充实完善自身，形
成了先导性、开放性、持久性等特点。
其以中原为中心，不断向外扩散，播
迁至赣、闽、粤、台乃至海外，形成了
赣鄱文化、客家文化、闽台文化、岭南
文化等一系列亚文化。河图洛书、周
易八卦、儒家经学、道家经典、释教佛
学、老庄玄学、谶纬神学、伊洛理学，
或肇始于斯，或兴盛于此，其影响从
秦汉到唐宋以至近代数千年，同时以
人口迁移为途径传播四海。

追溯河洛文化的发展脉络，诞生于
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形成于夏商
周三代，发展于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鼎
盛于隋唐北宋，宋以后开始转型或中
衰，新中国成立之后进入复兴期。

河洛文化滥觞期是河洛文化起源
的历史时期，即中国历史上的上古时
期，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
早在距今 70 万年前，这里已经有栾
川人在此生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
后，经过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
龙山文化几个阶段，社会生产力更加
进步。磨制石器、陶器不断被加以改
进，冶铸技术开始出现。生活在河洛
地区的华夏部族率先摆脱了野蛮和
蒙昧，建立了早期国家，迈进了文明
社会的门槛。河洛地区的史前文化在
中国文明起源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
古代的文字、科学技术和原始的美
术、音乐、舞蹈都与这一地区关系密
切。古老的河图洛书也被视为中华文
化的源头。从五帝的古史传说和考古
发现来看，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
起源中起到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夏商周三代是河洛文化形成期。当
时河洛地区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
通的中心。河洛地区率先实现了由原始
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出现了最早的
国家和都城，形成了相应的社会制度、
国家制度、都城制度等。在我国传统文
化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史官文化，在这里
诞生并逐步完备。西周初年，周公在洛
邑制礼作乐，集夏商周文化之大成，创
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典章制度。儒家学说
之“礼”即肇始于制礼作乐。春秋时，东
周王室的守藏史老子撰《道德经》五千
言，开创道家学说。法家的先驱者子产、
邓析，法家的创立者李悝、申不害，法家
集大成者韩非等都长期生活、活动在河
洛地区。以上这些，加之中国最早的诗
歌总集《诗经》、最古老的史书《尚书》的
面世等，都标志着河洛文化的形成。

西汉初都洛阳，后迁长安，以洛
阳为河南郡治。河洛文化进入发展
期。袁祖亮在《略述丝路沿线的人口
分布与人口迁移》一文中指出，西汉
时洛阳人口较长安多八万，表明当时
洛阳的经济、文化繁荣绝不逊于长
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皆曾建都
洛阳，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

交通的中心。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兴盛。由西
汉末期开始的今、古文经学之争，至
东汉时，在洛阳呈现出了空前的热
潮，先后在光武帝时、章帝时、桓灵之
际发生过三次大的论争，最后古文经
学集大成者郑玄的“郑学”成为此后
经学的主流。洛阳太学是当时讲授儒
经、著书立说、抒发己见、相互诘难的
重要场所，这里集中了一大批著名学
者，太学生最多时达到三万余人。熹
平四年（175）刻立的熹平石经，是历
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之后的曹
魏、西晋，均曾重兴太学。这一时期，
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形成、发展、碰
撞、融汇。如玄学在洛阳及周边地区
形成，佛教学说在这里传播和弘扬，
道教的改革也在这里开展。洛阳及河
洛地区是北方乃至全国的思想学术
中心。

隋至北宋五百年间，河洛地区长
期是国家的首都或陪都，经济、文化
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河洛文化也进入
到了它的鼎盛期。隋唐时期河南的思
想家有韩愈、刘禹锡等人。韩愈倡导
新儒家的道统学说，成为中唐时期反
佛的代表；刘禹锡是一位著名的思想
家，其著作阐述了进步的自然观；李
筌则融合了道家和兵家的观点，形成
了自己的哲学和军事思想。宋代学术
昌盛、学派众多，讲学之风很盛。程
颢、程颐兄弟长期在洛阳居住、著述
和讲学，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派别，人
们称之为洛学，又称道学。二程在政
治上主张行王道、施仁政，还认为国
家的兴衰存亡与人才有很大的关系。
二程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阐发
六经，以“理”为核心和最高范畴，形
成了一个有机的思想理论体系。二程
有很多门徒，来自全国各地，在许多
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二程的学说，洛学
也得以在各地传播，形成了一些新的
地域学派，其后朱熹发扬光大二程的
洛学，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临安（今杭
州）。此后的元明清时期，河洛地区逐渐
失去了以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
位，辉煌不再，河洛文化逐渐走向衰弱。
明清时期，河洛地区虽然也产生了一些
理学家及学术成果，但与当时其他地区
相比，已处于低谷。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来，随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河
洛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逐渐引起

人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为此，全国
政协专门成立了中国河洛文化研究
会。学界开始对河洛文化进行广泛、深
入、系统的探索研究，同时也注重河洛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创立新的学科

“洛阳学”，河洛文化进入了复兴期。

河洛文化之“蕴”

河洛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文脉传承，光辉灿烂。在五千余年的
发展历程中，河洛文化与其他区域性
文化相互撞击、融合、补充，共同创造
了和而不同、多元互补的中国传统文
化，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其中比较突
出的有先导性、开放性、正统性、持久
性。先导性是指河洛地区率先从原始
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由野蛮跨入文
明，诞生了最早的国家；儒家学说、道
家学说、佛家学说首先创立或传播于
河洛地区；最古老的史书《尚书》中的
许多篇章，第一部诗歌集《诗经》中的
许多篇章诞生于河洛地区；偃师二里
头斟鄩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是我国最
早的一批青铜器，这里出土的原始瓷
残片、郑州商城出土的原始青瓷器是
我国最早的瓷器等等。这些都充分展
示出河洛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其
他地域文化具备创先导向作用的特
征。开放性是指河洛地区居于天下之
中，交通便利。这里既是古代丝绸之
路的东起点，又是隋唐大运河的中
枢。这便于河洛文化辗转传播到全国
各地乃至境外，又利于接受其他地区
优秀的文化成果。如源于古印度的佛
教，就是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洛阳，
进而辐射全国的。河洛地区长期的都
城历史，又促使诞生、形成、发展、繁
荣于这里的河洛文化，具有明显的正
统性，是历代统治者遵循、推行的文
化。从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算
起，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
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连绵不断，一
脉相传，迄今河洛文化已有大约五千
年的悠久历史，显示出河洛文化强大
的生命力和持久性。

河洛文化之“进”

进入新时代，河洛文化依然是我
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文
化资源。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传承和创新河
洛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既要立

足当代中国现实，坚持多学科研究视
角，使文化的思想火花不断融合、交
汇与创新，又要立足河洛、跳出河洛，
超越历史、贯通古今，把河洛文化放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伟大
历史进程中，立足全球语境和国家形
象塑造，加强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
唯有将多学科研究视角、新时代使命
情怀与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文明交流原则共同纳入
新时代河洛文化研究之中，才能更好
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中国
形象、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
不断巩固扩大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
成果。唯有将河洛文化研究上升到学
术创新、高度文化自信、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
度，才能坚守中国立场、体现中国态度、
展现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

河洛文化作为中国地域文化的核
心，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与中国历史
的主流进程相伴随。在分析和认识河
洛文化对增强文化自信的作用时，总
结和提炼河洛文化中可以上升到精
神层面的主要内容，结合对河洛文化
精神内涵的深入发掘，有助于塑造文
化自信的民族精神，全面助推我国的
文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
献力量。河洛文化可以上升到精神层
面的内容很多，如河洛文化中的创新
精神、进取精神、包容与开放精神，都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河洛文化中的大一
统观念从先秦以来就已经出现，到两汉
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进入魏晋南北
朝时期，伴随着黄河流域战乱乃至南北
对峙、东西分裂的出现，追求大一统的
局面、在此实现大一统是建都河洛地区
的统治者的不懈追求。随着时代的推
移，这种理念的表现越来越明显，并且
成为推动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在新的
历史形势下，发扬和继承这一优秀的地
域文化，为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提供文
化的精神力量，是河洛文化研究中的应
有之义。

河洛文化之“力”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
量。河洛地区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
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诞生地。在
中国文明数千年演进历史中，河洛文
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主干文化，由于特
殊的区位优势和强大的政治优势，长
期居于主干、主导与核心地位，具有

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无可比拟的重要地
位。就世界范围而论，河洛文化不但是
中华民族的根文化，而且以河洛文化为
核心文化的黄河文明是中国文明的主
体。河洛文化以“河图”“洛书”为标志，
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性；以
夏商周三代文化为主干，充分体现了中
华传统文化的厚重性；其影响从秦汉到
唐宋以至近代数千年，充分体现了中华
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以人口迁移为途径
传播四海，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
的辐射性。

河洛文化是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
建设的重要根基。提升文化软实力是
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河洛文化
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象征，同
时也是中华五千年民族史的活水源
头。在古代中国，河洛文化曾经彰显
出巨大的文化软实力：对内，它凸显
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了祖
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保障了中国长久
的繁荣昌盛；对外，它广受其他文化
的认同和推崇，展现了中国良好的国
际形象。今天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古
代中国相比相对弱势，加强中国文化
软实力建设刻不容缓。河洛文化作为
国家和社会的主导文化，蕴含着“国
家至上、民族认同”的核心价值理念，
对内有利于解决凝聚力和创造力的
问题，对外可以有效解决阐释力和参
与力问题，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和时代
特征，对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具
有重要作用。

河洛文化具有凝聚中华儿女的强
大向心力。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
化之根，在历史上曾经充分发挥了其
文化的融合性，促使了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的形成。步入新时代，它在
凝聚民族精神、巩固民族团结中仍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河洛文化的精神
内涵充分体现了历久弥坚的大一统
思想和根深蒂固的“中国意识”，形成
了传统的民族基因，充分彰显了吸
收、包容、开放、凝聚的民族个性，是
中国历史上多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
的精神力量。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
程中，由于河洛文化所倡导的大一统
思想深入人心，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
一度出现分裂局面，但一旦处于中心
地位的王朝居于中原地区的优势地
位，很快便以中央王朝的名义和号召
力使中国重新走向统一。河洛文化是
一种根文化，无论中国人走到哪里，
都对自己的祖居地怀有深厚的情愫，
都被河洛文化的强劲凝聚力和向心
力牢牢团结在一起。最为典型的例子
是客家人，他们在历史的变动中屡次
播迁，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坚定地
传承着河洛文化，自豪地称自己为

“河洛郎”。河洛文化同根同系、同源
同祖的深层意识对中华儿女具有巨
大的精神感召力和情感吸引力，具有
维系和连接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
侨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的强大向
心力，成为凝聚中华儿女、维护国家
统一的重要力量。

在新时代思想文化空间高速扩展
和思想观念多元化的背景下，只有立
足于文化自信，才能凝聚起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文化自信是为
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国家软实力建设
与拓展的重要支撑。“参天之木，必有
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在中国
人的观念中，特别重视乡土之情，依
恋本源，讲究重生报本、尊祖敬宗。河
洛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和
主体，成为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在中华传统文
化、民族血脉强大凝聚力的感召下，
当代世界各地华人华裔纷纷回归祖
国故土寻根祭祖。中华传统文化独一
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
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信和自
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现
代的科学技术，也离不开传统的文明
和文化基础。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文化认同是很关键的一个
因素，港澳台地区、全球华人和内地
同文同种、同根同源，正是这些共同
的文化、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故土，才
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这是民族强盛、
国家统一的根本。

在同世界诸文明的交往中，河洛
文化充分展示了自身的魅力，赢得了
外来文明的尊重、认同和推崇。河洛
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和
扬弃周边地域的文化，从而使自身日
臻完善与成熟。河洛文化蕴含的“和
合精神”“开放创新”“厚德载物”等精
神内涵和古丝绸之路求同存异、开放
包容的思想精髓异曲同工、一脉相
承。河洛文化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
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特点使它成为推
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
任的情感纽带。弘扬河洛文化精神，
对于展现大国担当、进一步坚定文化
自信、拓展文化共享空间、推动我国
文化“走出去”战略发展、提升我国国
际影响力、不断加强文化交流互鉴、
促进沿线国家的文化认同与强烈共
鸣、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构
建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
有重要的战略与现实意义。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项目“权力—知识视角下遗产旅游地
的 空 间 再 生 产 研 究 ”〈 编 号 ：
41601145〉研究成果，作者系洛阳师
范学院校长）

传承和创新河洛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既要立足当代中
国现实，坚持多学科研究视角，使文化的思想火花不断融合、交
汇与创新，又要立足河洛、跳出河洛，超越历史、贯通古今，把河
洛文化放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立足
全球语境和国家形象塑造，加强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

栏目主持：韩天琪

学术速递

徐剑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

吸引力是魅力，创造力是动力，
竞争力是实力。只有通过城市文化吸
引力、创造力的两轮驱动，最终才能
实现城市文化竞争力的综合实力飞
跃。研究根据“三力”原则，从城市文
化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效能维度对全
球范围的国际文化大都市进行立体
化考察。构建了由人文生态建设、公
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供给、公共文
化参与、文化市场、文化经济发展、文
化教育、互联网发展、文化旅游、文化
全球影响等 10 个一级指标和 52 个
二级指标组成的国际文化大都市评
价指标体系，并通过收集统一口径的
全球数据，对 51 个国际文化大都市
进行了第一次全球评价。评价体系的
构建试图跨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
基于东方视角，包容全球化的城市文
化发展形态，避免对后发城市的文化
发展状态进行强制性衡量，同时也平
衡地区文化的特殊性价值，形成一个
包容、开放的全球文化评价体系。

———《国际文化大都市指标设计
及评价》，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9 年 02期

胡娟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相较于北美研究型大学，我国的
研究型大学既具有强熟人社会的特
征，又在治理结构上呈现很强的科层
制形态。熟人社会和科层制对大学治
理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运行
有效的熟人社会／科层制可称为正态
熟人社会／科层制，反之则为变态熟
人社会／科层制，在此基础上熟人社
会与科层制有四种组合形态，最差形
态为权力科层制与利益熟人社会组
合，最优形态为理性科层制与道德熟
人社会组合。我国大学依托的外部法
律架构和治理环境与北美大学不同，
目前并不为共同治理提供制度支持。
我国大学现阶段应寻求道德熟人社会
与理性科层制结合的理想形态。

———《熟人社会、科层制与大学
治理》，载《高等教育研究》，2019 年
02期

施畅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幻想地图不仅是辅助读者理解
的副文本配件，更是一套不断运作的
沉浸机制。对宗教信仰而言，幻想地
图提供指引，并训诫世人。对乌托邦
及科幻小说而言，幻想地图带来了某
种真实的感觉。对冒险小说而言，幻
想地图是诱人的召唤。托尔金致力于
打造具有内在逻辑的世界架构，为幻
想世界树立了理性规则。“可写的”幻
想地图是世界架构的基础构件之一，
既是故事之内的、召唤英雄前来冒险
的叙事引擎，也是故事之外的、可供
多方主体广泛参与的跨媒介平台。基
于幻想地图的跨媒介叙事体现为“英
雄的游荡”与“地图的铺展”，故事世
界由此实现叙事增殖乃至无限叙事。

———《地图术:从幻想文学到故事
世界》，载《文学评论》，2019 年 02期

孟琢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大学》明德由早期明德观念发
展而来。早期明德是贵族性的政治道
德，其行为主体为上古圣王，它以天
命为依据，具有理性化的特点。在春
秋战国之际儒家的人文重建中，《大
学》将明德由政治道德改造平民性的
人伦道德，在行为主体、道德内涵两
个层面建立起明德的普遍性。在“在
明”“诚意”“自明”的功夫中，体现出
明德的内在依据。《大学》明德开启了
儒家的性善论传统。由君德到人德，

《大学》的明德转型凸显出先秦儒家
建立普遍、追寻平等的人文精神。

———《明德的普遍性———《大学》
“明德”思想新探》，载《中国哲学史》，
2019 年 02期

何玉国
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面对认知和表达，人类总是存在着
欲说还休和难以沉默的两难与窘境。在
西方，有不可言说的言说之“上帝问题”
和康德作为认知界限的“物自体”问题。
而在东方，有难以界定的佛教中的“空”
和中国文化中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含

“无”）等概念。这是具有共性意义和价
值的世界问题。老子之道，不可言说，但
老子“论”道，通过隐喻、象征、疑似性词
语和“正言若反”的句式表达，既达到了
言道之目的，又给体道者（悟道／践道）
指明了方向。有“言说”兼“实践”，这是
老子对世界问题的有益探索，特别是其

“正言若反”的表达范式，是老子对世界
类似问题做尝试性回答的积极贡献。

———《老子“论”道之言说方式研
究》，载《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9 年 02期

弘扬河洛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

姻梁留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