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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春：
黄帝为国家基业铺上第一层砖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席顾问，中共河南省
委原书记、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者、新闻
理论与实践专家徐光春作了《让我们不要辜负了
这个时代》的演讲，他用详实的历史记载，阐释了
黄帝文化与“强国之路”之间的关系。

“黄帝和黄帝时代对中华文明所作出的开
创性贡献，集中体现了黄帝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思
想精髓，正是这种文化使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开
始起步，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
徐光春说。

“这 5000多年中华历史绵延发展征程中，是
黄帝和黄帝领导下的先民们迈出了第一步，为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基业铺上了第一层
砖。”徐光春呼吁，“我们要汲取黄帝文化中宝贵的精神养料，更好地传承和弘扬老祖宗留
给我们的珍贵思想文化，用以更好地激励我们在新的时代有新的作为，在新的征程中做
出新的贡献。”

康震：
黄帝是一种
文化偶像和象征

“我是陕西人，多次去过黄帝
陵，黄帝陵是黄帝安息的地方，能
来到黄帝诞生的地方，是一件非常
有意思的事情。陕西省和河南省
都是中国文物大省，也是文化大
省，有机会来到新郑，和大家分享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体会，内心非常激
动。”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央视《中国诗
词大会》《经典咏流传》文学顾问、
鉴赏嘉宾康震的开场白引得现场掌
声不断。

本次论坛上，康震演讲的题目
是《古代诗歌的家国情怀》。他指着
大屏幕说：“这几个字一放大就很有
气场，本来只是几个简单的汉字，但
是我们在技术上给它做处理，在科
技上给它做加强，它就立刻能够绽
放出超出字面本身的光芒。我们对
于黄帝和黄帝文化的这种追寻、仰
慕和历代的传承，其实也是一个不
断加强、放大、增强黄帝及其黄帝文
化的一个过程。”

阎维文:
家国情怀源于
内心的那份爱

“军人的职业是非常特殊的职
业，军人的使命就是保家卫国，作为
军队艺术工作者，我们所有的文艺
创作、艺术创作、艺术表现都是紧
紧围绕这个主线进行的。像《说句
心里话》《小白杨》，都是跟‘家’‘国’
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著名歌唱家、
国家一级演员、中国音乐学院特聘
教授、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
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阎维文围绕
“歌声中的国家力量”的主题，分
享了自己在工作中体现出的家国
情怀。

阎维文回忆，一次去一个部队
辅导唱歌，当全旅的官兵在训练场
唱起《强军战歌》的时候，作为一个
演唱者，他听得热血沸腾、血管膨
胀。所以当他再站上舞台唱这样
的军歌时，就会真实地反映出军
人的气质。“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优
点，能够从战士中汲取营养，看似
在舞台上表演一首歌，画面感永远
是那些可爱的战士。”

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任李柏拴，中华
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任大援，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
长杜勇，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
长朱士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
会副会长高福朝等出席论坛。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新伟，
市政协主席黄保卫，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副市长黄卿，市政协
副主席王东亮等出席论坛。

王新伟在欢迎辞中表示，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郑州
要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不仅需要经济的硬实力，还要
不断提升城市文化的软实力。
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是中原地区
对外交流的窗口、世界文明对
话的平台、国际文化交流的名
片，历经 13年的探索、打磨和
创新，把古老的中华文明和鲜
明的时代精神有机融为一体，
在促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
和对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本届论坛以“黄帝文化与
强国之路”为主题，对于弘扬时
代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和民族
认同，助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也必
将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注
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杜勇在致辞中说，今年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论坛的主题定为“黄帝文化与
强国之路”，紧扣时代脉搏，昭
示民族精神。“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我们的论坛就
是要通过借鉴古往,继承传统,
用文化自信之光照亮强国之
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

任大援在开幕辞中说，黄帝
文化国际论坛就是弘扬以黄帝
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思想盛宴，彰显中国力量的
文化盛会。我们要坚定文化自
信，凝聚人心，砥砺前行，满怀豪
情地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
年华诞，向着“两个一百年”的梦
想，向着“强国之路”前行。

本届论坛主题是“黄帝文
化与强国之路”，旨在传承和弘
扬以黄帝文化为根脉的中华优
秀文化，巩固和提高黄帝故里
作为世界华人寻根拜祖圣地、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地位
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海内外
中华儿女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自信豪迈地迎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论坛由中华炎
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先秦史学
会、中华黄帝故里建设促进会、
郑州市人民政府、政协郑州市委
员会主办，新郑市人民政府、河
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承办。

论坛由全国青联常委、中
国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连续
16年主持央视春晚综艺节目的
著名主持人周涛担纲主持。

论坛为期两天，中华炎黄
文化研究会首席顾问，中共河
南省委原书记，著名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学者、新闻理论与
实践专家徐光春；文学博士，北
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央视《中国诗词大会》
《经典咏流传》文学顾问、鉴赏
嘉宾康震；中国著名近代史学
家、先后获得台湾大学历史学
学士学位、美国华盛顿大学历
史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弗吉
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复旦大学，
以及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
等校客座教授的汪荣祖；著名
军旅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中
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中国音
乐家协会理事，获得中宣部、国
家人事部、中国文联“全国青年
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荣誉
称号，“全军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的阎维文；十一届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军事科学
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
博士生导师罗援少将；中国移动
通信联合会执行会长倪健中；北
京邮电大学教授、中国移动通信
领域学术带头人之一、国家科技
进步奖获得者张平；中国人民大
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罗来
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遗
址遗迹理事会岩画委员会国家
协调员、国际岩画组织联合会
召集人罗伯特；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国际岩画
断代中心主任汤惠生等著名
学者登台演讲。

6日下午举办的闭幕式上，
李宝光、薛文灿两人被授予轩
辕奖。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张立 王治 李爱琴）“又逢一
年三月三，黄帝故里拜轩辕。”己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到来之际，被誉为拜祖大典灵魂工程的“黄帝文化国际
论坛”，4月5日至6日在古溱水之滨、轩辕湖畔，美丽如
画的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举行。

第十三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

畅谈黄帝文化与强国之路

互联网连接人
类，物联网连接社
会。如果说 4G 改
变生活，那么 5G将
改变社会。中国移
动通信联合会执行
会长倪健中和北京
邮电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移动通信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之一张平以《5G如何改变社
会》为题，分享5G带来的改变。

“5G改变社会，具体要怎样理解？我认为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万物互
联。”倪健中开门见山地表示，当今，全社会对5G的关注度是空前的，今年世
界大国纷纷聚焦5G，我们也要用历史的眼光、用发展的眼光，全力谋划5G
布局。张平介绍，5G网络有极高的速率、极大的容量和极低的时延三大
特点。5G应用会改变人们的生活，影响社会的各个角落。

倪健中、张平:
加快部署5G助推数字经济发展

罗来军:
内陆开放已经达到
一定发展阶段

“一起探讨中国的强国
之路，也就是改革开放具有
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不仅仅
具有中国的意义，也具有世
界意义。在历史的节点上，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确
确实实走过了一条强国之
路。”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
带研究院院长、中国方案研
究院执行院长罗来军围绕
“改革开放———中国的强
国之路”这一主题带来了一
场精彩的演讲。

“我多年来一直关注内
陆开放高地。内陆开放高
地建设怎么样？黄帝文化
国际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
见证。”罗来军表示，黄帝文
化国际论坛处于内陆地区，
但参加大典的嘉宾、听众来
自世界各地，这就代表我们
的内陆开放已经达到了一定
发展阶段。

罗援:
中国梦将在一代代
奋斗中变为现实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在
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
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终将在一代一代青年的接力
奋斗中变为现实。”十一届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战略文化
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
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
罗援将自己的人生感悟、理
想和家国情怀融入演讲，为
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
盛宴。

“我们现在要弘扬民族
精神，我认为这才是我们中
华民族的无价之宝。”罗援
说，一个民族必须有尚武精
神，阳刚之气。

一个不崇尚英雄的民
族，不会是英雄辈出的民族，
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没有
希望的民族。

汪荣祖:
从文化软实力
走向强国之路

台湾师范大学客座教
授、中国著名近代史学家
汪荣祖以《从王道到强国之
路》为题，从史学入手讲述王
道精神延续，围绕王道强国
发表真知灼见。

汪荣祖认为，中国的王
道渊源可追溯到人文始祖黄
帝时代，炎黄文化是中国远
古思想文化的集中代表，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和
源头，内涵丰富，影响深远。
“今天我们共同祭祀始祖黄
帝就是表达对人类祖先的崇
拜之情，意义重大。”

汪荣祖说，“一带一
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
的历史符号，积极发展与
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
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
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
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
责任共同体。

周涛：
要弘扬和传承好
黄帝文化

熟悉的笑容，端庄的台
风，精致的妆容，全国青联常
委、中国五四青年奖章获得
者、连续16年主持央视春晚综
艺节目的主持人周涛一出场，
便赢得现场观众的热切回应。

“清明节是中国人缅怀先
辈、祭祀祖先的日子，今年黄
帝文化国际论坛恰逢在清明
节这一天举办，冥冥中就是有
一份深意，让我们回顾过去，
回顾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
同时展望未来，展望未来中
华民族的文化将往何处去。”
周涛说。

“这里所说的 5000多年
的文明历史，就是从黄帝统一
华夏、肇造文明开始的。可以
说黄帝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
的起点，是核心文化，弘扬和
传承好黄帝文化，是每一个
炎黄子孙的义务，更是责
任。”周涛说。

记者 赵文静 李爱琴 张影 王治 董艳竹 李京儒/文 李焱/图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国际遗址遗迹理事
会岩画委员会国家协
调员、国际岩画组织联
合会召集人罗伯特和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考古系教授、国
际岩画断代中心主任
汤惠生围绕“具茨山岩画断代”主题带来了一场古老的“文化大餐”。

专注于科学研究的罗伯特，在抛出了一组又一组岩画断代的专业数
据后说：“2014年大规模系统地采用微腐蚀测年法对凹穴岩画进行测年，
因为凹穴岩画在具茨山，而具茨山被大家认为与黄帝有着密切关系，测年
就是对具茨山凹穴岩画，包括整个中原地区的凹穴岩画进行研究的第一步。”

汤惠生认为岩画的人文研究对于黄帝文化则更为重要，中原地区
凹穴文化发现，为我们探索整个华夏文明提供了资料。

罗伯特、汤惠生：
具茨山岩画为探索华夏文明提供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