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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始祖黄帝嫘祖
弘扬中华孝道文化

第三届中华父母节暨庚子年恭拜
黄帝嫘祖仪式在新郑举行

本报讯 7月 26日，农历六月初六。上午 9
时50分，新郑市具茨山风后岭景区轩辕庙前，伴
随着鼓乐声，第三届中华父母节暨庚子年恭拜
黄帝嫘祖仪式举行。

新郑市副市长周建超主持了拜祖仪式。仪
式分为盛世礼炮、敬献花篮、净手上香、恭读拜
文、吟唱《中华父母颂》、行施拜礼六项议程。新
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慧娴恭读拜黄帝嫘祖
文。西亚斯国际学院胡刚久老师颂唱《中华父
母颂》。

本次活动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先
秦史学会指导，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
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黄河文化研究会、河
南省孝文化促进会、新郑市人民政府主办，新
郑市委宣传部、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文化研究
会、新郑市妇女联合会、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
园管委会承办。

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会长高林华表
示，黄帝与嫘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血缘始祖，也
是中华文明始祖，弘扬黄帝嫘祖的洪恩浩德，永
世不忘、代代相传，永远传承下去，是举办中华
父母节的意义所在。中华姓氏大多数出自黄帝
与嫘祖，新郑市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故
里、故都。

新郑市自 2001年开始，每年农历六月初六
举办嫘祖文化节。2018年由河南省黄帝故里文
化研究会首先倡导举办“中华父母节”，旨在：
“缅怀黄帝嫘祖，弘扬孝道文化，感恩我们父母，
倡导尊老敬老之风，尊老敬老从我做起，从小事
做起。孝敬父母从日行一善做起，为美丽中国
增光添彩。”希望通过倡导设立“中华父母节”，
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社
会更加和谐文明，让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刘象乾 王建伟 杨媚 文/图

黄帝文化与黄河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新郑召开
本报讯 7月 25日，黄帝文化与黄河

文化研讨会在黄帝故里新郑召开。
本次研讨会由中华炎黄文化研讨会、

中国先秦史学会指导，河南省黄帝故里文
化研究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黄河
文化研究会、河南省孝文化研究会、新郑
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新郑市委宣传部、
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承办。

参加研讨会的领导和嘉宾有河南省
委原书记、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席顾问
徐光春；中国老龄事业基金会理事长、全

国人大原内务司法委员会内务室主任于
建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
谦；国务院参事室新闻顾问、中央文史馆
馆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特别顾问赵德
润；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特别顾问张希清；中华炎黄文化
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
任任大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
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庆柱；中国

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肖群
忠；郑州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延明；新
郑市委书记马志峰，以及来自中国社会
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
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郑
州大学、陕西历史博物馆、云南中华文明
研究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
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

开幕式上，举行了《黄帝故里故都典
证》新书发布会。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
研究会会长高林华介绍了该书编辑出

版情况。
《黄帝故里故都典证》由中华炎黄文

化研究会、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共
同编撰，对于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传承
和弘扬黄帝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随后，
徐光春、马志峰、高林华分别向河南省炎
黄文化研究会、黄河文化研究会和与会专
家代表赠送《黄帝故里故都典证》。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刘象乾 王建伟
杨媚 文/图

7月25日，黄帝文化与黄河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黄帝故里新郑召开。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坚定黄帝文化自信，谱写黄河文化新篇，开启“两黄”文化研究新征程。研讨会收到论文85篇，有5位嘉宾做了主旨演讲，18位专家做

了学术发言。今天，本报刊发发表主旨演讲的5位嘉宾的演讲内容精彩摘要，以飨读者。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牛青山 郝艳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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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
的始祖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座谈会上谈到黄河
文化的时候说：“早在上古时期炎黄二帝
的传说就产生于此。”在去年全国民族团
结表彰会上更是明确地说：“我们悠久的
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
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
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总
书记这两段话非常重要，其核心内容有几
方面：一是说明炎黄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二是说炎黄文化不仅是黄河
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
容，凝聚核心。三是炎黄文化在华夏民族、
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创造、奠基和凝聚的作用。正因为有
炎黄华夏这个凝聚核心，才有“中华民族”
“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也就是没
有炎黄就没有天下“五方之民”交融的格
局。四是中华文明的开创、中华民族的形
成，炎黄是人文始祖。五是炎黄不是神话
人物，是具体实在真实可信的历史人物。

从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炎黄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的始祖
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

黄河文化、炎黄文化在中华文明发
展、中华民族振兴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
四大作用。一是开创作用，开创了中华文
明的初始纪元。中华文明的第一个纪元，
是黄河文化、炎黄文化开创的。二是筑魂
作用，为中华民族构筑起精神之魂。三是
凝聚作用。把一盘散沙的人群凝聚在部
落、国家的组织体系中，造就了中华民族
雏形。四是推动作用。用文化的力量推
动生产发展，社会进步，人类的素质提升。

青铜器何尊铸造于西周早期，上面
有一百多个字，其中最重要的是“宅兹中
国”。“中国”一词第一次见于青铜器。从
这儿开始，从西周早期往上追，追寻我们
的中国历史，从商朝追到夏朝，然后继续
往前追，追到五千多年前。我今天讲黄
帝时代是特别重要的时代，重要性在哪
儿？黄帝时代是中国历史的开始，也就
是中国国家的开始。

双槐树遗址发现的重要价值及意
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我们讲到从何
尊开始往上追，最早的国家什么时候开
始有？黄帝时代是什么时候？黄帝时代
（遗址）的重要发现，其中最重要就是双
槐树发现。这些重要发现，就说明这个
时期已经进入了国家阶段。

从仰韶文化开始往下，分了四个阶
段，第一个阶段，原初的中国，双槐树（遗
址）就是最早的中国，如果加上西坡（遗
址）也可以，可能是从基本平等的原始社
会向王国过渡的阶段，还有很多原始时
代的特征。第二个阶段，进入四千三百
年以后，以陶寺、王城岗为代表的王权国
家。王权国家最早的是长江下游的良渚
（遗址）、中原的陶寺（遗址），再后面是夏
商，这都是王权国家。第三部分，就是进
入了礼制国家，进入了周代，到周代实行
分封制，已经有了礼制。到秦始皇统一
建立了帝国，进入了制度国家。秦始皇
是不得了的人，他对中国历史有重要的
建树，建立郡县制、官员任免制，建立了
一系列的制度。这样至少分四个阶段，

最初的国家我想还是叫做原初国家。最
早的国家往上追，五千多年以前，黄帝时
代我们已经有了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最
早的国家，是中国历史最早的，我们的开
端就在这儿。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

黄帝时代——中国国家的开端

黄帝文化是从郑州地区 8000至 5000
年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
化一脉相承走来，在这里又奠定了“文明
三要素”：城址、金属冶铸、文字，构成科学
认同的“文明起源与形成”基本要素。奠
定了夏商王朝在郑州地区崛起的基础。
黄帝文化的后继者——夏商王朝在郑州
地区确立了“中国”之“中”，使黄帝后人理
所当然认定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始祖”。
他说，“黄河”之称谓，体现出其“独尊”地
位：根据《汉书》记载，“黄河”之名正式出
现于西汉时代。“黄帝”见于《史记》所载东
周时期。“黄河”与“黄帝”之“黄”为“五色”
之一。东周至秦汉之际兴起的“五方”、
“五行”与“五色”，其三者关系，应该“五
方”决定“五行”与“五色”，“五行”之“中”

是华夏文化“核心基因”，“人”在天之下、
地之上，“人”之“帝”在“天”中之下，“地”
中之上，“地”为“土”，“土”为“五行”之
“中”，故“黄帝”都城有熊国与“黄河中游”
均在“天地之中”的大嵩山地区，故二者均
姓“黄”。也就是说黄帝在黄河中游缔造
“黄河文化”，“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
化的“根”与“魂”为黄帝所缔造！

要研究黄帝文化。我觉得黄帝文化里面有
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顺天地之纪”。为什么？
因为“顺天地之纪”后面就说“幽明之占、死生之
说、存亡之难”。其实他讲的幽明之占，讲的都是
自然环境。所以我觉得黄帝注重自然是黄帝思
想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跟我们现在流行的
疫情联系起来，说明人类在和自然斗争的过程
中，有人类还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在古代的黄
帝，他严格地尊天地之纪，他要看自然的环境，然
后再有所作为。这个是我们从黄帝思想里应该
吸取的东西，也是中国的思想史上一直讨论的天
道和人道的关系。

唐代的时候有三个哲学家，就是韩愈、柳宗
元、刘禹锡，他们就讨论天道和人道的关系。韩
愈就做了一篇文章叫《天论》。柳宗元就做了《天
说》，反驳韩愈。刘禹锡又做了一篇，也叫《天
论》，做了上中下三篇。刘禹锡的观点叫做“天人
交相胜、还相用”。刘禹锡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值
得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可以发挥人改造
自然的力量，达到人所要达到的目的。但是我们
也应该看到，人在自然面前还是非常渺小的，我
们只有遵循自然的规律，因势利导，才能最终战
胜自然，从必然达到自由。

研究炎黄文化，研究上古时期的文化，不能脱
离文化思想史的发展。从黄帝以后，文化思想史的
发展有一个什么发展？我把它叫做一以贯之，这个
过程是什么？就是黄帝的时代产生的思想。

中国古代的思想，上古的思想家，一个是重
天，一个就是重地。这就是后来张载讲的“乾称父，
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古代人讲的天地
人，人居其中，整体构成一个大的自然环境。

黄帝那个时代没有语言文字，当然有口头的
文字，有战争，要修城，要改造自然的活动，他们有
一整套面对农业的环境产生的思想。张载说“天
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吾与
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天地万物，包括人都是
由气构成的，是元气自然构成的，当它凝聚变成
人，或者变成一草一木。这就是元气自然论的宇
宙观，这种宇宙观的最大特点，它排斥了上帝造
人。在农业的社会，孔子做了很好的总结，到张载
进一步理论概括，形成了世界上唯一的在农业文
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宇宙观，这是中国文化对人
类思想的重要贡献。

《左传》有句话叫做，“国之大事，唯
祀与戎”。所以祭祀这个事情在中国文
化中是非常大的事。我们倡导要建立一
个父母节，这两个事，从孝道文化这个角
度诠释它的意义，简单来说，它就是行孝
本身和有弘孝意义。

孝道在中国文化中有三个基本含
义：一是尊祖敬宗。为什么要尊祖敬
宗？它基于两个东西，一个是生命崇拜，
一个是祖宗崇拜。首先是生命崇拜，如
果你连人从哪里来的都不认，你不认父
母，不认祖宗，数典忘祖，这个人最没道
德。孝道的第一个意思，祭礼绝对是在
行孝，祭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一定要提
升祭礼的意思，不是光搞形式，形式为内
容服务。孝道第二个意思就是善事父
母。善事父母这个意思在战国以后凸
显。我们今天来弘扬这个节，就是善事
父母。其实孝道还有第三层意思，孟子
讲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生儿育
女、传宗接代，这也是孝道的一个表现。

为什么孝道这么重要？它联系了过去、
现在与未来，尊祖敬宗是过去，善事父母
是现在，生儿育女是未来。

新郑是我们始祖的故里，这个文化
资源在全国是没有的，是不可替代的，所
以我们地方党政结合全国的中华炎黄研
究会做这个事情。新郑这个地方作为全
国的百强县，经济有很大的发展，环境都
非常好，但是我们真正要成为一个文明
市，我们是故都，要提升我们的文化，文
化也是非常大的指标，所以我们一定要
发挥好地方资源搞这个事情。这实际上
就是在向民族行大孝。

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
话里面，明确讲了孝是中华传统美德。
拜祖大典和祭嫘祖大典我们都坚持多少
年在搞，现在倡导立父母节这个事，我说
一下它的意义和可能途径。其实这个推
动，首先我认为有意义。因为这个文化
符号别的地方提不起来这个事，我觉得
象征意义非常好，黄帝是我们的始祖，他

是我们天下中华民族共同的父母。这个
立意，一个节日总是要有一些意义，没有
文化的内涵，它就没有意义。

我们要想立法变成国家级的全国性
节日，可能有一些难度，但是我觉得搞这
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觉得搞这个事很
有意义，即使变不成一个全国性质节日，
但是对新郑当地的文化建设，对打造我
们的城市形象，对基层治理、社会和谐、
精神文明、家庭和谐、重视家风家教一定
是有意义的。

精彩！专家学者齐聚新郑纵论黄帝文化与黄河文化
河南省委原书记、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席顾问徐光春

谈谈黄河文化与炎黄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主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庆柱

黄帝文化与黄河文明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任大援

炎黄时代留给中国人的
文化遗产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肖群忠

尊祖敬宗与善事父母——祭祖与立节的弘孝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