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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聚焦 

1、第十一届“黄河学”高层论坛暨“古文字与出土文

献语言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隆重开幕 

2019年 6 月 22日上午，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河南省文字学会共同

主办的第十一届“黄河学”高层论坛暨“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古都开封拉开帷幕！来自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美国新泽西州

立罗格斯大学、韩国明知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台

湾中研院、台湾东海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吉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南师范

大学、郑州大学等 40多家单位的 8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汴京，共襄盛会！ 



开幕式由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苗长虹教授主

持。河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先省教授首先向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诚挚

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他回顾了河南大学的发展历史，重点讲述了河南大学对甲

骨文等古文字学科的传承和重要贡献，向大家介绍了近年河南大学在古文字方面

的新成绩。表示河南大学将通过对以甲骨文为主体的中原汉字文化遗产研究和资

源开发，把甲骨学和古文字学建设成为我省高等教育系统架构中的一门特色学

科，逐步打造出富有国际影响力的汉字文化研究重镇。希望通过此次学术研讨会，

与会专家学者思想充分交流、碰撞，使古文字研究攀上新的高峰。 

华南师范大学张玉金教授介绍了“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国际学术研

讨会的基本情况，讲到河南大学是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语言国际研讨会发起单位，

指出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对古文字考释和利用古文字材料进行其他方面研究有重

要意义，鼓励各位在座的青年学者接力将研究和研讨会继续做下去。 

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陈光宇教授认为汉字的起源和茁壮成长均在黄

河流域，秦代书同文，汉代尊儒崇道，使汉字承载汉文明近四千载，可称秦骨汉

魂。本次以“新环境、新视野下的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语言研究”为主题的“黄河

学”论坛，在探讨秦骨汉魂如何立足于 21世纪和面对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变时代

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黄锡全教授表示很荣幸参加此次大会，河南是出

土文献大省，有很丰富的古文字资源。以王蕴智为主的河南大学古文字团队在整

理河南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说文解字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可喜成绩。本

次大会紧扣学术热点，必然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本次研讨会将持续两天，以“新环境、新视野下的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语言研

究”为主题，围绕“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语言数据库的建设研究”、“甲骨文与商

代语言文字研究”、“两周及简帛语言文字研究”三个议题展开讨论，旨在纪念

甲骨文发现 120周年，促进古文字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推动国内外古文字与出土

文献语言研究领域的进步发展。 



2、首届黄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高层论坛在河

南封成功举办  

2019年 4 月 26日，首届黄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高层论坛在河南开封

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地理学黄河分会、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南

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河南省

高校智库联盟联合主办，论坛的主题为黄河经济带发展战略。来自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科技发展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北京大学、兰

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首都经济贸大学、河南

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以及河南省政协、民革河南省委、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河南黄河河务局等 20多个单位的 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

了大会。 

论坛开幕式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苗长虹教授主持。在致辞中，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震宇代表省政协向论坛

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认为构建黄河生态—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

支撑带，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支撑一带一路建

设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期望此次论坛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重新审视黄河流域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在黄



河（生态）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定位、黄河（生态）经济带的发展目标、黄河（生

态）经济带建设路径等三个方面展开深入研讨。河南大学校长宋纯鹏教授代表河

南大学对本次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对专家学者的莅临表示衷心感谢。认为

黄河流域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也面临经济发展质量不

高、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区域发展不平衡突出、产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高等教

育基础薄弱、区域合作机制尚不明确等诸多困难和问题，急需构建支撑黄河流域

东中西互动和高质量发展的黄河经济带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地理学会长江分

会主任段学军研究员代表长江分会对论坛召开表示祝贺，认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

域的发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本次论坛围绕黄

河经济带发展战略进行研讨恰逢其时。他也期待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和长江分

会加强交流，为两个流域经济带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论坛特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金凤君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刘勇研究员、民革河南省委副主委吕心阳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

经济时报社甘肃记者站站长程小旭、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许学工教授、水利

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新闻宣传出版中心张松主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张占仓研究

员、中国科学院科技发展战略咨询研究院王铮研究员、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中心苗长虹教授做了大会报告。围绕本次论坛主题，论坛设立了专题

报告、圆桌论坛等环节，与会学者围绕黄河经济带构建的战略意义与现实需求、

黄河经济带构建的科学基础、黄河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的对比、黄河经济带建设

路径、推动黄河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对策、黄河流域各省区在黄河经济带中

的地位和作用等展开了深入研讨，提出了很多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和对策建议。 

黄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是我校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和省部共建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重点谋划的科学命题，也是积极参与服务区域

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体现。首届黄河（生态）经济带发展

战略高层论坛的成功举办，对于我校深入开展黄河（生态）经济带研究，提升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3、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希腊文明研究中心

成立庆典——暨中国—希腊环境与文化国际论坛                    

6 月 29 日，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希腊文明研究中心成立庆

典暨中国--希腊环境与文化国际论坛在明伦校区小礼堂举行。校党委常委、

副校长孙君健出席会议并致辞。爱琴大学校长 Chryssi Vitsilakis，考古

学家 Ioannis Liritzis，Alexander Westra 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

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会长黄洋，英属哥伦比亚终身教授荆志淳、首都师范

大学李永斌博士，我校长江学者冯兆东、历史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张礼刚

以及我校考古学、世界史专业、中国古代史专业相关专业师生出席会议，

会议由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苗长虹主持。 

孙君健代表河南大学对 Chryssi Vitsilakis 一行表示欢迎，对希腊文

明中心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河南大学与爱琴大学在中希文明比

较研究中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希腊文明研究中心的成立为中希文化交流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文明互鉴研究提供了平

台，通过本次论坛能进一步加强两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黄河文明与希

腊文明的学术研究作出更多贡献。 

Chryssi Vitsilakis教授对河南大学成立希腊文明中心感到非常高兴，

详细介绍了爱琴大学的基础设施、人才培养以及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她表示，爱琴大学与河南大学至今已达成了多项学术合作活动，期待两校

的合作在未来能够更进一步。Chryssi Vitsilakis 代表爱琴大学真诚邀请

河南大学代表团访问爱琴大学，希望通过更多的交流促使两校的合作。 

黄洋教授介绍了国内外古希腊文明研究的进展。他表示，近年来，随

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国际学术界越发热衷于对比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

的文明与历史，中国学者应利用自身天然优势，助力文明对比研究的展开。

河南大学希腊文明研究中心的成立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但能为学术研究提

供新视角，而且能为河南大学创建学术品牌。 



在中国—希腊环境与文化国际论坛中，多位专家相继发言，介绍自己

的研究成果。Liritzis 教授论证了科技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

以及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荆志淳教授分析了资源、科技与商代文明之

间的关系，指出黄河流域随处可见的黄土资源对商代的青铜技术与文明产

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黄洋教授对比了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蛮夷观的差别；

Chryssi Vitsilakis 介绍了科技创新对希腊远程教育和线上课程的影响；

张立东教授探讨墓葬方位和周代虢国宗教观之间的关系；Anna Lazarou 分

析了古代希腊的戈尔贡-美杜莎形象的驱邪功能，并对比了中国的饕餮纹等

形象；李永斌教授介绍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城邦兴起问题的几种理论；陈

超博士通过刺杀僭主叙事在古典时期雅典的传播和演变，讨论了精英话语

和雅典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冯兆东教授分析了十万年来地球环境变化对

人类文明演进的影响；魏继印教授从考古学角度定义了何为黄河文明；秦

臻博士总结了公元前 2000 到汉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集约化与环境变化

的关系与规律；Alexander Westra 分析了科技考古对年代学的意义，并以

中希两国的古代神话为例，展示了科技考古的具体运用。 

希腊爱琴大学代表团访问我校期间，我校与爱琴大学举行了深入合作

交流座谈会，孙君健与国际交流处处长毛立群、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

新中心常务副主任苗长虹、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宏林、历史文化学院常务

副院长张礼刚、环境与规划学院副院长翟秋敏、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王明

辉参加了座谈，双方就下一阶段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成果简要 

一、主要著作、论文 

1 、 陈 怀 宇 .The Road to Redemption: Killing Snakes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Religions 2019, 10(4), 247; https://doi.org/10.3390/rel10040247. (AHCI) 

【摘要】In the medieval Chinese context, snakes and tigers were viewed as two dominant, threatening 

animals in swamps and mountains. The animal-human confrontation increased with the expansion of 



human communities to the wilderness.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ts developed new discourses, 

strategies, rituals, and narratives to handle the snake issue that threatened both Buddhist and local 

communities. These new discourses, strategies, rituals, and narratives were shaped by four conflicts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between canonical rules and local justifications, between male monks 

and feminized snakes, and between organized religions and local cultic practice. Although early Buddhist 

monastic doctrines and disciplines prevented Buddhists from killing snakes,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ts 

developed narratives and rituals for killing snakes for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s from the discourses of 

feminizing and demonizing snakes as well as the competition from Daoism. In medieval China, both 

Buddhism and Daoism mobilized snakes as their weapons to protect their monastic property against the 

invasion from each other. This study aims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 religious and socio-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evolving attitudes toward snakes and the methods of handling snakes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3、Dong, G P, Ma J, Chen M X, Lee D, Pryce G & Chen Y. (2019). Developing a 

Locally Adaptive Spatial Multilevel Logistic Model to Analyze Ecological Effects on 

Health Using Individual Census Records 

【摘要】Geographical variable distributions often exhibit both macroscale geographic smoothness and 

microscale discontinuities or local step changes. Nonetheless, accounting for both effects in a unified 

statistical model is challenging, especially when the data under study involve a multiscale structure and 

non-Gaussian response variables. This study develops a locally adaptive spatial multilevel logistic model 

to examine binomial response variables that integrates an innovative locally adaptiv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with a multilevel model. It takes into account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local step changes, 

and vertical dependence effects arising from the multiscale data structure. Another appealing feature is 

that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structure, implied by a spatial weights matrix, is learned along with other model 

parameters via an iterative estimation algorithm, rather than being presumed to be invariant. Bayesian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CMC) samplers are derived to implement this new spatial multilevel logistic 

model. A data augmentation approach, drawing on recently devised Pólya-gamma distributions, is 

adopted to reduce computational burdens of calculating binomial likelihoods with a logit link function. The 

validity of the developed model is evaluated by a set of simulation experiments, before being applied to 

analyze self-rated health for the elderly in Shijiazhuang, the capital city of Hebei Province, China.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highlight a nuanced geography of self-rated health and identify a range of individual- 

and area-level correlates of health for the elderly.  

3、Dong, G P**, Wolf L, Alexiou A & Arribas-Bel D，Inferring neighbourhood quality with 



property transaction records by using a locally adaptive spatial multi-level 

mode.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SSCI／一区] 

Socio-economics, built environment, and lo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neighbourhood quality. 

4、Dong, G P, Ma J, Wei R & Haycox J.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point placement 

optimisation by exploiting spatial statistics and maximal coverage location 

models.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SSCI／一区] 

二、其他论文 

[1赵建吉、王艳华、苗长虹.区域新兴产业形成机理：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经济地理.2019（5） 

[2] 刘汉初、樊杰、周道静、张海朋.2000年以来中国高耗能产业的空间格局演

化及其成因.经济地理.2019（5） 

[3] 苗长虹.黄河经济带的战略需求与战略定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6） 

[4] 李玉洁.孟津县宜苏山炎帝活动遗迹探索.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9（6） 

[5] 李二玲、魏莉霞.衍生、集群形成与乡村空间重构——以河南省兰考县民族

乐器产业集群为例.经济地理.2019（6） 

[6] 吕可文、袁丰、高露、赵建吉、苗长虹.多元场与集群创新：河南省神垕钧

瓷文化创意产业的案例分析.人文地理.2019（6） 

[7] 刘晓阳、黄晓东、丁志伟.长江经济带县域信息化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

素.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6） 

[8] 张军涛、王蕴智.黄组卜旬甲骨新缀六则.殷都学刊.2019（6） 

[9] 郭胜利.民国青海“改土归流”研究.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9（6） 



三、学术交流 

1、中心主任苗长虹教授受邀参加 2019年 AAG年会并访问新

泽西理工学院城市信息与空间计算实验室 

 4 月 3 日至 7 日，2019 年美国地理学年会（AAG）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

行，中心主任苗长虹教授作为区域研究协会（Reg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简称 RSA）中国分会副理事长受邀参加，并在“AAG session: 

urban China–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labor”做了题为

“Flexibility of labor market and local embeddednes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case from Foxconn’s investment in Henan 

province, China”的学术报告，相关研究成果和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高

度关注与强烈反响。此外，中心吕可文、李丹丹、赵宏波博士也一起参加

了年会。并分别在“Spatial Case Study Analyses”、“Asian Symposium: 

Urban Inequality III”、“Spatial Disparities in Health and Disease”

等分会场做了“The Innovation of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Cluster in Less Developed Region of China”、“Innovation Polici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Spatial Inequal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Self-rated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Hazard 

Perception: a case study of Zhengzhou City，China” 的学术报告。 



大会前夕，苗长虹教授受邀对新泽西理工学院城市信息与空间计算实验室进

行了访问，并参加该实验室举办的“Spatial Patter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讨论会，实验室主任叶信岳副教授就相关研究成果、平台建设、合作

团队与机构、数据处理与空间分析等情况进行了介绍，苗长虹主任结合我校地理

学优势学科、黄河中下游数据及我中心黄河中心数据库建设的框架、目标与实际，

提出了双方合作与交流的一些领域与方向。 

2019 年美国华盛顿 AAG 年会参会人数超过 9000 人，学术简报超过 6000

份、会议标题多达 1700 个，涉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环境经济、产业集群、

人口与城市地理、文化地理等诸多主题。此次学术交流与访问，对于展示

我校地理学科研究成果与优势，充分吸收和引进国际经济地理学前沿的学

术成果与思想，借鉴新泽西理工学院城市信息与空间计算实验室建设的先

进经验，提高我校地理学数据库建设、科学研究与教学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2、杰出校友董冠鹏博士应邀至我中心讲学 

2019 年 4 月 21 日上午十点，河南大学杰出校友董冠鹏老师应邀在明伦

校区新行政楼 308 会议室做了题为“时空间多尺度统计模型开发及在城市

研究中的应用”的报告。 

报告会上，董老师从“如何对空间效应和尺度效应进行系统建模”、“考虑

加入时间因素，如何对空间效应、尺度效应和时间效应进行系统建模，对 GPS



轨道大数据进行建模”向中心师生讲述了其最新研究动向。接着，董老师就其开

发的 HSAR开源 R统计软件包结合英国贫困指数研究、河北省健康研究、英国住

房交易等实际案例展开了详细讲解。报告会接近尾声时，在座师生就“研

究尺度的选择”、“R 在模型中的运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历经两

个小时的报告会圆满结束。 

苗长虹教授在总结时指出：此次学术报告涉及到统计理论、模型建构

和计量分析等多个方面，鼓励在座师生积极探索新方法。本场报告中董冠

鹏博士以广博深厚的学识、新颖独到的见解受到了与会师生的一致好评，

大家纷纷表示获益匪浅。 

3、邓钢教授应邀到我中心作报告 

 2019 年 4 月 23 日 15:00-17:00，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邓钢教授应邀做客

“黄河文明大讲堂”，并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小礼堂作了“国家与市场：

人类社会进步的两个轮子，公元 1000至 2020”学术报告。 

报告会上，邓钢老师首先对国家与市场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解释，并以“亚

洲四小龙” 经济腾飞为案例，提出国家政策干预对生产可能性边界移动的重要

性。随后，基于对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

及新凯恩斯主义等西方经济流派的重点解读，邓钢教授创造性提出了中国明清时

期的低税收政策和自由市场环境对亚当·斯密理论产生可能存在巨大影响。



最后，以文艺复兴、英国崛起和宋代经济革命为例，详细阐述了国家与市

场在人类社会进步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报告会结束后，李小建教授、牛

建强教授分别就“国家与市场孰好孰坏”、“明清经济发展”等话题与邓

钢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 

苗长虹主任在会议总结中提出，邓钢教授的报告思想深邃，视角新颖，

为理解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参考维度和思想方法。同时苗长虹主

任进一步指出，要善于学会通过历史解释理论，通过理论反思历史，并充

分认识到历史与理论结合的重要性；思考国家与市场关系时，注意到“永

恒经典话题”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征形式，注重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放在当下，思考未来，不仅要从经济史角度去研究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

要将它放在整个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去反思。 

4、苗长虹主任带团到中南民族大学调研 

2019 年 4 月 24 日，受中南民族大学许宪隆教授邀请，中心主任苗长虹

教授、校研究生院刘百陆副院长、中心艾少伟教授、郭胜利副教授一行四人到

中南民族大学考察访问，调研民族学学科建设情况。 

考察团首先访问了中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博物馆，刘卫国、林毅红馆长亲自

接待并一一介绍民族学博物馆发展历史及馆藏情况。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



是我国第一座以“民族学博物馆”命名的专业性博物馆，是中南民族大学的教学

科研基地、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保护和弘扬南

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接待了包括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的各界友好人士、观光游客以及广大的大、中小学生，为宣传我党和我国的民族

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武汉市重要的对外宣传窗口。 

座谈会在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会议室举行，田敏院长、李利副

院长、原院长许宪隆教授、民族理论与政策教研室方清云主任、民族理论与政策

研究所李安辉所长参加了座谈。双方就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发展情况及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学学科建设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

交流。座谈会由许宪隆教授主持。 

座谈会上，苗长虹主任介绍了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学术定位及

未来发展方向，就河南大学民族学专业调整的背景及发展的迫切做了介绍，并指

出河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及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希望民族学与社会学学

院在人才队伍和学科建设上能给予中心大力的支持。李利副院长就民族学与社会

学学院的专业设置、人员队伍等情况进行了介绍。许宪隆教授在介绍民族学科的

发展历程时指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是从民族史起步，不断补充师资队伍，进

入了多学科发展的道路，2011年之后进入快车道，2012年教育部学科评估进入

第四，2018年位列第三，其牵头的散杂居民族研究，从回族历史文化研究到

其他民族问题研究，最终形成一支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散杂居民族

研究学术团队。田敏院长在介绍民族学一级学科建设经验时指出，建议把

民族关系、少数民族流动、民族艺术等作为河南大学民族学科建设的重要

方向，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把民族学与黄河文明、民族学与人

类学进行融合，并建议借鉴浙江丽水学院民族学科建设的经验。刘百陆副

院长表示，民族学作为河南省的一个特色学科，也是我们河南大学的一大

特色学科，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发展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河南大学与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抓住“双一流”建设和下一轮

“学科评估”机遇，争取把河南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推上一个新台阶。



此外，与会双方还就人才培养、学科规划管理、研究机构建设等问题进行

了互动交流。 

根据学科建设总体布局，河南大学在 2018 年作出决定，把民族学放在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进行建设。目前，民族学科正在准备申报一

级学科硕士点。此次调研，正是为了推进民族学科建设而开展的重要活动。 

5、洛阳师范学院毛阳光教授应邀到我中心讲学 

2019年 4 月 30日上午，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毛阳光教授应邀至我中

心作了题为“石刻史料所见隋唐中原地区的粟特人”的精彩报告。 

牛建强教授代表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

创新中心对毛阳光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报告会上，毛阳光教授首先对粟特

人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解释，并以洛阳、安阳墓志为基础，提出辨别粟特人墓

志的多重因素考证法。随后，毛阳光教授对隋唐时期中原粟特人的来源进

行了详细考证，并通过墓志文本解读，以及壁画、人俑等实物史料说明隋

唐中原地区粟特人的职业与身份不仅有商人，还有官员、僧侣、艺人等。

另外，毛阳光教授还通过文献中对粟特人的记载，从其姓名、家世渊源、

宗教信仰、丧葬方式等演变，叙述了中原粟特人的汉化进程，表明粟特人

在道德观念、价值取向、风俗习惯等方面已和汉族居民趋于一致，成为中

原汉地社会的组成部分。最后，毛教授总结说，大量石刻文献展示了中国



古代中原地区粟特人的社会生活，为我们了解隋唐中原与西域文化的交流

提供了个案，也反映出中原地区这一时期在民族融合中的重要地位。在报

告会互动环节，在座师生就“粟特人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粟特人内

地交易时的语言”等问题和毛教授进行了交流。 

牛建强教授在总结时指出：此次学术报告从石刻，特别是墓志的角度，

结合文献细致地复原了隋唐时期洛阳、安阳一带粟特人的活动情况，提出

了粟特人的判定标准，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信息，应当引起关注。同时，

牛建强教授进一步指出，要善于将石刻史料和文献材料有机结合，了解石

刻史料多溢美之词的特点，在利用时注意规避。还特别提出，要综合性勾

连多个地区，进行长时段的族群相关研究，并可尝试利用新技术手段对族

群基因进行测定，以深入研究其族群特征。 

6、深圳王牌智库客人来中心进行座谈 

2019年 5 月 8日上午，深圳王牌智库董事长上官同君一行就“开封朱仙镇

的发展、黄河（生态）经济带的重要性及战略地位等问题”来中心进行座谈。 

黄河文明中心主任苗长虹教授对王牌智库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座谈会

上，苗长虹教授强调了朱仙镇在开封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适以作为独立组团

进行考虑。同时结合开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和现状，认为当前亟需优

化产业结构，提升工业力量。最后，苗长虹教授指出开封和朱仙镇可以结合国家



“大运河文化带”和未来“黄河（生态）经济带”等政策打造属于自身的文化符

号，创建更有活力的空间。 

王牌智库董事长上官同君认为，朱仙镇单从规划、文化、产业等角度寻求发

展存在较大问题，切实需要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结合对开封及朱仙镇的前期调

研，指出开封市未来空间扩展方向主要集中在南部区域，希望朱仙镇组团可

以作为南城崛起的重要战略抓手。同时朱仙镇的发展要充分考虑自下而上

的模式，保证施政纲要在落地时要成为实际项目。 

苗长虹教授最后指出，希望朱仙镇可以成为拥有新文化和新体制的特

区，期望王牌智库可以借助开封新一轮规划修编的契机进行顶层设计，将

朱仙镇组团放在更大空间进行思考，将北宋文明打造成具有新时代示范意

义空间载体。 

7、著名学者魏也华教授应邀到我中心讲学 

2019年 5 月 10日下午 3:00，著名学者魏也华教授应邀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

新行政楼 308会议室作了题为“Spatiality of inequality in the urban 

context”的精彩报告。报告会由黄河文明中心主任苗长虹教授主持。 

报告会伊始，苗教授对魏也华教授作了简单介绍并对其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报告会上，魏也华教授首先向在座师生介绍了研究空间不平等的动机、背景、问

题以及维度。接着细致阐述了 20世纪 30年代以来社会的变革与范式的转变，指



出城市差异思潮和区域差异思潮具有很大一致性。随后，魏也华教授进一步提出

了分析城市差异空间性的理论框架，包括尺度（Scale）、空间（Space）、地方

（Place）、区位（Location）、网络（Network）和多机制（Multi-mechanism）

六大方面。最后，魏也华教授系统阐释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将代际流动和城市

扩张相结合进行研究），并细致介绍了国外关于城市扩张的研究结果。报

告会接近尾声，在座师生与魏也华教授就“代际流动与城市扩展的关系”

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魏也华教授对在座师生心中疑问作了详细解答。 

苗教授在总结中鼓励在座师生不仅要在方法上过关，也要提高社会敏

感度，将自己的研究和社会大环境建立有机关联，进一步提高理论思考。

历时两个小时的报告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8、著名学者和文凯应邀到我中心作报告 

2019年 5 月 13 日 15:00，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小礼堂座无虚席，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部和文凯副教授应邀在此作了题为“早期现代国家权力正当性与社会

政策：英国，日本与中国”的精彩报告。黄河文明中心部分青年教师以及 2017

级、2018级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报告会由黄河文明中心主任苗长虹

教授主持。 



报告会伊始，苗长虹主任就和文凯副教授的专业背景和研究方向作了简单介

绍，并对其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报告会上，和文凯副教授首先以战争与国家形成

为切入说明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并对国家权力正当性的界定进行了简单

解释。随后，和文凯副教授详细解读了“灾荒政策”、“大型工程”和“民众请

愿”现象在英日中三国的相同表现和不同表现。最后，和文凯副教授通过讲述

早期现代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说明了近代以来英国、日本和中国

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对中西大分流问题做了简单回应。 

和文凯副教授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在短时间内对早期现代国家权力正当

性与社会政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精彩的报告。报告会后，现场师生意犹未

尽，就英国，日本与中国发展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等相关问题同和文凯副

教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此次报告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和文凯副教授的精

彩解说赢得在场师生一致赞誉。 

9、华东师范大学叶超教授应邀到我中心作报告 

2019年 5 月 15日上午十点，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叶超教授应邀在河

南大学明伦校区新行政楼 308会议室作了题为“计量革命风云与地理学传奇”的

精彩报告。黄河文明中心部分青年教师以及 2017级、2018级人文地理专业和地



理信息系统专业研究生共同聆听了此次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黄河文明中心主任

苗长虹教授主持。 

“All geographers have essentially the same problem, to make sense 

out of the globe.”叶教授首先以 William Bunge的名言切入了本场报告的主

题。接着详细阐释了地理学科的起源与发展与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的原因，认为

哈佛地理系的倒下充分反映了地理学界长期以来的固疾。随后，叶教授细致介绍

了区域学派由盛转衰的缘由，指出“三大火枪手”--舍费尔、邦奇与哈维挑起的

计量革命使地理学获得了新生。最后，叶超教授提出对于地理学科的研究

应做到“外引内联”、“拓展空间”和“学术转型”。 

叶超教授以讲述悬疑故事的方式为在座师生带来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学

术报告。报告结束后，在座师生意犹未尽，与叶超教授就“国内地理学科

的思想史”、“学科交叉研究的底线问题”、“批判性思维的养成”等问

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叶超教授的精彩解说赢得在场师生的高度评价。历

时两个小时的学术报告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10、著名学者 Hamido Fujita 应邀到我中心作报告 

2019年 5 月 17日上午十点，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新行政楼 308会议室座无虚

席。日本岩手县立大学 Hamido Fujita教授应邀在此作了题为“Challenges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on Data Analytics for Uncertainty based Risk 

Predictions”的精彩报告。 

报告会伊始，门艺老师就 Hamido Fujita教授的专业背景和研究方向作了简

单介绍，并对其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报告会上，Hamido Fujita教授首先介绍了

人工智能及其发展，指出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在医疗卫生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

随后，Hamido Fujita教授解读了人工智能在大数据分析、深度学习、转移学习

等应用中存在的研究挑战。最后，Hamido Fujita教授以人脸、虹膜等人类的生

物特征讲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具体影响。报告会接近尾声，Hamido Fujita教授

与在座师生就“人工智能的原理”、“人工智能能否降低就业率”等相关问题进

行了热烈的讨论。 

Hamido Fujita教授的讲座为中心多门学科发展提供了指导性建议。为中心

师生研究甲骨文字体辨识、栅格数据识别、大数据的应用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有力

指导，开阔了中心师生研究视野。历时两个小时的报告会圆满结束。 

11、我中心牛建强教授应邀赴浙江师大讲学并考察 

我中心牛建强教授应浙江师大人文学院邀请，于 2019年 5月 15日晚，在该

校人文大楼学科研修室做了题为《民间文献认知与河南“田野”收获》的学术演

讲，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 



从 15至 17日间，牛建强教授为获得南北地区比较研究的感受和借资，利用

讲学机会参观了该校的收藏丰富的契约博物馆，并考察了浙江中部金华盆地的一

些具有历史内涵的县、市。其中包括兰溪县以中药材发迹的诸葛镇八卦村，自宋

元以来即聚族而居、被明太祖朱元璋赐予“江南第一家”的浦江县义门郑氏，以

及武义县拥有山积丈量图册长卷的桃溪镇陶村（历史上属于处州府宣平县，

今属于金华市武义县），真正触及到了清代国家治理的细节。 

12、我中心王蕴智教授当选河南省文字学会会长 

在河南大学老一辈学者于安澜、董希谦等教授的倡导和组织下，河南省文字

学会于 1993年 6月正式成立。20多年来，学会充分发掘河南省汉字文化资源，

在汉字文化场馆建设、河南省古文字特色学科建设、科研项目攻关、学术交流与

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尤其是 2002 年以来，学会会长王蕴智教授为河

南省的文化发展建言献策，在他的倡议和设计下，河南省内先后建成了“中国文

字博物馆”和“许慎文化园”，为中华汉字文化的传承和普及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9年 5 月 19日，河南省文字学会暨许慎文化研究会 2019年年会在漯河

市召开。本次会议由河南省文字学会、中共漯河市委宣传部、河南大学黄河文明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河南省文字学会许慎文化研究会、漯河市文化旅游

发展工作促进会筹备组协办。为了贯彻国务院对社会团体的管理要求，按照《河



南省文字学会章程》，河南省文字学会于本次年会上进行了换届选举。王蕴智教

授以全票当选河南省文字学会会长一职，他向全体会员表达将团结河南省内的汉

字研究力量和研究团体，做好本职研究工作，积极推广和普及汉字知识，继续为

河南省的文化建设服务。 

以本次年会为契机，漯河市委宣传部召开了“中华汉字文化名城”专家座谈

会，我中心王蕴智教授、门艺博士、赵伟博士为漯河市的“中华汉字文化名城”

方案提出了多条建设性意见。 

13、黄河文明中心王震中教授应邀参加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2019 年 5 月 15 日，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

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柬埔寨、希腊、

新加坡、斯里兰卡、亚美尼亚、蒙古等国家领导人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

织负责人出席大会，开幕式由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主持。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中心王震中教授受邀出席参加开幕式，并与日本东京

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康教授共同主持了分论坛“亚洲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

共同体构建”的单元一“亚洲文明内涵与演化”第二阶段。 

    本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的主

题，举办开幕式、平行分论坛、亚洲文化嘉年华、亚洲文明周四大板块共 110



余场交流活动，旨在传承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璀璨辉煌的文明成果，搭建文明互

学互鉴的平台，增强亚洲文化自信，促进亚洲协作互信，凝聚亚洲发展共识，

激发亚洲创新活力，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精神支

撑。 

14、著名学者辛德勇教授应邀到我中心作报告 

2019年 5 月 24 日 19点，河南大学小礼堂内摩肩接踵，北京大学辛德勇教

授在此作了题为“黄河奔浊浪，是天生不清——合理认识人为因素对黄土高原水

土流失和黄河水患的影响”的精彩报告。 

苗长虹教授对辛德勇教授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对其专业背景及学术成

果作了简要介绍。报告会上，辛德勇教授首先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黄河水

患有关问题的由来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重点

讲述了史学前辈谭其骧先生和史念海先生对黄河问题的看法。随后辛德勇

教授以汉武帝时期元光瓠子河决为例，从自然证据和文献证明两方面说明

了至少在秦和西汉时期以前，黄河下游的泥沙主要来自中原黄土高原地区

的自然侵蚀，而人为加速侵蚀量非常微弱。最后，辛德勇教授对战国前后

黄河下游的河道状况进行了细致解读，进一步证明了“黄河奔浊浪，是天

生不清”不只是人为因素，更多是黄河天生的自然特性。 



报告会后，辛德勇教授对师生所存困惑进行了详细解答。苗长虹教授

进行了总结。历时两个小时的报告会圆满结束。 

15、人文地理青年学者学术沙龙在河南开封成功举办 

2019年 5 月 25日，人文地理青年学者学术沙龙在河南开封召开。本次会议

由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香港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西南大

学、中国地质大学、福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广州大学、青岛大学、广东省科

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 22家单位的 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苗长虹对在座青年才俊的莅

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指出当今学科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紧

密相连，当代青年学者身处新时代，肩负的使命也更为神圣和伟大。新时期学科

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人类的前途命运以及时下面临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期望

青年学者立足中国国情，牢记学科发展任务，共享人文地理学领域的新理论和新

方法，在兼容并包其它学科的同时做好反馈与输出。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姚

华松作为青年学者代表在致辞中指出，河南大学在公司地理学、农户地理学、新

经济地理学、犯罪地理学等理论方面开创了先河，紧跟产业转移、中部崛起、黄

河（生态）经济带等国家政策，在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希



望与会学者能够以本次会议为契机，碰撞出思想火花，并以此为起点不断增进学

术交流，从而为推动新时期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大会报告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做了“知识流动空间的城市关系建构与创

新网络模拟”（马海涛）、“文化经济地理学：概念，理论和实践”（钱俊希）、

“空间修复还是空间陷阱？深圳“三和大神”日结工的叛逆与困境”（黄耿志）、

“城市社区绿地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与路径”（刘晔）、“浅谈政治地

理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基础”（王丰龙）、“‘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中国特

色政治地理思想探析”（安宁）、“基于居民、犯罪者和警察日常活动时空耦合

的犯罪时空格局与机理”（宋广文）、“广州市主城区体育设施的公平性研究”

（吕志航）、“城市散居少数民族社区的地方性表征——基于开封善义堂回族寺

坊解体案例分析”（黎璐晗）、“长三角地区不同知识基础产业创新网络演化对

比研究”（张洁）、“河南省 PPP项目与城镇化质量空间耦合研究”（李明月）

等报告。各阶段报告后，青年学者都围绕相关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此次会议共享了人文地理学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发挥了人文地理学成果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会议加强了人文地理不同分支领域的

专业交流和思想碰撞，提高了人文地理学的学术研究影响力与区域服务能力。 

16、亚历山大博士应邀到我中心作报告 



2019年 5 月 31 日 19:00，亚历山大博士应邀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新行政楼

308会议室进行了题为“Mycenaean civilization: legends and archaeology

（迈锡尼文明：传说和考古学）”的精彩报告。 

报告会伊始，胡志强老师对亚历山大博士的个人经历、专业背景及研究

方向作了简单介绍并对亚历山大博士表示热烈欢迎。报告会上，亚历山大

博士首先对希腊铜器时代的大背景进行了介绍，解释了“迈锡尼人”的由

来，并对迈锡尼文明的年表、地理范围进行了精彩讲解。随后，亚历山大

博士从荷马史诗、线性文字 B、特洛伊战争、航海的神话、迈锡尼城遗址等

多个方面对迈锡尼文明的神话传说和考古发现进行了详细解读。最后亚历

山大博士指出考古学与神话也许并不能完美匹配，我们应认真思考如何用

考古学研究神话传说，并在考证过程中谨慎行事。 

亚历山大博士以详细的史料，生动的讲解让在座师生对希腊青铜文明

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报告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拓宽了中心师生的国际视野，

而且加强了中心师生对于中西文明起源的认识。 

17、康保成教授应邀到中心作学术报告 



2019年 6 月 2日下午，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康保成教授应邀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新行政楼 308会议室作“中国影戏的

历史与现状调查”的学术报告。 

康保成教授首先就调查缘起和前期文献准备等作了详细介绍，重点讲述了

田野调查工作的开展和组织方法。随后，康教授以调查区域及收获为例，

讲述了在陕西、河北、河南、湖南等 18 个省市所收集到的影戏现状，指出

影戏的演出类型包括自然演出和非自然演出两种，揭示了影戏背后的经济

利益与民众的“精神需求”。康教授认为，虽然各地影戏艺术形态千差万

别，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借光显影。其远源是巫术中的招魂术，而佛教以

“影”说法是影戏的近缘。此外，康教授对影戏说和剧本唱腔种类等也进

行了重点报告。最后，康保成教授呼吁政府和高校要加大对民间影戏的保

护和研究力度，共同关注这一濒危的珍贵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此次学术报告是我校正在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黄河

中下游地区乡村习俗的现代转型”课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一天，

课题组就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了中期检查和汇报。康保成教授的报告，是对

此前中山大学承担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成功经验的总结，对我校正在承担

中的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18、华南师范大学张玉金教授应邀到我中心讲学 



2019年 6 月 4日上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张玉金教授应邀至我中心作了

题为“谈古文字考释异说抉择标准”的精彩报告。报告会由黄河文明中心门艺老

师主持。 

报告会上，张玉金教授首先简单介绍了古文字考释的方法，然后针对古文

字初学者和研究者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在对一个古文字的各种

考释进行检验时，要从多个学科角度进行综合考察。不但从古文字学的角

度进行检验，还要从古汉语词汇学、音韵学、古汉语语法学以及文化学、

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行检验。经得起多学科综合检验的考释，才是最优的

考释。张教授从形的标准、义的标准、音的标准、法的标准和文的标准，

具体系统地讲述了古文字考释异说的五个抉择标准。并且列举了大量具体

的例子，使同学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掌握具体的研究方法。 

门艺老师在总结时指出：对于一个疑难的古文字，学术界往往有多种

考释。此次学术报告张教授对古文字考释异说进行抉择的五项标准对于解

决我们学习过程中的遇到的一字多解的疑难问题是非常重要、实用的，而

且张教授还提出了一些平时大家论文写作遇到问题时的解决方法。要善于

发现问题，多查阅资料，从共时历时的角度全面分析。 



19、郑州大学王建军教授应邀为古汉字所沙龙做报告 

 2019年 6月 4日下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王建军教授应邀至古汉字所作

了题为“温县盟书整理与研究”的精彩报告。此次报告为古汉字所沙龙系列讲座

之一，黄河文明中心古汉字所的全体师生聆听了此次的学术报告会。 

王建军教授首先介绍了温县盟书的相关出土发掘情况，然后通过和侯马盟书

的简单对比，介绍了近年来学术界对温县盟书的研究概况，和他所参与的温县盟

书相关项目的进展情况。接着，王建军教授从温县盟书的几个具体方面，如温县

盟书的出土坑位、盟书的形制、字体、所涉内容等，对温县盟书进行了详细的介

绍，并就温县盟书中所涉及到的人名问题和盟书的内容分类问题等进行了深入

而细致的说明。最后，王建军教授还与在座师生就“该如何学习古文字”、

“古文字的异体字与异形字”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王建军教授的报告为中心师生带来了温县盟书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

资料，为中心师生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提供了比较有力的指导，开阔了中心

师生的研究视野。参与报告会的师生收获满满，报告会圆满结束。 

20、中国科学院科技发展战略咨询研究院王铮教授应邀到我

中心讲学 



2019年 6 月 13日下午四点，中国科学院科技发展战略咨询研究院王铮教授

应邀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新行政楼 308会议室作了题为“中国要加快发展研发产

业”的精彩报告。报告会由黄河文明中心艾少伟教授主持。 

报告会伊始，艾少伟教授对王铮教授作了简单介绍并对其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报告会上，王铮教授首先从区域发展优势出发，提出中国要加快发展研发产

业，走区域创新-发展研发产业-区域创新模式进化的研发路。接着，以美国缅因

州为例详细阐释了发展研发产业的重要性，并指出中国研发产业的发展表现出三

种产业治理模式，分别为“上海模式”、“深圳模式”和“北京模式”。最后，

王铮教授表明研发产业是产业创新系统的核心，其在地理上的策略是发展研发

枢纽城市。 

王铮教授以自身广博深厚的学识、新颖独到的见解给在座师生带来了

生动的一课，大家纷纷表示收获颇丰。学术报告会的成功举行不仅开阔了

中心师生的研究视野，也引发了对研发产业以及发展研发枢纽城市的深思。 

21、牛建强教授应邀到洛阳师范学院做学术报告 



21019年 6 月 18日上午，应洛阳师院历史学院的邀请，我中心牛建强教授

在该院五楼会议室为 20余位年青教师作了题为“地域社会研究的路径依赖：民

间文献搜集和利用”的学术报告，受到老师的广泛好评。 

牛建强教授结合自己的田野实践，围绕史学重心转移对民间文献的呼唤、具

体田野调查技巧的养成、契约文书的多重类型、搜集和利用民间文献时应注意的

若干问题等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并就科研实践中民间文献利用的方法与老师进

行了交流。之后，又结合契约文书实物，给年青老师做了解读，以增强对讲

解内容的理解。老师们纷纷表示，从讲座中获得诸多启发，并希望以后增

进这样的学术交流。  

22、【开幕式】2019 年中国地理学会“社会文化地理高级研

修班”在河南大学隆重开幕 



2019年 6 月 21日，由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教育部人文

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承办，广州大学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

展研究中心协办的 2019年中国地理学会“社会文化地理高级研修班”暨“社会

文化地理青年学者论坛”在百年名校河南大学隆重开幕。来自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广州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天津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宁夏大学、安徽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西藏大学、河南大学等 40余所海内外高校的主讲嘉宾、青年教

师及博士硕士研究生共 200余人参加本期研修班。 

本期研修班为期 4 天，特邀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Hayden Lorimer 教授、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Frank Vanclay 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 Elaine Ho 副教

授、香港理工大学 Eddie Chi Man Hui 教授、广州大学朱竑教授、河南大

学苗长虹教授等海内外知名专家作为主讲嘉宾，将为研修班学员奉上丰盛

的学术大餐，并与学员们就社会文化地理学国际前沿问题以及相关理论方

法展开热烈讨论和深入交流。此外，研修班期间还将安排社会文化地理青

年学者论坛和研修实习活动。 

本期中国地理学会“社会文化地理高级研修班”暨“社会文化地理青

年学者论坛”旨在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水平，提升我国社会

文化地理研究的国际化程度，为国内外社会文化地理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

搭建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帮助从事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青年学者及研究生

了解学术前沿、加强学术交流与互动。 

23、台湾东海大学朱歧祥教授应邀到我中心作报告 



2019年 6 月 22 日 19点，河南大学小礼堂内座无虚席，台湾东海大学朱歧

祥教授应邀在此作了题为“汉字与文化”的精彩报告。本次报告会由河南大学黄

河文明研究中心门艺老师主持。 

报告会上，朱歧祥教授首先就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汉字、如何学习古文字提出

了自己的看法，然后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将汉字的特性归纳为“三取其多”、

“动物都站起来了”、“局部代替全形”、“地域的差异”，并通过与世

界上其他文字的对比把汉字的特性鲜明地呈现出来。之后，朱歧祥教授由

汉字的字根出发，通过“人”、“大”、“卩”、“女”、“口”等十几

个汉字字根所衍生出丰富多彩的汉字字形向在座师生展示了汉字的多彩魅

力。最后，朱歧祥教授表示，一个的民族，如果没有精神，就不算是一个

伟大的民族，而我们的民族需要大量的年轻朋友傲然接续我们民族的精神

文明并为之努力奋斗。作为从事汉字研究工作的朱歧祥教授，希望能够推

广汉字，让大家透过正确的途径了解汉字，从而了解可爱又温情的中国文

明。 

报告会后，朱歧祥教授对在座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门艺

老师在总结报告会时指出，了解文字就是了解中华文明，只有了解我们的

历史，我们才能不断前进。通过朱歧祥教授的报告，在座师生对汉字和中

华文化有了更浓厚的兴趣和更深刻的理解，本次报告会圆满结束。  



 24、清华大学黄天树教授应邀到我中心讲学 

2019 年 6 月 23 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黄天树教授应邀

至我中心作了题为“甲骨部首整理研究”的精彩报告。第十一届“黄河学”

高层论坛暨“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部分参会老

师和河南大学各院系的部分师生聆听了此次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黄河文

明中心王蕴智教授主持。 

报告会上，黄天树教授首先回顾了汉字部首的历史，他表示从《说文

解字》到现在通行的各种字典，部首的发展有一条清晰的脉络。随后他提

出了自己对部首的定义，并且根据唐兰先生的“自然分类法”归纳出了 240

个甲骨文部首，按照“象物”、“象人”、“象工”的顺序排列。最后，

黄教授总结说，不同时期汉字体系的部首定义、数量和编排方式是不同的。

《说文解字》的部首适合小篆，《字彙》部首适合楷书，而甲骨文也需要

适合甲骨文的部首。 

报告会后，黄天树教授对在座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王

蕴智教授在总结时指出，这 240 个甲骨文部首是黄先生多年来研究甲骨文

分期和字形的结晶，也是黄先生的心血，现在甲骨文数据化是研究的趋势，

要做这些研究首先得要熟悉字形，建立部首。黄天树教授的工作为我们今

后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25、“生态与文明：跨学科动物研究工作坊”在中心举办 

2019年 6月 25 日上午 9点，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生

态与文明：跨学科动物研究工作坊”在河南大学金明校区中州颐和酒店一

楼第四会议室举办。 

此次青年学者工作坊以“生态与文明：跨学科动物研究”为主旨，由

我校陈怀宇教授、闵祥鹏教授以及《澳门理工学报》桑海编审发起，来自

中国科学院大学、浙江大学、中西书局、清华大学、肯塔基大学、北京大

学、Sarah Lawrence College、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学、文学和生物学等

领域的十一位青年学者参与讨论。 

工作坊共分上下两场议程，议题涉及历史动物研究的现状和发展，中

外文化中动物形象的塑造等多项内容，会后相关学者从生态环境、文明变

迁与动物研究前景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工作坊以开放的学术氛围、共同的研究旨趣、前沿的学术方向为出发

点，通过跨学科动物研究为主旨，与《澳门理工学报》合作“动物研究”

专号等形式，推动青年学者们在该新兴前沿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26、著名考古学家 Ioannis Liritzis 教授应邀到我中心作

报告 



2019 年 6 月 28 日下午 15:00，著名考古学家 Ioannis Liritzis 教授

应邀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新行政楼 308 会议室进行了题为“Archaeometry 

in Cultural Tourism and Sustainability”和“Sea Level Changes and 

Palaeogeography”两场精彩报告。黄河文明中心 17 级、18 级考古学和部

分人文地理学研究生参加了此次会议。报告会由河南大学杰出校友董冠鹏

博士主持。 

董冠鹏博士首先对 Ioannis Liritzis 教授的专业背景、研究领域及学

术成果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对 Ioannis 教授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在第一场题为“Archaeometry in Cultural Tourism and Sustainability”

的报告会上，Ioannis 教授从“What is archaeometry?”、“Coupling 

archaeometry with sustainability/economy” 和 “Re-launching 

Cultural issues”等几个方面进行讲解，并列举了与之相关的实例。

Ioannis 教授指出考古学是一个包括历史学、社会学和物理、化学、数学、

天文学、地质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目前的新技术（计算机科学、

MultiMedia 技术，3D VR 技术等）对文化遗存保护的重要性。Ioannis 教授

还以地中海史前贸易、希腊古代沉船事件、阿尔卑斯山冰人、河南开封、

英国巨石阵等为例具体说明了跨学科考古在文化遗存与文化旅游中的重要

作用。在第二场题为“Sea Level Changes And Palaeogeography”的报告

会上， Ioannis 教授以多个指标为例，详细解释了可能引起长期、中期和

近期海平面变化的不同表现以及气候和海平面波动与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的

关系，并指出由于不同时期的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变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

更好的解释沿海古地理状况和过去文化的流动性。 

报告会共持续三个小时，Ioannis 教授以其渊博的知识储备，详实细致

的论证讲解使我们对国际考古学前沿研究有了更好的认识，开阔了中心师

生的研究视野，全场师生受益匪浅。 



27、我中心地理学团队赴大连参加 2019 年中国地理学会经

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2019年 6 月 29-30日，由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辽宁师

范大学和辽宁省地理学会承办、中国地理学会海洋分会协办的中国地理学会经济

地理专业委员会 2019年学术年会在中国大连成功召开。会议以“重点领域改革

与经济地理学创新”为主题，来自全国 500余位地理学术研究者相聚在此交流经

济地理学新理念、新趋势、新范式、新方法、新典范。我中心地理学团队师生一

行近 30人共赴大连参加了此次学术盛会。 

大会期间，我中心青年教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在“新时代国土空间

规划与‘多规合一’”， “流空间的经济区位与产业集聚”，环境经济地理与

生态文明，“对外开放进程与经济地理演进”，“交通技术变革与交通地理”，

“国家公园、休闲产业与旅游资源开发”，“新时期区域战略与区域转型”，“大

数据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等分会场展示交流了学术成果。黄河文明与可

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赵建吉教授、青年教师陈肖飞、胡志强和喻忠磊分别作

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此外，赵建吉教授主持了“对外开放进程与经济地理

演进”分会场的第二节报告。 



参加本次年会，加强了我中心与全国地理学科院校的联系，对提升我

中心地理学科的学术研究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社会服务 

1、我中心王蕴智教授受邀参加河南发展高层论坛 

    2019 年 5 月 30 日，由省社科联和漯河市委、漯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的河南发展高层论坛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专题研讨会在漯河市召开，河

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王蕴智先生受邀参加。 

研讨会上，王蕴智教授与来自省内社科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汉

字文化名城建设、汉字文化与“中原学”进行了讨论发言。他指出，河南

是汉字学的发祥地，是著名的出土古文字大省，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得

天独厚的汉字文化资源优势；现如今开发许慎文化资源首先就是要把许慎

文化向全社会宣传出去，包括许慎事迹、许慎精神和汉字文化，其次要注

重选拔培养有关专业人才，制定科学发展规划，保证项目质量。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成立许慎文化学院，聘请王蕴智教授为名誉院长、

客座教授，5 月 31 日漯河市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为王蕴智教授颁发聘任证书，



随后举行“许慎书院讲坛”揭牌仪式。王蕴智教授以《谈谈中原地区汉字

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为题进行了“许慎书院讲坛”第一讲。  

2、我中心王蕴智教授荣获王懿荣甲骨学奖 

 

2019 年 6 月 29 日，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 120 周年国际甲骨学研究经

验交流会在烟台市福山区王懿荣纪年馆盛大启幕，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

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王震中教授和王蕴智教授受邀参加。  



    在开幕式上，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王震中教授

致辞。本次交流会设立了王懿荣甲骨学奖，我中心王蕴智教授荣获此奖。

该奖由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烟台市福山区王懿荣甲骨学研究会共同设

立，每届评出 3 位在甲骨文字识读和甲骨学研究领域具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学者和科研团队，此次颁奖是王懿荣甲骨学奖自设立以来的首次颁奖。同

时获奖的还有清华大学黄天树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的曹定云研究员。随后，

在下午的国际甲骨学研究经验交流会上，王蕴智教授进行了专题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