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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大学术活动报告 

1、2019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10 点，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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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举办的“中日

制造业发展比较”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新行政楼 308

会议室召开。日本帝京大学经济学院名誉教授和田正武、帝京

大学经济学院名誉教授黑崎诚、帝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德增秀

博、日中经济协会调查部部长高见泽学、帝京大学经济学院副

教授员要锋、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中心陈肖飞副教授、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中心胡志强副教授参加会议并作了精彩报告。中心

2018 级人文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研究生及部分青年教师参加了

此次学术研讨会。 

2、为加强国内外黄河生态史研究领域中青年学者之间的交

流互动，分享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前沿性命题以及创新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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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心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举办“黄河生态史”中青年学者系

列讲座。此次邀请南京农业大学卢勇教授，做题为“黄河水患、

中原危局与明清易代之关系”的讲座。 

3、 2019年 10月 28日下午 2,爱琴大学著名考古学家 Ioannis 

Liritzis 教授应邀至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新行政楼 308 会议室作了

两场学术报告，题为“Archaeometry In Cultural Tourism And 

Sustainability（文化旅游中的考古学与可持续性）”和“Heritage, 

Tourism And Sustainability: Archaeological & Natural Parks（遗

产、旅游业和可持续发展：考古与自然公园）”。黄河文明中心、

历史文化学院、环境规划学院等单位的考古学、人文地理学教

师和研究生聆听了报告，报告会由中心副主任侯卫东副教授主

持。 

4、2019 年 10 月 18 日上午，我中心古汉字所所长、河南省

文字学会会长、博士生导师王蕴智教授应邀出席在许慎文化园

中华汉字体验馆举行的漯河市“学习强国”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大

讲堂启动仪式暨全国高校许慎文化教学实践基地集中揭牌仪

式。在启动仪式上，王蕴智教授作了“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大讲堂”

的第一讲——《谈谈早期文字的结构及其书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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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9 年 10 月 30 日下午，在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刘志军

陪同下，国务院教育督导组组长、全国政协常委、甘肃省政协

副主席郝远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调研。中心副主

任艾少伟、陈家涛、田志光、侯卫东参加座谈。艾少伟代表中

心向郝远一行汇报中心的基本情况、主要成果以及近期围绕“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开展的工作。 

4、2019 年 11 月 1 日，一场全国性意义重大的纪念活动——

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主持会议，并宣读习近

平总书记发来的贺信。120 年风追甲骨，从未有此般盛会。荣

光于人民大会堂，熙攘学坛“甲骨人”中，河南大学教育部人文

社科黄河文明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甲骨学与殷商文明研究平台牵头人王蕴智教授应邀参加，并在

前排就座。 

6、2019 年 11 月 5 日下午，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

所薛冰教授和李京忠副教授应邀至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新行政楼

308 会议室分别作了题为“东北老工业区人地关系研究暨黄河流

域思考”和“多源地学大数据分析及创新应用”的报告。黄河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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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部分青年教师和 2018 级、2019 级地理学专业研究生聆听

了报告，报告会由中心主任苗长虹教授主持。 

7、2019 年 11 月 9 日，大河网记者跟随“走进黄河”集中采

访团来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进行采访。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有何必要

性？大河网记者与该中心主任苗长虹进行了独家对话。  

8、2019 年 11 月 9 日上午，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调研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2019“走进黄河”集中采访

团来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

同创新中心进行采访。本次采访活动由省委宣传部、黄河水利

委员会共同主办，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协办，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承办。 

9、2019 年 11 月 10 日，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联合光明日报国学

版在北京交通大学红果园宾馆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

发展研座谈会，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中心相关专家学者

王震中教授、王中江教授、关爱和教授、王蕴智教授、苗长虹

教授等在座谈会上发言。与会专家就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

化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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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9 年 11 月 12 日，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新行政楼 308

会议室召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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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办的“黄河考古”座谈会。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立东教授、

刘春迎教授、魏继印副教授、秦臻教授和付永敢副教授参与会

议。此次会议由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卫东

副教授主持。 

11、2019 年 11 月 29 日，由河南大学、中国地理学会、黄河

水利科学研究院、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办，中国科学院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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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层

论坛（2019）在古都开封成功召开。本次论坛汇集了地理学、

经济学、考古学及历史学等相关领域顶级专家学者，成果丰富，

形式多样，取得了圆满成功。他表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是一个共建战略，需要多领域、多学科的协同推进以及

各领域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提议共同推动黄河保护与发展智

库联盟的建设。 

12、2019 年 11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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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十五周年及黄河文明省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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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一周年暨基地建设经验交流会在河南大学

金明校区图书馆三楼会议室召开。经验交流会最后，各单位联

合发出要在新时代奏响“黄河大合唱”倡议书。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主动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为将黄河建设

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而奋斗。 

13、2019 年 12 月 3 日晚，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教

授应邀在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308 会议室

作了题为“中国人口数据库（1368—1953）”的讲座。黄河文明

中心部分青年教师和中国史、地理学、经济学等专业研究生聆

听了讲座，讲座由黄河文明中心副主任田志光主持。  

14、2019 年 12 月 3 日下午, Alexander J.D. Westra 博士在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新行政楼 308 会议室作了题为“Lapis lazuli 

and blue in the Hellenic world（希腊世界的青金石）”的精彩报

告。中心部分教师及研究生聆听了报告会，本次报告由黄河文

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李江苏老师主持。  

15、2019 年 12 月 9 日，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 Ruth 

Mostern 博士应邀至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新行政楼 308 会议室作

了题为“黄河安流在中古时期的结束：一个老问题的新思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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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黄河文明中心部分青年教师和中国史、地理学专业研究

生聆听讲座，讲座由中心闵祥鹏教授主持。 

16、2019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4 点半到 6 点，我中心牛建强

教授应日本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和大会文学会之邀，在北

2 馆第 10 层大教室作了题为《环境·集落·信仰：比较视野下的

清代河南西北农村社会》的学术演讲。  

17、2019 年 12 月 15-16 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

院学部委员王震中教授应邀至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新行政楼 308

会议室作了题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

主要趋势与反思”的报告。报告分为上、下两部分。黄河文明中

心部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聆听了讲座，讲座分别由黄河文明中

心教授闵祥鹏和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田志光

主持。 

18、2019 年 12 月 16 日晚上，墨尔本大学 Nicholas Phelps

教授和 Julie Tian Miao 博士应邀至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新行政楼

308 会议室分别作了题为 Varieties of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和

Getting creative with housing? Liverpool’s Baltic triangle and 

Bristol’s paintworks as case studies 的主题报告，黄河文明中心

部分青年教师和地理学、区域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聆听了讲座，

报告会由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中心董冠鹏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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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 年 12 月 19 日下午，党委统战部在明伦校区行政楼

第四报告厅举办同心大讲堂专题讲座。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苗长虹教授作了题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专题报告。来自全校的党外人士代表和学生 100 余

人聆听了讲座,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于红英主持讲座。 

20、2019 年 12 月 22 日，北京大学包茂红教授应邀在河南大

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308 会议室作了题为“城市

环境史研究的理论和实例”的讲座。黄河文明中心部分教师和历

史学、人文地理学专业的研究生聆听了本次讲座，讲座由黄河

文明中心吴朋飞副教授主持。 

21、为加强国内外黄河生态史研究领域中青年学者之间的交

流互动，分享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前沿性命题以及创新性方

法，中心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举办“黄河生态史”中青年学者系

列讲座第四讲。 

22、2019 年 12 月 25 日晚上，英国利物浦大学陈美旭博士和

刘贇喆博士应邀至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新行政楼 308 会议室分别

作主题报告，黄河文明中心部分青年教师和地理学、区域经济

学专业的研究生聆听了讲座，报告会由黄河文明中心董冠鹏教

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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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19 年 12 月 28 日上午，河北省投入产出与大数据研究

院院长宋辉研究员应邀至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新行政楼 308 会议

室作了题为“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预警监测模

型研究”的报告，黄河文明中心部分青年教师和地理学、区域经

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聆听了讲座，报告会由黄河文明中心董冠鹏

教授主持。讲座伊始，董冠鹏教授对宋辉研究员的学术背景、

研究领域及学术成果进行简要介绍，并对宋辉研究员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 

24、2019 年 12 月 28 日 9 点，河南大学明伦校区 308 会议室

座无虚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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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的空间数据科学方法与应用国际青年学者沙龙在此拉开帷幕。

英国利物浦大学顾一泉教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姚静副教授、

河海大学地理信息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张晓祥副教授、华东

师范大学紫江青年学者顾昕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马静副教授、

河南大学赵宏波副教授、荷兰特文特大学王明舒助理教授、英

国利物浦大学张杏娜博士后研究员、武汉大学卢宾宾博士、河

南大学黄河文明中心刘勇博士、杨东阳博士和陈玉龙博士出席

沙龙并作精彩报告。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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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苗长虹教授、部分青年教师及相关专业研究生聆听了讲座，

沙龙由黄河文明中心董冠鹏教授主持。  

二、重大项目进展情况报告 

1、2019 年 12 月 16 日上午 9 点，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中心 2019 年学术委员会会议暨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

中心发展规划论证会在河南大学金明校区行政楼 152 会议室召

开。河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先省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

科学院院士傅伯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教授、

中国科学院樊杰研究员、厦门大学王日根教授、黄河水利科学

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史学建研究员，河南大学黄河文明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关爱和教授、李小建教授、秦耀

辰教授、苗长虹教授、韩士杰教授、王蕴智教授、李玉洁教授

共 12 名学术委员会委员及专家与会指导。发展规划处、实验室

与设备管理处、科学技术研究院、人文社科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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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经济学院、环境与规划学院等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出席此次论证会。 

2、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宣传部文件批复

精神，由中国出版协会举办的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评选揭晓。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由河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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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黄河文明中心王蕴智主编的《殷墟甲骨文书体分类萃编》（16

册）荣获“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提名奖”。本套图书

是王蕴智教授团队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子课题

“甲骨文语料数据库及其文字释读研究”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河南出土甲骨文、金文研究大系”的

阶段性成果。 

 

三、其他有关工作情况报告 

1、2019 年 10 月 21 日上午，第三届中国（安阳）国际汉

字大会在中国文字博物馆隆重开幕。开幕式先后由河南省人民

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河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付静女士

和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黄德宽先生主持。本次大会由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

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为协办单位之一。我中心古汉字研究所所长、

河南省文字学会会长王蕴智教授，青年教师赵伟博士及部分研

究生参加了大会。 

2、2019 年 10 月 11 日，《中国城乡金融报》发表苗长虹教

授《共同抓好大保护  协同推进大治理》 一文。 2019 年 11 月

5 日，《河南日报》发表苗长虹教授等《黄河文化的历史意义



 

—12— 

与时代价值》一文。2019 年 11 月，苗长虹教授应邀做客河南

卫视《对话中原》谈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2019 年 11

月 11 日，《开封电视台》对主任苗长虹，副主任胡全章、田志

光围绕“讲好黄河故事 再现黄河神韵”谈黄河与开封的渊源与

发展的采访进行了报道。2019 年 12 月 31 日，《光明日报》报

道苗长虹教授纵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2019 年 11 月，《黄河新时代》 系列报道第六集《文化

聚力》。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中心特聘教授王震中说：“这样一个传统文化

的形成和凝固，主要在黄河流域，所以说黄河文化对我们今天

讲的文化自信，也起到一个追根溯源的作用”。河南大学黄河文

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艾少伟教授说，这体现了生生

不息的民族精神，丰富发展了黄河文化和中华文化。  

4、2019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3 点，我中心组织师生在行政楼

308 会议室观看学习 2019 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

报告会网络直播。本次宣讲教育报告会目的在于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道德

和学风建设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深入推进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宣讲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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