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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她激流奔腾，一泻千里，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和充沛磅礴的
创造力；她汇聚万流，裹泥携沙，奔流入海，象征着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包容胸襟和恢宏气度；她九曲连环，矢志向东，
象征着中华民族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她生生不息的密码深藏在不断
革新的历史实践中。伴随着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对黄河文化多重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黄河文化蕴含的丰
富旅游价值、经济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伦理价值、艺术和审美价值、教育价值等等，不断得
到认识和挖掘。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将推动黄河流域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续
写黄河文化新的时代精神，黄河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也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黄河文化所蕴含的丰富价值将得到
最充分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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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河文化———始终延续和革新的历史文脉

黄河为“百川之首”“四渎之宗”，发源于巴颜喀
拉山北麓，向东流经青海、四川等九省区，汇聚渭水、
汾水、洛水等大小数百条支流，蜿蜒 5000多公里，形
成浩渺广大的水体水系和广袤多样的流域自然环
境，滋润哺育了华夏民族和黄河文化。黄河因此成为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有蓝
田文化、许家窑文化、河套文化等旧石器时代的文
化考古遗迹，也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
化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考古遗迹，表明农耕业出
现、动植物驯化发展、陶器制作大量使用、金属冶
炼萌发、原始宗教兴起[1]3。新石器时代晚期，“诸侯
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成为华夏民族共主，被后
世尊为“人文初祖”，华夏民族主体开始形成。文字
出现以前黄河流域史前文化的丰厚积累形成中华

文化之起源，华夏民族形成也成为各民族融合成
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起源。

黄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历史
过程，在此过程中黄河文化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主
体文化，成为凝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黄河
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黄河流域史前文明像星星之
火散落各地，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征的文化，比如河
湟文化、中原文化、海岱文化[2]100-111。到夏商周上古三
代，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持续居于主体地位，甲骨
文的出现保障了文化的传承和积累；周公制礼乐、以
德辅刑，奠定了以礼为治的教化传统。与此同时，黄
河中游还有秦文化，下游还有东夷文化。到春秋时
期，则形成了中原文化圈、邹鲁文化圈、齐文化圈、燕
赵文化圈、秦文化圈等，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孔子
订六经，把上古文化传统的精华总结记录下来，前后
相继、绵延不绝。到战国末期，逐步形成关中和关东

曹光章： 黄河文化的历史传承与时代价值

119· ·

DOI:10.16392/j.cnki.14-1057/c.2022.02.011



晋阳学刊 2022年第 2期

两大文化系统的东西对峙。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形成。秦以强力推行思想和文化上的统一，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伴
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儒学成为中华文化
之正统，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形成。此后，历经 2000
年岁月的浸染，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
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儒
学所提倡的“天人合一”“民为邦本”“道出于天”“中
庸之道”“大一统”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格精
神等等，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黄河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强大的
影响力和包容力，持续向周边地区传播，并不断兼收
并蓄四邻地区和海外各国的文化。商周时期，黄河文
化已经同北方草原文化、东南海洋文化展开交流。汉
朝开辟了从长安出发的路上丝绸之路和从徐闻出发
的海上丝绸之路，有力地促进了黄河文化与西域各
国以及阿拉伯半岛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魏晋
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据有黄河流域，驱使
士族和流民南下，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也引起黄河文
化“衣冠南渡”，对江南地区的文化进步和中华一体
化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隋朝大运河
的开通，加强了黄河和长江两大文化区的联系。唐朝
以其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力量，对周边地区产生
了空前的影响，折服了北方的游牧民族、西南的吐蕃
和南诏，并有力地辐射到新罗、日本、波斯、大食、东
罗马、印度等地区。唐朝不仅对四邻各族和周围许多
国家具有吸引力，自身也充满了自信，在对外交往中
慷慨无私地输出，宽容大度地吸收，对外来文化如印
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等，以开阔的胸
怀、恢宏的气度加以接纳、吸收和消化，使黄河文化
达到鼎盛时期。宋元明清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入
主中原，迫使黄河文化向南撤退和发展，加速了与长
江文化的融合；同时又被北方游牧民族所接纳，少数
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合，最终完成了中华文化
的一体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地域意义上的黄河文
化逐渐失去独立的主导地位，但她作为中华文化的
核心内容仍持续发挥着主导作用。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侵略
给古老的中国造成“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给以黄
河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带来严峻挑战。面临这样
的变局，先进仁人志士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救亡浪
潮，经世运动、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都在黄河文化

发展史上留下时代的印记，推动着黄河文化的近代
化转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以延安
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山精神、沂蒙山精神、大别山
精神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是黄河文化在当时时代
的继承和发展。红军长征在甘肃会宁会师，陕甘边区
革命根据地的创立，红军西路军浴血河西走廊，延安
大生产运动，红军东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毛泽东率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等等，给近代以来的黄河文化的
发展留下了鲜明的“红色”印记。红色文化中所包含
的“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
艰苦奋斗精神；“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
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爱国精神；“战略上
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大无畏精神；“知识分
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群众精神；面向群众、
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奉献精神等
等，从精神内核上继承并革新了厚重悠久的黄河文
化，激发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等
优秀的文艺作品。在民族危亡之际，革新后的黄河文
化激励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汇聚成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的时代大合唱，重新走上崛起之路。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以博大的胸怀养
育了一代代中华儿女；黄河也是一条忧患之河，她
“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频繁决溢，为患不止。新
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下定决心带领人民从根本
上改变黄河暴虐为害的历史。黄河治理思路由分区
治理走向全河统一治理，确定了黄河治理的目标不
仅要治理黄河水害，同时要治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
失和旱灾，并对黄河水利资源进行灌溉和发电等综
合利用。一代代科学家和黄河科技工作者不断探索
新的治河道路，先后提出和实施“宽河固堤”“蓄水拦
沙”“除害兴利”“上拦下排”“调水调沙”等系列治河
方略，建成了三门峡、龙羊峡、刘家峡、小浪底等水利
枢纽，保障了伏秋大汛岁岁安澜，确保了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黄河治理，实现了黄河 70年不决口、20年
不断流，先后抵御 12次大洪水，创造了黄河岁岁安
澜的奇迹。在治黄治沙的过程中，大河上下涌现出以
焦裕禄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优秀儿女，他们以博大
的胸怀、高尚的情操、执着的追求、兢兢业业的奉献
和牺牲精神，在中国治黄史和黄河文化发展史上树
立起一座座新的丰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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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银山”的理念，全面加强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河流
治理方面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山水林田湖
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共同抓好大保护，
协同推进大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实地考察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情况，并先后主持召开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强调要深入挖掘
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
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3]；要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
护工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开
展黄河文化宣传，大力弘扬黄河文化[4]；要把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千秋大计，要大力保护和弘扬黄河文化[5]。伴随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黄河文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

二、多重价值———黄河文化时代价值的不断挖掘

黄河文化是一条不断延续并不断革新的历史
文脉，始终鲜活，绵延至今。保护和弘扬黄河文化，
延续历史文脉，需要对黄河文化进行全面、系统地
整理和研究，对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不断进行探
究和挖掘，这是决定着我们采取何种态度来对待
黄河文化以及如何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延续历史
文脉的基本前提。

黄河文化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延续与革新，我们
对黄河文化的认识也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黄河文化逐渐呈现出丰富的多重价值。

1941 年，世界书局出版了陈鹤琴、陈选善主编
的《黄河文化》，1943 年又出版了顾缉明、卢冠六编
的《黄河流域的文化》，这是比较早的研究黄河文化
的著作。在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建设》《改进》
《史地丛刊》《东方杂志》《兴亚月刊》等发表了 10多
篇研究“黄河与中国文化”的论文。上述研究成果聚
焦于探讨黄河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开
启了对黄河流域文化研究的先河，标志着黄河文化
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对超星
期刊收录的文献进行检索的结果显示，新中国成立
后到 20世纪 80年代，仅仅在 1953年至 1961 年间
发表过几篇研究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文。
如第一部分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治理方面取

得重大成就，抒写了黄河精神的新篇章，但是黄河
文化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却没有受到关注，不能不
说是一种缺憾。

20世纪 80年代，中国在思想解放和时代变革
的背景下兴起了“文化热”潮流。在这股潮流中，“西
方思潮热”和“传统文化热”先后继起，“西学”和“中
学”的对峙和选择又一次出现在关于中国现代化道
路的思想文化探讨中。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河文化的
研究逐渐兴起，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但是还没有专
门的著作问世。这些论文主要探讨了黄河流域新石
器时代的文化、黄河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起源、黄河与
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等问题。

1988年，六集电视政论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
两次播出，引起关于“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争
论。《河殇》以“文化反思”为名，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
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化，使中国
由“黄”变“蓝”，实现真正的“科学”与“民主”。这实际
上是 80年代开始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种
论调，也是近代以来流行的“全盘西化论”的一种翻
版。《河殇》受到不少人的追捧，也引起了激烈的批
评。在“文化热”的背景下，在“中学”和“西学”在新
时期又一次交锋的背景下，关于“黄色文明”和“蓝色
文明”的争论，推动了对于黄河文化的关注和研究，
尤其重要的是引起了对黄河文化精神价值的重新认
识和评价。如何看待黄河文化的问题上升为如何看
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特别是如何看待党史
和新中国历史的问题。发掘黄河文化所蕴含的中华
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爱国精
神等民族精神价值，树立民族自尊、自信，逐步成为
引领黄河文化研究的主流方向。

黄河文化题材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歌曲、影视等
大众艺术领域，走进大众视野。《黄土地》《黄河谣》等
西部电影，开始“让人们第一次强烈地感到古老的黄
河文化原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6]。山西歌舞剧院
排演了《黄河儿女情》《黄河一方土》《黄河水长流》三
部大型歌舞，多次在中央电视台演出。《我家住在黄
土高坡》等西北风民歌风靡一时，抒发了人们对于黄
河风俗风情的美好回忆和怀旧情绪。

20世纪 80年代，国内旅游市场开始形成，1986
年，国务院决定将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计划，正式确立了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国
家大力发展旅游业的背景下，黄河文化作为旅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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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价值开始显现出来。80年代中期，郑州市在已
有的黄河游览区的基础上，提出了建“黄河文化特
区”的设想。这可能是国内最早的把黄河文化作为旅
游资源加以开发的设想。各地政府开始认识到文化
旅游事业的发展不但能给经济振兴社会发展增添新
的活力和增长点，而且对于宣传本地区和增进国际
国内的经济社会交往有重要作用。因此，各地争相在
开发利用文化旅游资源上做文章。河南的以古（历史
文化）、河（黄河）、拳（少林拳、陈氏太极拳和郑州国
际少林武术节）、根（寻根觅祖）、花（洛阳牡丹花会）
为特色的文化旅游活动；陕西西安的“古文化艺术
节”；甘肃兰州的“古丝绸之路艺术节”等，在促进旅
游、文化交流、经贸洽谈方面都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
果[7]。这时，各地对于黄河文化资源的开发主要由“文
化搭台，经济唱戏”思路所主导，黄河文化资源的价
值主要表现为旅游开发和促进经贸活动。旅游业不
可能不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基础设施和投资水
平的限制，由于黄河流域多属于欠发达地区，除西
安、敦煌、洛阳等少数几个点外，黄河流域的旅游业
都还很不发达。

1985 年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最初各地对于申
报世界遗产并不积极，就黄河文化遗产申报来说，最
初表现也比较“冷”。1987—1996年，黄河流域仅有
甘肃敦煌莫高窟、山东泰山、陕西秦始皇陵及兵马
俑、山东曲阜孔庙、孔府及孔林入选世界遗产。1997
年，山西平遥古城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以前鲜为人知
的平遥声名大噪，“在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后，旅游收
入从每年 18万元猛增到 500万元”[8]。国内旅游界都
把平遥作为新的旅游景观纳入重要旅游线路之中，
日本、东南亚、欧美的新闻媒体也把目光投向平遥，
使平遥走向世界旅游市场。平遥旅游收益的暴增以
及旅游品牌的国际化对推动沿黄各地发展旅游业产
生了明显推动作用。黄河文化申报世界遗产越来越
多，截止到 2020年，黄河流域拥有世界文化类遗产
19项，占全国总数 41项的 46%[9]。

20世纪 90年代初，中央开始研究酝酿促进西
部地区发展的问题，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相关地
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探索西部开发的设想，黄河
文化作为重要经济资源的价值得到重视。这时，我
国文化市场已经有了初步发展，发展文化产业初
步形成共识，进一步推动了对黄河文化作为经济

资源价值的思考。比如，有学者提出了建立“黄河
文化经济区”的设想，其中明确提出，“黄河文化”
是一种巨大的经济资源；“黄河文化”是我国一项巨
大的潜在性经济开发资源[10]。“只要我们转变思想，
重新认识黄河文化和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中西部
地区的文化产业……，就可以实现西部地区的可
持续发展。”[11]1994 年，在习仲勋、彭正等一批曾在
黄河流域战斗工作过的老同志和沿黄河各省、自
治区领导同志的倡导下，中国黄河经济文化发展
研究会成立，致力于促进黄河流域文化和经济的
发展。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实施后，黄河
文化资源的开发越来越多地被纳入相关地方政府
发展规划中。
把黄河文化作为一种经济资源来考虑，超越了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超越了围绕旅游和经
贸活动开发黄河文化资源的局限。黄河文化本身可
以通过文学艺术创作、广播影视制作、文物复制销
售、特色文化产品开发等方式进行产业化开发；也可
以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为经济活动赋予文化内
涵，提升当地社会的文化特色和文化环境。不过，受
经济欠发达、经营管理人才和创意人才短缺等因素
制约，沿黄各地在实践中主要还是侧重于做好依托
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旅游产业，并争取使之发展成西
部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随着各地对黄河文化的重视以及黄河文化研究

成果的不断积累，到 1990年代，黄河文化研究的专
著陆续问世。1991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河
乡土文化”系列丛书。黄河水利委员会于 1983年 3
月成立黄河志编纂委员会和总编室，开始了大型多
卷本《黄河志》丛书的编纂和出版工作，1994 年出版
的丛书第 11卷———《黄河人文志》，记述了黄河流域
的古文化、治黄人物、文物胜迹等黄河文化内容。
1993年 7月，水利部主管、黄河水利委员会主办的
《黄河黄土黄种人》杂志创刊。1994 年，侯仁之主编
出版了《黄河文化》一书。1991 年，辽宁出版社开始
出版《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其中的三晋文化、三秦文
化、燕赵文化、中州文化等卷也都构成黄河文化研究
的成果。1998年，山西老文艺家协会和山西省古籍
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支持创办了《黄河文化论坛》，不
定期出版。1990年起，黄河流域的青海、甘肃、宁夏、
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八省区人民出版社联
合发起组织编写 9卷本的《黄河文化丛书》，于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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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正式出版。2003年，李学勤主编的三卷本《黄河文
化史》出版。这些研究成果对黄河文化做了较为系
统、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奠定了黄河文化研究、开发、
保护和利用的基础。

21世纪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实践发
生了重要变化。2004 年 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推动我国文
化遗产保护从物质领域扩展到精神领域。2006 年
起，我国设立了“文化遗产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文
化遗产保护观念。以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民间文
化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占有越来越
重要的地位。工业遗产保护、20世纪遗产保护、乡土
建筑遗产保护、文化线路遗产保护、世界遗产可持续
发展、大遗址保护、文化生态保护等理念的提出和传
播都大大丰富拓展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和实
践。日益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使得越来越多的
黄河文化遗产纳入其中。甘肃的花儿、陕西的皮影戏
和安塞腰鼓、河南的河洛大鼓和“黄河号子”、山东琴
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兰州黄河铁桥（中山桥）和兰州自来水公司第
一水厂、山西省的太原机器局、甘肃省的刘家峡水电
站等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大运河和丝绸之
路等文化线路遗产保护工作不断推进；全国重要大
遗址保护项目重点构建的 6个片区中，西安片区、洛
阳片区、曲阜片区、郑州片区等 4个片区都集中分布
在黄河流域。

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水平的提升，深化了人们
对于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文化遗产是民族智慧的
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
源，一旦遭到破坏，它承载的所有价值都将不复存
在。因此，对于文化遗产的开发，必须坚持保护第一、
开发第二的理念，既坚决禁止破坏性开发，也要防止
建设性破坏。在这样的理念视野中，黄河文化蕴涵着
的丰富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
伦理价值、艺术和审美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得
到越来越全面、充分的挖掘和研究。在黄河文化资源
的开发规划和实践中，更加注重与自然环境以及经
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单一项目、单一形态的保护
开发模式转变为文化与经济社会融合的综合性保护
和开发模式。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提出了实现

文化自信的文化使命。围绕上述两个使命，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引领全党全国人民不断
向优秀的传统文化汲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向革
命文化寻找红色基因的精神力量，在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中创造新的精神力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
下，黄河文化的精神价值格外重要地凸显出来。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论
述，正是着眼于黄河文化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和坚定文化自信所具有的重要精神价值，强调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深入挖掘黄河
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
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三、高质量发展———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延续黄
河文化历史文脉、挖掘时代价值

对黄河文化形成、壮大、延续和革新的历史考察
表明，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劳动人民在奋斗不息的
历史实践中写成的，是一代代黄河儿女在伟大的实
践中创造出来的伟大的文化。作为历史文脉，黄河文
化不断延续、始终不绝的密码就深藏在不断革新的
历史实践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以鲜艳夺
目的“红色文化”续写并革新了古老渐颓的“黄色文
化”；新中国治理黄河 70多年的伟大实践，续写并革
新了几千年丰富厚重却难以功成的治黄文化；黄河
流域建设、改革和开发的伟大实践，延续和增进了黄
河流域多民族的团结，改写了黄河流域人民贫困苦
难的历史，使之焕发出崭新的精神面貌。“当代中国
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
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
中实现文化进步。”[12]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
历史进步与文化进步的辩证法，阐明了历史进步和
文化进步是统一的历史进程。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民
族的历史文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进步和文化进
步相统一的进程中得以不断延续、不断革新从而
生生不息、延续至今的。新时代的今天，响应习近
平总书记号召，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
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将续写黄河流域治理、保护和开发的新时代篇章，
也将续写黄河文化新的时代精神。

我们对于黄河文化丰富的多重价值的认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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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经济落后时期，人们不
大可能会认为人文活动留下的遗迹和传统是一种
资源，是经济的发展才促进了人们对人文资源的
认识。”[13]对于黄河文化多重价值的认识，正是伴随
着整个国家和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得到
深化的。新时代的今天，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战略的实施，将推动黄河流域经济发展达到新
的阶段，黄河流域中西部地区将进一步缩小与东部
地区的差距。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的实施，黄河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也将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黄河文化所蕴含的丰富价值将在新
时代得到最充分的实现。

[责任编辑 李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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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Times Value of Yellow River Culture

Cao Guangzhang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The Yellow River is the symbol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A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Chi－
nese nation, the code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is hidden in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continuous innovation.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ultiple cultural
values of the Yellow River has been deepened. The rich tourism value, economic value, historical value, cultural
value, spiritual value, scientific value, ethical value, artistic and aesthetic value, educational value and so on con－
tained in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have been constantly recognized and explored. In the new era,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high quality, will promote e－
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into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which will continue the
new zeitgeist of Yellow River culture. The protection,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will
also enter a new historical period and the rich value contained in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will be fully realized.

Key words：Yellow River culture; multiple valu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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