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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淮河流域早期文明发展程度较高ꎮ 沂源人、许昌人是我国较早的猿人化石ꎮ 从史前到夏商周三

代ꎬ淮河流域都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ꎮ 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ꎬ淮域先民东夷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

色ꎮ 先秦时期东夷文明产生、发展、繁荣直至融入华夏文明的过程ꎬ其实质是与中原华夏文明及其周边诸文化之

间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过程ꎮ 春秋时期淮河流域有闻名于世的水利水运工程ꎮ 淮河流域史前时期的历史遗

存如聚落、建筑是其物质文化的重要基础ꎬ文字、思想等则是精神层面的典型表现ꎮ 孕育于淮河流域的早期文

明ꎬ不仅起源时间早ꎬ而且发展程度高ꎬ为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关键词〕淮河流域ꎻ早期文明ꎻ发达ꎻ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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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是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ꎬ是文化成果中

的精华部分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重要的思想源泉和理论支撑ꎮ 淮

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探
究淮河早期文明ꎬ有利于人们厘清淮河文化的形

成与精髓ꎮ 本文主要从考古发现、先民融合、水利

开发、文化遗产等方面述论淮河流域的早期文明ꎮ

一、考古发现

淮水流域不仅在地形、气候上表现出明显的

过渡性质ꎬ早期独流入海使得该流域成为一个相

对完整的文化体系ꎮ 高蒙河先生认为:淮河流域

地势西南和东北较高ꎬ是早期文明的理想发源

地ꎮ〔１〕长期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ꎬ在中国考古学

的相关研究中ꎬ大多数学者都把中国的新石器时

代文化简单地分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系

统ꎮ 把介于黄河、长江的淮河流域一分为二———
淮河以北的黄淮地区归入黄河流域ꎬ淮河以南的

江淮地区归入长江流域ꎮ 一些权威的学术著作

也持此说ꎮ〔２〕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著名考古学家苏

秉琦先生曾经指出ꎬ“淮河流域的古文化的渊源、
特征及其发展道路诸问题在中国考古学当

中确实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性ꎮ” 〔３〕 苏先生又指

出:“徐夷、淮夷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

用ꎮ 如果把山东的西南一角、河南的东北一块、
安徽的淮北一块与江苏的北部连在一起ꎬ这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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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确有特色ꎬ这可能与徐

夷、淮夷有关不能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

范围扩大到淮河流域来ꎬ很可能在这个地区存在

着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原始文化”ꎮ〔４〕

沂源人是 １９８１ 年发现于山东沂源县ꎬ距今

约四五十万年前的猿人头盖骨化石ꎬ经国家有关

单位命名为“沂源猿人”ꎮ
现代人类 “非洲起源说” 得到学界支持ꎮ

２００７ 年发现的许昌人遗址化石ꎬ２００８ 年被正式

命名为“许昌人”ꎮ 许昌人的发现意义重大ꎬ被
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ꎬ对研究东亚

古代人类进化和中国现代人的起源具有重大科

学价值ꎬ填补了中国现代人起源研究的空白ꎮ
距今 ８０００ 年前淮河上游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种植水稻、饲养家猪、酿酒、制
作绿松石器的技术ꎬ还发明了可以演奏乐曲的七

孔骨笛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ꎬ在蚌埠市召开的双墩遗址暨

双墩文化研讨会上ꎬ专家们认为:在双墩出土的

７０００ 多年前 ６００ 多件种类繁多的刻划符号是中

国文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ꎮ 双墩刻划符号虽

比最早的刻划符号晚 １０００ 多年ꎬ但在丰富性和

复杂性上远远超过ꎬ这在世界考古史上也是罕见

的ꎮ 这些符号对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中国文

字的起源ꎬ具有重大的意义ꎮ
以前考古学界认为淮河流域是黄河流域文

化向南渗透与长江文化向北渗透的交汇地ꎬ通过

对双墩遗址的发掘与研究ꎬ专家们认为淮河流域

新石器时代中期存在一个与周边不同的新的考

古文化ꎮ 在研讨会上ꎬ李伯谦教授认为ꎬ淮河流

域文化的丰富性、先进性可以比肩长江、黄河流

域ꎮ
文明是人类征服自然创造物质文化、精神文

化的综合体ꎬ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ꎮ 从该流域

的史前文化来看ꎬ农业的发展扩大了经济生活领

域ꎬ而且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ꎬ积累了

丰富的种植栽培技术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

化和精神文化ꎬ推动了社会前进的步伐ꎮ 在这些

辉煌的成就当中ꎬ就包含了此后文明形成的若干

要素ꎮ
在淮河流域原始社会进入父系社会阶段之

后的发展历程中ꎬ文明社会的要素也随之诞生

了ꎬ主要表现之一是中心聚落遗址的形成与发

展ꎮ 这是向文明国家过渡的一种早期形式ꎬ对以

后农业文明时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ꎮ 近年来ꎬ考古工作者在该流域相继发

现了众多的史前文化遗存ꎬ其中不乏大型村落、
聚落遗址ꎮ

淮河流域出现村落遗址的时间是很早的ꎬ有
学者认为远古时期就有了聚落的初级形态ꎮ
１９７８ 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发现了

８０００ 年前的氏族村落遗址ꎬ有力地证明了淮河

流域村落起源悠久的历史ꎮ〔５〕 近几年又在登封、
许昌、郑州、中牟、郏县、长葛、尉氏、郡陵、舞阳、
项城等地ꎬ陆续发现裴李岗类型的遗址近 ６０
处———由此可以说明在新石器早期ꎬ汝水、颍水

等淮河流域上游地区的人们已是定居生活ꎮ
位于郑州地区的大河村落遗址ꎬ是新石器时

代中后期的典型代表ꎮ 大河村遗址位于郑州北

郊ꎬ该遗址中保存较好的是房屋遗迹ꎮ 该遗址共

发掘出大小房基达 ４２ 座ꎬ根据考古学家测定ꎬ该
房基涵盖了不同时代的土层ꎬ说明大河村遗址的

年代跨度很大ꎮ 出土的这些房基大多较为完整ꎬ
呈东西并列形ꎮ 难能可贵的是ꎬ该遗址还出现了

房墙———残留的墙壁最高达到了 １ 米ꎮ 考古学

家发现ꎬ这些墙体的材料是草拌泥ꎬ而且还是泥

块砌法———这在国内同时期发现的房基中也是

绝无仅有的ꎮ 大河村聚落遗址的发现ꎬ强有力地

说明了淮河流域聚落形成时间之早、规模之大ꎬ
在我国考古学上占有重要地位ꎮ 类似大河村遗

址类型的ꎬ还有郑州林山寨、荥阳青台村、禹县谷

水河、鲁山邱台城等遗址ꎮ
淮河流域的早期聚落虽然结构简单、稳固性

不是很好ꎬ但这毕竟是人造住所的早期形态ꎮ 淮

河流域原始住所最早出现在冲积扇平原上ꎬ以穴

室、窝棚为主要形式ꎮ 淮河流域较早出现了村

—８９—

　 ２０２２. １１学人论语



落ꎬ又较早出现了城ꎬ这与其优越的环境条件是

分不开的ꎮ 它适合人类生存ꎬ能为人类提供赖以

生存的食物和环境ꎬ有利于人群的成长壮大ꎮ
“淮河流域聚落起源很早ꎬ反映了流域文化之深

厚、久远ꎬ这是我们淮河流域的居民引以自豪

的ꎮ” 〔６〕

蒙城尉迟寺遗址成为考古界公认的“中国原

始第一村”ꎬ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这里首次发现了

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房屋遗址ꎮ 这

里出土的红烧土房ꎬ为当时人类最豪华的住宅ꎮ
每间房子均由墙体(主墙和隔墙)、房门、室内

桩、房顶、居住面、灶址等部分组成ꎬ建造时均经

过挖槽、立柱、抹泥、烧烤等工序ꎮ 红烧土房制作

工艺复杂ꎬ先用粗木和泥土混合物搭建出墙体和

屋顶ꎬ再用火烘烤ꎬ直至整个房屋变成红色ꎮ 红

烧房是原始人烧制的最大最硬的一件陶制品ꎬ这
样的房屋冬暖夏凉ꎬ坚固美观ꎮ〔７〕

淮河流域较早出现聚落、部族ꎬ对淮河流域

早期文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ꎮ 一方面ꎬ先
民们走向定居生活有利于从事更加复杂的劳动

如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手工制陶业等ꎬ不仅可以

满足先民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ꎬ还加速了

早期文明的进程ꎻ另一方面ꎬ定居生活加强了各

部落之间的联系———各部族之间通过联姻、血缘

等关系巩固了家庭、民族的观念ꎬ对形成华夏民

族的观念产生了积极的作用ꎮ 淮河流域人类开

发历史悠久ꎬ郑州大河村、蒙城尉迟寺等大型聚

落遗址的相继发现ꎬ无不证明淮河流域历史之源

远流长、文化之博大精深ꎮ

二、淮域先民较早融入文明历程

淮域先民称东夷、淮夷ꎮ 东夷融入华夏的过

程本身就是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ꎮ 中华文

明的形成不仅包括中原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ꎬ还
包括南方长江流域的三苗文明、东部淮河流域至

泰山之间的东夷文明ꎮ 其中ꎬ东夷文明在中华文

明的形成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ꎮ
林惠祥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认为:“东夷

这一名词有广狭二义ꎬ狭义专指秦以前居今山

东、江苏、安徽等省自淮以北沿海一带之异民族ꎮ
广义则为秦汉以后版图扩展ꎬ在境内之东夷已归

同化ꎬ因别指满洲朝鲜、日本、琉球等族为东

夷前者为旧东夷ꎬ后者为新东夷由中国

民族史言之ꎬ自应以狭义者即旧东夷为范围ꎮ 狭

义之东夷自上古时即与华夏系并居中国ꎬ周初颇

强ꎬ后屡受王室及齐鲁之攘斥遂衰ꎬ楚及吴越兴

起受其役属ꎬ秦灭六国后竟散为民户ꎬ自是完全

同化于华夏系ꎮ”东夷及其部族ꎬ在中华民族发展

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ꎮ
在黄帝以后ꎬ尧、舜、禹相继以禅让方式为大

首领ꎬ实际上是以推举方式确立大部落联盟的最

高首领ꎮ 在这个后来发展为夏王朝的部落联盟

中ꎬ姜、姬各部落居于优势ꎬ东夷各部落也拥有很

大的势力ꎬ几乎每次禅让都经历了东西两大部落

集团的激烈斗争ꎬ一直到大禹传子及启建立夏朝

之后最初的几个夏王ꎬ都是经过夏夷两大势力的

反复较量才得以确立ꎬ是黄河流域东西两大部落

集团结成大部落联盟过程中斗争与融合的生动

证明ꎮ
禹在确立王权后ꎬ在有崇部落所在地———嵩

山之阳建立了阳城(河南登封县告成镇)作为都

城ꎮ 后又迁往阳翟(河南禹县)ꎮ 为了巩固王

权ꎬ禹又沿颍水南下ꎬ在淮水中游的涂山(安徽蚌

埠西郊怀远县境)ꎬ大会夏、夷诸部众多邦国或部

落的首领ꎬ这就是“涂山之会”ꎮ 淮夷族与夏代

的密切关系ꎬ开启了夷夏融合的步伐ꎮ 华夏族是

在夷夏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ꎮ 在华夏文明

形成的过程中ꎬ曾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部族融

合ꎬ其中有的在黄河上游ꎬ而更多的发生在黄河

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东夷之地ꎮ 其中炎帝与蚩

尤的传说ꎬ就突出地反映了夷夏东西大会合之际

炎黄集团和东夷集团冲突与融合的史事ꎮ 最著

名的要数夷夏之间的“涿鹿之战”ꎮ 通过这场大

战ꎬ我们可以得知夷人的活动范围已从东部地区

扩展到中原地区ꎮ
在夏代 ４００ 余年间ꎬ与东夷部落曾经历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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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战争ꎮ 实际上这反映了少昊集团中

那些与炎黄集团结成联盟的各部落ꎬ在部落联盟

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融合过程ꎮ 这些部落已从

东夷部落中分化出来ꎬ加入了华夏雏形初现的行

列ꎬ成为华夏起源时期东系的重要来源ꎮ 到了夏

代晚叶ꎬ与东夷的关系有所改善ꎬ曾出现“诸夷宾

于王门ꎬ诸夷入舞”的局面ꎮ
商人东进虽然导致东方夷族四散迁徙ꎬ但也

加快了其与外族的融合ꎮ 特别是ꎬ由于商文化的

强势扩张ꎬ使得淮水流域族群间的文化差异缩

小ꎬ为族群融合搭建了平台ꎮ 商代中晚期的几次

东进ꎬ一些淮域旧国的上层接受了商王室礼制ꎬ
尤以鲁中南淮夷国族接受最深ꎮ 淮河以南多地

和淮北的阜南、泗洪、沭阳等地出土相当数量的

龙虎尊等典型商式青铜礼器ꎮ 出土陶器上表现

了淮系和商系两元文化特色ꎮ
西周时期对淮水流域的封建藩篱是逐步推

行的ꎮ 周公东征前后ꎬ上游淮水流域北部是西周

早期封建的重点区域ꎬ东征之后ꎬ淮水流域下游

成为新的封建重点区域ꎮ 武王时期因对东方夷

族区控制较弱ꎬ对淮水流域相邻的殷商旧族采取

怀柔策略ꎬ对淮水流域的诸侯封建是局部的ꎬ未
能有效触动淮水流域当时的政治结构与族群联

系ꎮ 但武王时期以同姓为主、以异姓宗盟为辅的

封建原则已得到有效贯彻ꎬ从而为淮水流域的封

建奠定了基础ꎮ
到西周中晚期ꎬ淮夷对周室持续一个多世纪

的侵扰基本结束ꎮ 西周经一系列封建调整和诸

侯东迁ꎬ淮水流域构建的封建格局发生重要变

化ꎬ周室亲近诸侯直接控制的领土不断扩大ꎬ淮
水中下游地区逐渐转变为周天子领有的 “王

土”ꎬ淮夷诸族成为服侍周王、向其缴纳职贡的

“服孽”ꎬ由此开创了淮夷诸族华夏化的历史新

进程ꎮ 何兹全先生认为周人建立的国家是一种

典型:氏族血缘组织化在地缘组织之中ꎬ在逐渐

演变中地缘组织代替血缘组织成为国家的社会

单位和社会基础ꎮ〔８〕

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吸收和融合

了包括中原夏商周文化的多种因素ꎬ并进行改造

和创新ꎬ从而为繁荣强大的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夏商周中原文明不但

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面貌ꎬ而且也在很大

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分ꎬ
并对本地区青铜时代族属的最终形成产生了深

远意义ꎮ 当然ꎬ夷夏融合和多源一统的中国古代

文明的最终形成ꎬ并不是在某一代就能完成得了

的ꎬ在夏商周之后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ꎮ
西周晚期ꎬ王室衰微ꎬ诸侯日强ꎬ南方的楚、

东南的淮夷成为周室的威胁ꎬ然而无论是楚还是

东夷都已广泛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逐渐走上

了华夏化的历程ꎮ
随着楚国逐步控制大部分淮河流域ꎬ楚国在

淮水流域实行封君制与县制相结合的地方行政

体系ꎬ主要方式有:灭国为县、将小国旧都改建为

县、将边境别都改建为县ꎮ〔９〕当时ꎬ战略位置显要

的楚县多设有县师ꎬ兵员多是由当地被征服的异

族民人充当ꎮ 淮夷人随之成为不分血缘和族属、
在法律上享有平等地位的楚民ꎮ 这种兼容并包

的民族政策ꎬ〔１０〕 较诸夏以华夏文化为主体对淮

夷诸族进行“教化”ꎬ可更有效、更迅速地促进楚

国境内各族民人的相互认同ꎮ
先秦时期的东夷ꎬ到战国晚叶已经融入华夏

民族ꎬ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ꎮ 战国时期社会结

构发生变化的重要依据之一是编户制的实行ꎮ
所谓编户ꎬ就是将人口编制于户籍之中ꎬ这是国

家对自己的国民按地区进行划分的一种具体做

法ꎬ是适应社会氏族组织解体而后采取的对于民

众的新的管理制度ꎮ 由于户籍制度的实行ꎬ每个

家庭都成了国家的编户ꎬ每个居民都成了编户之

民ꎮ 编户制的实质ꎬ是使广大编户民的人身依附

于封建专制主义国家ꎮ 而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

看ꎬ我们仍应承认编户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

组织社会人群所起过的重要作用ꎬ在宗族社会及

因宗法制形成的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身份印记被

消除以后ꎬ这种国家与民众结成的特殊关系是历

史的唯一选择ꎮ〔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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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并六国ꎬ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ꎮ” 〔１２〕 汉代

封建国家直接控制平民ꎮ 两汉对百姓的管理ꎬ实
行编户制度ꎮ 为保证赋役制度的实行ꎬ汉代政府

实行极严密的户籍制度ꎮ 规定凡政府控制的户

口都必须按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情

况等项目一一载入户籍ꎬ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

平民百姓ꎬ称为“编户齐民”ꎮ 秦汉时期国家控

制民人的方式从血缘转为地缘ꎬ基层百姓组织虽

仍有浓厚的血缘性质ꎬ可通过郡县乡里行政系统

的运作ꎬ参与全国人力的调配和役使ꎬ百姓身份

由不齐到齐ꎬ法律身份一律平等ꎮ〔１３〕 淮域先民实

现了向华夏和国家认同身份的转变ꎬ较早融入于

中华文明主流之中ꎮ〔１４〕

三、水利水运工程

淮河流域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水利开发的

历史ꎬ而且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ꎮ 中国的水井最

早出现在淮河流域ꎬ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了这

一点ꎮ «淮南子本经训»载“伯益作井”ꎬ«吕氏

春秋勿躬»载“化益作井”ꎬ«世本作篇»亦载

“化益作井”ꎮ 汉代的宋衷在«世本»注里解释

道:“化益ꎬ伯益也ꎮ”据学者考证ꎬ伯益是上古时

期淮河下游夷族部落的首领ꎬ曾经与大禹一起共

同治理洪灾水患ꎮ 伯益在跟随大禹治水过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土木建筑方面的知识ꎬ又在汲取前

人取水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凿井技术ꎮ 在上古

蛮荒时代ꎬ有了水井就不用再长途跋涉去远离河

流的地方焚烧林木、开垦土地ꎬ极大地保证了先

民们的生命安全ꎮ 水井的出现ꎬ一方面提供了先

民定居所必需的水源ꎬ为先民们的定居生活创造

了条件ꎻ同时也为灌溉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ꎮ
水井适应了先民们村落定居的需要ꎬ因而得到了

快速的传播ꎮ １９８３ 年ꎬ在郑州商代遗址中发现

了很多水井的遗迹ꎬ甚至还出现了大小不一的水

井群ꎮ １９９１ 年在郑州电力学校附近的一次考古

发掘中ꎬ在一处水井遗迹中发现了刻有“＃＃”两

字符的骨片ꎮ〔１５〕

在郑州商城遗址中ꎬ还发现了一些长方形的

竖行水井ꎮ 这些竖行水井井口一般长 ２ ~ ３ 米ꎬ
宽 １ 米左右ꎬ较深的水井甚至还超过了 ７ 米ꎮ 考

古发现ꎬ在一些水井周围还有一些陶圈ꎬ学者推

断可能是先民们为了防止井壁四周坍塌而修建

的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陶圈水井旁边还发现了陶

质的水管ꎬ其形制为一端粗一端细的圆筒形ꎬ而
且还带有子母榫口ꎬ使用时节节相连ꎬ子榫扣接

母榫ꎬ构成许多节输水管道ꎮ 上述水井遗迹的发

现ꎬ可以视为商代井水灌田的萌芽ꎮ 张帆先生在

«安徽大农业史述要»中这样评价伯益的成就:
“伯益凿井技术的发明ꎬ对人类的进步实在是一

个伟大的贡献ꎬ其影响比禹治水更为深远ꎮ”
芍陂的兴建ꎬ更是中国水利史上的奇葩ꎮ 芍

陂历史悠久ꎬ选址科学ꎬ布局合理ꎬ水源充沛ꎬ控
灌自如ꎬ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价值ꎬ对研究我国

古代科技史、水利史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芍陂不仅

历史悠久ꎬ而且还是中国水利史上最早的大型陂

塘灌溉工程之一ꎬ它为后世建造大型陂塘水利工

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ꎮ 两千多年来ꎬ芍陂在灌

溉、航运、屯田等方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芍

陂水利工程历史之悠久ꎬ设计建造之科学ꎬ在世

界水利史上也都是很少见的ꎮ 更难能可贵的是ꎬ
芍陂至今还在发挥着巨大的经济效益ꎮ 郑国渠、
都江堰则在其 ３００ 年后才出现ꎬ足见该流域灌溉

农业发展之早ꎮ
淮河流域的先民们还利用流域“河网密布、

水流众多”的优势ꎬ开凿了巢肥、邗沟等运河ꎮ 运

河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传播ꎬ“在我们迄

今已发现的原始社会人类文化遗址中ꎬ几乎所有

的遗址都位于河流沿岸或湖滨地区ꎬ其原因可能

很多ꎬ而河流交通的便利应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因素”ꎮ〔１６〕

先秦时期淮河流域的主要运河有:
巢肥运河ꎮ 由孙叔敖主持开凿ꎬ又称“施肥

运河”“江淮运河”ꎮ 这条运河是为了使长江与

淮河联系起来ꎬ把同源而不同流的两段肥水加以

沟通ꎮ «水经注» 记载ꎬ肥水是古淮河的支流ꎬ
“(肥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ꎬ北过其县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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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入芍陂ꎬ又北过寿春县东ꎬ北入于淮”ꎮ 使同源

不同流的“两条肥水”沟通———就可以贯通长江

与淮河ꎬ从而使两地的交通更加方便ꎬ也更加利

于军队、粮食和作战物资的输送ꎮ
邗沟ꎮ 在古代ꎬ黄河、淮河、长江是不相交通

的ꎮ 在吴国打败楚、越两国后ꎬ为北上继续跟北

方的齐、晋等国争霸ꎬ遂于周敬王三十四年(前
４８６)下令开挖了沟通江、淮的邗沟运河ꎬ公元前

４８４ 年ꎬ在广陵城下修筑了邗城ꎬ又在城下开凿

了邗江ꎮ 在吴国北上争霸中原时ꎬ就是沿着新修

建的邗沟运河进入淮河流域ꎮ 该运河在当时尽

管还存在着河道窄、水流慢等问题ꎬ“但在当时条

件下ꎬ仅用了很短时间ꎬ开创了沟通江、淮的这一

伟大工程ꎬ充分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

智ꎮ” 〔１７〕邗沟运河比灵渠早了 ２６０ 余年ꎬ足见该

流域运河开发历史之悠久ꎮ 邗沟运河不仅有力

地支援了吴国的北上征伐战争ꎬ而且在此后的

１０００ 多年间随着历朝历代的修缮ꎬ运河的经济、
文化等作用愈加明显ꎮ

菏水ꎮ 吴王夫差为继续与晋等诸侯会盟ꎬ就
用开凿邗沟的老办法ꎬ在今山东定陶县和鱼台县

开挖了一条运河ꎬ“阙为流沟ꎬ通于商、鲁之间ꎬ北
属之沂ꎬ西属之济ꎬ以会晋公午于黄池”ꎮ〔１８〕 吴国

充分利用济、泗间的菏泽、雷泽、大野泽等广袤沼

泽作为水源ꎬ历时很短就开创了这一工程ꎬ因其

主要水源是菏泽ꎬ故后世称为菏水ꎮ 菏水的通

航ꎬ第一次将江淮流域与中原地区联系起来了ꎮ
齐鲁的礼仪文化得以传播到南方的吴、楚等国ꎻ
南方的造船技术、歌舞绘画等艺术也流传到中原

大地ꎬ两地民族融合、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ꎮ
鸿沟ꎮ 是连通黄河和睢、涡、颍、沙等淮河支

流的运河ꎮ 战国中期ꎬ魏惠王为进一步向中原地

区扩充自己的势力、加紧与各国的争霸ꎬ于公元

前 ３６０ 年开凿了此运河ꎮ «汉书沟洫志»记载:
“自是之后ꎬ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ꎬ以通宋、郑、
陈、蔡、曹、卫ꎬ与济、汝、淮、泗会ꎮ 于楚ꎬ西方则

通渠汉川、云梦之际ꎬ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ꎮ 于

吴ꎬ则通渠三江五湖ꎮ 于齐ꎬ则通淄、济之间ꎮ”郦

道元的«水经注»也记载了这个四通八达的鸿沟

水系ꎬ“梁惠王十年ꎬ入河水于甫田ꎬ又为大沟而

引圃水者也又有一渎ꎬ自酸枣受河ꎬ导自濮

渎ꎬ历酸枣ꎬ径阳武县南出ꎬ世谓之十字沟ꎬ而属

于渠ꎮ 或谓是渎为梁惠之年所开ꎮ”魏惠王三十

一年ꎬ又继续引圃田水与沙水沟通ꎮ 此时的鸿

沟ꎬ河道大为改善ꎬ通航能力显著提高ꎬ贯通了今

豫、鲁、苏、皖等省的河渠ꎬ逐渐形成了闻名遐迩

的“鸿沟水系”ꎮ 鸿沟水运水系的大致范围包括

荥阳之东、泗水之西、淮水之北、济水之南ꎬ亦即

现在的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南部、安徽省北部、
江苏省西北部ꎮ

鸿沟运河在当时成了南北水运的交通枢纽ꎬ
极大地方便了各诸侯国之间的物资交换和贸易

往来ꎮ 此外ꎬ鸿沟运河的开通ꎬ也促进了大梁、临
淄等沿河地带都会的兴起与繁荣ꎬ更促进了南北

文化、习俗的交流和发展ꎮ
“运河的开凿最初往往源自于经济、政治、军

事等动机ꎬ但一旦形成之后ꎬ又会超越经济、政
治、军事ꎬ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的交流与

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ꎮ” 〔１９〕随着运河的开凿

以及区域的贯通、融合ꎬ不同地域被置于多民族

国家统一的关照之下ꎮ 运河事业不仅带动了农

业、商业、手工业等部门的发展ꎬ也加速了整个社

会的文明化进程ꎮ 尤其是具有南北水利交通枢

纽作用的淮河流域ꎬ在推动南北经济、文化发展

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ꎬ更为后来大一统秦、汉帝

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ꎮ
先秦时期修建的这些水利工程ꎬ虽历经千百

年风雨ꎬ但有些至今仍在造福人民ꎬ有力地彰显

了淮河流域在早期中国的历史地位ꎮ 该流域所

创造的早期文明ꎬ不仅推动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化进程ꎬ还促进了封建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和认

同ꎬ更成为延续、发展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

一环ꎮ

四、文化遗产

淮河流域在 ５０００ 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孕育

—２０１—

　 ２０２２. １１学人论语



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ꎬ这些丰富多彩的历史遗

存不仅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卓越成就ꎬ而且彰显了

淮河流域在古代社会的重要地位ꎬ更对中华文明

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ꎮ
神话作为先民们“不自觉”创造的早期文化

形态ꎬ不仅是我们了解上古社会的重要途径ꎬ而
且对后世的文学(尤其是小说、诗歌)、人类学、
文化学、历史学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所以说ꎬ
神话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对某种自然或社

会现象的解释这一层面上ꎬ还在某种程度上表达

了早期人类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ꎮ
淮河流域的神话故事主要有:
(１)创世神———盘古ꎮ 桐柏山不仅是淮河

的发源地ꎬ而且还是盘古文化的重要发源地ꎬ“桐
柏山除了独特的淮源文化外ꎬ更重要的文化资源

是盘古文化ꎮ” 〔２０〕河南南阳桐柏山一带的神话资

源十分丰富ꎬ尤其是有关盘古文化的神话传说ꎬ
可以说是妇孺皆知ꎮ 该地区不仅有丰富的盘古

文化ꎬ还有盘古山、盘古庙、盘古井、盘古磨、盘古

船等遗迹ꎮ 中国著名神话研究家袁珂先生到这

里考察后认为:“桐柏山是中原盘古文化产生的

中心ꎮ”盘古神话不仅丰富了当地的精神文化生

活ꎬ还促进了中华民族神话谱系的构建ꎮ 不仅如

此ꎬ盘古神话还是国家公布的第二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ꎬ桐柏县更是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

名的“中国盘古之乡”ꎮ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ꎬ经国

家专家组实地考察论证后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正式命名桐柏县为“中国盘古之乡”ꎮ 近年来ꎬ
桐柏县成功举办了多届世界华人祭祀盘古大典ꎬ
成为华夏子孙寻根敬祖的圣地ꎮ

(２)火祖———燧人氏ꎮ 传说发明火的是被

称为上古“三皇”之一的燧人ꎬ亦称燧人氏ꎮ «白
虎通爵»记载:“谓之燧人何? 钻木燧取火ꎬ教
民熟食ꎬ养人利性ꎬ避臭去毒ꎬ谓之燧人也ꎮ”由于

燧人氏发明了火ꎬ教人食用熟食ꎬ减少了胃肠道

疾病ꎬ故后世皆尊奉燧人为火祖ꎬ至今在河南商

丘仍有“阏伯台” “燧皇陵公园”ꎮ 燧人氏ꎬ作为

上古传说人物ꎬ历代典籍语焉不详ꎬ再加上文献

散佚严重ꎬ给人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ꎮ 明

代李贤主持编纂的«明一统志归德府志»、清
代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０５)«商丘县志»均载:“燧皇

陵在阏伯台西北ꎬ相传为燧人氏葬处ꎮ 俗云土色

皆白ꎬ今殊不然ꎮ”在今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西

南 １. ５ 公里处的商丘火文化景区内ꎬ一边是燧皇

陵ꎬ一边是阏伯台ꎮ 这一台一陵承载的不仅仅是

商丘文化底蕴的厚重与辉煌ꎬ更展现了商丘历史

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们更是中国火

文明史、中国火的发明和管理史的立体再现ꎮ
(３)人文始祖———伏羲ꎮ 伏羲ꎬ又称羲皇、

庖牺、庖羲ꎬ作为三皇之一ꎬ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

具有重要的地位ꎮ 伏羲ꎬ作为中华民族的先祖ꎬ
对我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ꎮ 此

外ꎬ伏羲及其围绕伏羲所形成的种种故事ꎬ已经

不仅仅是单个孤立的神话故事———而是形成了

一个相对较为丰富的文化体系ꎮ 伏羲为人类的

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ꎬ其也与其他先祖一样ꎬ
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及百姓的祭祀与供养ꎮ 自

明嘉靖起ꎬ秦州(今甘肃天水)伏羲庙和陈州(今
河南淮阳)伏羲陵成为全国性的伏羲祭祀中心ꎮ

伏羲文化作为先秦时期淮河流域文化的杰

出代表ꎬ在中华民族早期文明中ꎬ占有重要地位ꎬ
对早期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ꎮ 伏羲及

围绕伏羲所形成的文化不仅彰显了早期淮河流

域的文明发展程度ꎬ而且这种影响也具有全国意

义、乃至世界意义ꎮ
笔者以为淮河流域最著名的文化遗产是在

先秦时期产生了老子、孔子、墨子、荀子、庄子、管
子、韩非子等影响中国数千年的思想家ꎬ可以说ꎬ
淮河流域成为中华思想源地ꎮ 先秦学术流派最

具影响的四大家中的儒、道、墨学派都产生于该

流域ꎻ法家的思想渊源也与该流域管子、邓析子

等思想家有关ꎬ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是淮域新郑

人ꎮ 以许行为首的神农学派也主要活动于淮河

流域ꎮ 特别是道家学派ꎬ其主要骨干多为淮河流

域人ꎮ 以道家为例ꎬ老子为今河南鹿邑人(一说

安徽涡阳人)ꎬ关尹为郑(河南新郑)人ꎬ壶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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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河南淮阳)之壶丘人ꎬ文子为城父(今属安徽

亳州)人ꎬ庚桑楚(亢仓子)为陈人ꎬ环渊(蜎子)
为楚之淮北人ꎬ庄子为蒙(一说河南商丘ꎬ一说安

徽蒙城)人等ꎬ都在淮河流域ꎮ 各大流派思想在

这里相互激荡ꎬ共同发展ꎮ
先秦时期淮域名人辈出、思想涌现的主要原

因是:
(１)王权衰落ꎬ思想相对自由ꎮ 春秋战国时

代ꎬ王权衰落ꎬ诸侯争霸ꎬ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ꎬ
各国开放政权以延揽人才ꎬ打破了本来的贵族政

治体制ꎬ使得原本几乎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庶民

可以发表自己的政见并参与政治决策ꎮ 这一时

期有思想的知识分子ꎬ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人
生问题等ꎬ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思想ꎮ 个人利害

与国家之间的利害交互运用ꎬ相互影响ꎬ标新立

异ꎮ 各种学说、思想纷纷出现ꎮ 并且ꎬ西周以前

学在官府ꎬ东周以后ꎬ学逐步走向民间ꎮ
(２)早期相对发达的文明ꎮ 淮河文化源远

流长ꎬ淮域东夷文明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东夷文明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

化、岳石文化ꎬ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明ꎮ 东夷

文明同西方戎羌各部文明、南方苗族各部文明ꎬ
一同构成了整个华夏文明初始的系统体系ꎬ是黄

河文明乃至整个华夏文明的主体和渊源之一ꎮ
在东夷族的历史上ꎬ最为著名的部落首领有太

昊、伏羲、蚩尤、少昊、大舜等ꎮ 史前时期的淮夷

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ꎬ对中

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ꎬ“史前东夷文化

是中华远古文化中灿烂的明珠之一ꎬ而且东夷民

族在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历程中ꎬ有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在黄河、长江诸流域中居于领先的地位
史前东夷族在与外界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中ꎬ对其

它原始民族的进步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ꎮ” 〔２１〕

(３)多种文化在此地碰撞交融ꎮ 淮河流域

处于华夏、苗蛮、东夷三大文化圈的 “中心位

置”ꎬ人类长期的自然活动、人口迁徙等因素有力

地推动了三大文化在淮河流域的传播与融合ꎮ
先秦时期ꎬ淮河以北的河南西北部属于华夏集团

势力范围ꎬ淮河以南的豫南和皖西大部分地区属

于苗蛮集团ꎬ其余地区均属东夷集团ꎮ 地处黄河

文明与长江文明之间的淮河文明ꎬ具有自己的鲜

明特点ꎬ在形成过程中吸收融汇了中原文化、齐
鲁文化、楚越文化、吴越文化ꎮ 到了夏、商、周及

春秋战国时期ꎬ淮河流域的争夺战争ꎬ促进了多

元、开放、包容的淮河流域文化基因的萌芽、发
展ꎮ 由于淮河流域具有多种文化交汇相融的特

点ꎬ故其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地位独特ꎮ
(４)流域自然环境因素ꎮ 从自然环境和条

件来看ꎬ淮河流域的特点之一是河流众多、湖泊

罗布、雨水充沛ꎮ 这一特点与生命的孕育和成长

息息相关ꎬ它使得生活在该流域的人们对水的特

性与作用及其同生命的密切关系有着特别的关

注ꎮ 水与生命有着天然的联系ꎬ它可以是生命的

孕育者和滋养者ꎬ也可以是生命的威胁者ꎮ 淮河

流域自然环境的第二大特点是地势平坦、土地肥

沃、气候温和ꎬ这一自然条件决定了这一地区的

经济以农业为主ꎮ 生活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地

区ꎬ人对土地的旺盛生命力及其对作物生长和人

类生活的决定性影响有着深切体认ꎮ 淮河流域

独特的自然环境决定了老子等道家奠基人物特

有的理论兴趣和致思方向ꎮ

五、结　 语

中华文明又称华夏文明ꎬ起源地有中原说ꎬ
也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草原三地说ꎮ 本文认

为ꎬ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ꎮ 沂

源人、许昌人是我国较早的猿人化石ꎮ 从史前到

夏商周三代ꎬ淮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之一ꎮ 从该流域的史前文化来看ꎬ人们在长期的

生产实践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

精神文化ꎬ推动了社会前进的步伐ꎮ 在这些辉煌

的成就当中ꎬ就包含了此后文明形成的若干要

素ꎮ 淮河流域的早期文明ꎬ包括历史遗存、文字、
思想等ꎬ不仅起源时间早ꎬ而且发展程度较高ꎬ为
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中华文明的形成不仅包括中原黄河流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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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ꎬ还包括南方长江流域的三苗文明、东
部淮河流域至泰山之间的东夷文明ꎮ 经夏商周

三代的融合和春秋战国的社会巨变ꎬ通过秦汉的

社会治理ꎬ淮域先民实现了向华夏和国家认同身

份的转变ꎬ较早融入于中华文明主流之中ꎮ 淮域

先民融入华夏的过程本身就是推动中华文明发

展的过程ꎮ
善于治水是文明发达的标志之一ꎮ 淮河流

域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水利水运工程的开发ꎬ大
业陂、芍陂、邗沟、菏水、鸿沟等有力地证明了淮

河流域水利开发历史之悠久、成就之斐然ꎬ同类

工程领先于其他地区两个世纪之久ꎬ有的至今仍

泽被后世ꎮ 这些工程在中国水利水运史、华夏文

明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ꎮ
与早期中华文明形成密切相关的神话传说ꎬ

如创世神盘古、火祖燧人氏、人文始祖伏羲都发

生在淮河流域ꎬ更甚者ꎬ流域拥有老子、孔子、墨
子、荀子、庄子、管子、韩非子等影响中国数千年

的思想家ꎮ 淮河流域以其地理上平旷开阔、连南

接北ꎬ族群上夷夏交互ꎬ冲突与融合的环境为早

期形成道、儒、法等学术流派创造了条件ꎮ 孕育

于淮河流域的儒家、道家文化构成了中国历史文

化的基本层面ꎬ这种影响不仅渗透到社会、历史、
生活的方方面面ꎬ而且与中原文化、楚文化相互

交融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源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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