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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说 仰 韶
向世界传播仰韶 黄帝著经与仰韶时代

当嘹亮的豫酒
振兴号角吹响时，
滋润黄河两岸长达
7000 年 的 仰 韶 文
化迎来大时代的新
一缕曙光。

欣 逢 盛 世 ，文
以 纪 志 。《士 说 仰
韶》瞩目于社会贤
达、名流、学者、作
家 、艺 术 家 等 ，以

“说”的方式、以各
自的视角解读仰韶
文化之于时代的伟
大意义。

为中国酒业引
领世界消费而持续
精进，使仰韶文化
成为影响人类的伟
大智慧。

孙大智
原名孙法智，军旅出身，转业到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高级编辑。现
任河南省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

本期嘉宾： 孙大智是我进入酒水行业的领路
人。2006 年，他刚刚从新闻岗位退休，
就接到河南省酒业协会的邀请，办一本
《酒刊》，作为他的部属，我曾经为这本
杂志工作，也是从这里，开始渐行渐近
地感受这个行业的深度魅力。

杂志发展到现在，就是河南省酒业
协会的会刊《河南酒业》。

因此，对于包括河南酒企在内的全
国酒业运行发展，孙大智毫不陌生。尽
管后来“志在千里”，从事了他更钟爱的
《周易》研究，但是并不影响他对酒业的
关注、观察、理解、判断。

2018年，仰韶酒业天时裂变日、月、
星系列问世，我向他汇报产品特点，他
很高兴地说，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
宝水火风……仰韶酒业的这种蝶变在传
统文化中都能找到根脉，并且期待就黄
帝时代传下的《黄帝宅经》《黄帝内经》
《黄帝藏经》和仰韶的朋友探讨交流。

孙大智援引李伯谦教授的观点说，
多种文献表达不同，对黄帝生活的时代

有不同方案的推定，多的距今 5000 多
年，少的距今 4000多年，这样推断，黄帝
时代大体不出距今 5500~4500 年的范
围，这个年代对应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
庙底沟类型及庙底沟二期文化。仰韶文
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仰韶
文化庙底沟类型是仰韶文化较繁荣、急
剧向外扩展的时期，其分布与影响基本
就是《史记·五帝本纪》记述的黄帝到达
的范围。

这个时期，农业、手工业、畜牧业都
有进一步的发展，从遗址中可以发现
菽、稻或高粱痕迹，能见陶刀、陶纺轮、
骨锥等工具，动物骨骼中出现猪、犬、黄
牛、山羊。

而从居住环境而言，聚落发生了很
大的分化，在功能性上，从一般性居住
开始发展为专业性经济中心、政务活动
场所、宗教中心，在规模上，出现中心聚
落和半从属的聚落。

物质文明的进展，产生了等级差别，
进一步产生了阶级。也为黄帝著述经典

提供了天然的思想源泉，黄帝三经就成
为了这一时间的智慧大成。其中，《黄
帝宅经》就是中国古代关于居住环境规
划和设计的一门学问，它以形势为身
体，以泉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
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
事严雅，乃为上吉。

今天，从甘肃秦安大地湾、陕西华县
泉护南台地、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遗
址的建筑基地所呈现出的风格，从版筑
夯城到木骨整塑的建筑工艺，已经完全
能领略到《黄帝宅经》合乎天道的风采
神髓。

《黄帝藏经》是《周易》前的古易。孙
大智说，伏羲之易至神农氏后经八代传
至黄帝，黄帝治易，用途广泛，其发明了
文字、音律、干支、五行、天文、历算、舟
车等，并且据易而树礼制、治百官、济万
民，还就此作兵家八阵法打败蚩尤。

黄帝之易，认为坤象地面属土，地
面上的万物，均为坤土之功，春生夏长，
秋 收 冬 藏 ，所 以 也 被 后 世 称 为《归 藏

易》，在此之前，世传还有一本《连山
易》。三字经上说：“有连山，有归藏。
有周易，三易详。”那么，现在，除了大家
熟知的《周易》，《连山易》《归藏易》到
哪里去了？

西周时期，这三种易经还同时存
在，西周王朝占卜的时候，还会同时使
用，为什么世传的只有一个《周易》。孙
大智经过研究认为，周文王销毁和限制
了两易的使用，但是也有人认为，《山海
经》就是《连山易》，《大荒经》就是《归
藏易》。

对于《黄帝内经》，孙大智说，眼下已
经被大多数人认定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开
山之作，其实，这仅仅是物理层面的认
知，大而化之，《黄帝内经》是一部“医
世、医人、医社会”的大书。

值得欣慰的是，2017 年始，仰韶酒
业开展的阅读“经”典活动中，《黄帝内
经》《山海经》《诗经》赫然在列，所有中
层（骨干）以上管理人员，人手一套。

王见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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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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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中国历史最长的全国性综合运
动会，66年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已成为展示少数民族风采的闪亮舞
台，也是各族同胞相互交流的重要平台，为
推动全民健身和传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个月后，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将于9月 8日至 16日在河南
省郑州市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在我国中
部省份举办。届时，近万名来自中华民族
大家庭的运动健儿将齐聚中原一展风采。

民族运动会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中中欢迎你”，在河南省郑州市的公
园、广场、街头、路口，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吉祥物“中中”随处可
见。

生命在于运动。民族运动会自举办以
来，就为推动全民健身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一些深受少数民族群众喜爱的传统体
育项目，已成为全民健身项目而进入城市
社区、田间地头。

上届民族运动会专门在竞赛项目中增
加了民族健身操。本届民族运动会该项目
分为规定套路和自选套路。河南代表队民

族健身操主教练孙凯说：“这是个很受欢迎
的项目，这次来参加的代表队基本上都报
了这个项目，大家也都是带着不同民族的
风格来参赛的。”

队员李昱昊说：“这套健身操可以加强
身体素质，我们会争取把一个比较完美的
成套动作展现在赛场上，也希望通过这次
运动会，让民族健身操成为更受欢迎的全
民健身项目。”

民族运动会促进民族文化传承弘扬

新中国成立后，被誉为民族文化“活化
石”的传统体育得到重视和保护，全国陆续
挖掘整理的上千个传统体育项目中，有
700多个来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已成为民族文化传承发扬的重要
舞台。

从 1953年第一届民族运动会至今，参
赛人数从十多个民族的 395人到近万人，
竞赛和表演项目从5个和 3个发展到 17个
和 100多个。民族运动会越办越火热，各
民族间的交流也越来越深入。

民族运动会让很多濒临消失的民族文
化传统得以传承发扬。比如，高脚竞速发
源于土家族、苗族群众在积水的雨季行走

或设法过浅河的工具高脚马。随着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一些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发
生了改变，而民族运动会的持续举办，让很
多有着较高竞技性、观赏性、趣味性的项目
得以保留，并发扬光大。

民族运动会也成为各民族体育文化展
示的舞台。比如，摔跤在 66年前的第一届
民族运动会上就是竞赛项目之一，而在本
届民族运动会上，仅民族式摔跤一项，就包
括搏克（蒙古族式摔跤）、且里西（维吾尔族
式摔跤）、格（彝族式摔跤）、北嘎（藏族式摔
跤）、绊跤（回族式摔跤）以及希日木（朝鲜
族式摔跤）六个跤种，其中蕴含的悠久的少
数民族体育文化借此得以展现。

来自中原大地的盛情邀请

以“平等、团结、拼搏、奋进”为宗旨的
本届运动会会徽轮廓与汉字“中”的轮廓相
似，会徽主体图形由形似数字“11”的龙、凤
及两侧代表黄河与长江的色带组成，突出
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
主题。

5月 8日，在河南登封观星台，民族运
动会火种采集暨互联网火炬传递仪式如期
举行。

7月 12日至 17日，本届民族运动会的
马上项目，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的分赛场首先开赛。

当下的郑州，民族运动会的各项筹备
工作正按计划扎实推进。

比赛场馆及各项辅助设施建设等已基
本完工，主场馆郑州市奥体中心芳容尽展；
郑州地铁 14号线一期作为民族运动会的
重要公共交通配套，计划于 8月底前开通；
来自十几所高校的数千名大学生，为了开
闭幕式文体展演活动坚持排练；历经 15
天、32场次专场培训后，1.2万余名骨干城
市志愿者将为天南海北的朋友展示热情和
专业。

志愿者励增燕说：“我住在奥体中心附
近，每天都在见证着奥体中心的变化，见证
着郑州的变化，特别希望通过这次运动会，
我们志愿者共同参与一起努力，为家乡做
贡献。”

“我们的赛场，在高山，在大海，在草
原，同一个心愿，点亮中国梦的火焰，共同
的奋斗，我们阔步向前，从没有如此接近梦
想的终点……”一首《奔跑的梦想》，将在本
届民族运动会上唱响。一个月后，我们郑
州见！

全民健身的大舞台民族文化的大展台
——写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倒计时一个月之际

新华社记者 张浩然

新中国刚刚诞生，党中央就对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
十分重视。 1953年 11月 8日至 12日，在天津市举行了全国
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30年后，即 1984年，国家
体委、国家民委将这次体育运动会定为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从此，这项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为主的赛
事活动便每4年一次地开展起来。

参加民族形式体育及竞赛大会的，共有满族、蒙古族、回
族、藏族、苗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傣族、朝鲜
族、纳西族等民族的397名运动员。他们分别来自中国人民
解放军、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区、西北
区、华东区、中南区、西南区（包括西藏）、华北区共 9个单位
的代表队。大会在天津民园体育场隆重举行，时任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卫生部部
长李德全等出席了开幕式并讲话。

体育项目分竞赛、表演和特邀表演三部分。竞赛项目
有举重（杠铃举重和石锁举重）、拳击、摔跤、短兵和步射；表
演项目有武术、民间体育、骑术三大类；特邀表演有马球、蒙
古式摔跤、狮舞、杂技等。其中维吾尔族的踩绳(即达瓦孜)、
蒙古族的摔跤、朝鲜族的跳板、回族的武术以及内蒙古骑兵
的马术等少数民族项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竞赛项目
中有10名举重运动员创造了国家新纪录。来自全国各地及
天津市的观众有 12万人次。运动会闭幕后，又挑选了 90名
优秀运动员进京连续表演了31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该届运动会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重视下
召开的，它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民族形式的体育
盛会，更是一次体现民族平等团结的盛会。少数民族第一次
将自己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拿到全国体育运动会上展示，
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推动民族体育事业的发展，增强民族团结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本报记者 王微晶 王文捷

金秋九月，民族传统体育的盛会将在中原大地拉
开帷幕。从1953年到2019年，秉承着“平等、团结、拼
搏、奋进”的宗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运动会，在展
现民族体育、文化乃至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成就的同时，
也折射着民族政策的价值光辉，更推动着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民族团
结进步和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深入人心。

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回顾

第一届：天津，1953年11月8日至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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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如同白云般舞动着，在柔和
的动作中又藏着几分刚劲，静以待
动，动以处静。一套精确、到位、整齐
的陈氏太极拳动作下来，张振兴神气
贯通，仿佛将混沌的天地分开。

张振兴是参加本届全国民族运
动会民族武术比赛河南代表队的一
员，去年年底，为了备战民族运动
会，河南民族武术代表队拟出一份 9
名运动员组成的集训大名单，包括
省专业队的队员和通过河南省民族
运动会选拔出来的队员，经过一段
时间训练的观察以及项目的布局，
在 5月份报名时最终确定了 6人的
参赛阵容。目前，队伍正在河南省
体工队综合训练馆进行紧张备战。

7岁开始至今，张振兴习武已有
24 年。当被问及“这 24 年习武苦
吗？”时，他说：“苦是肯定苦，酸甜苦
辣嘛！时间长了，各种经历自然就
多了。”经过伤病到痊愈，去年张振
兴通过不懈努力终于荣膺世锦赛冠
军，他表示：“这一路下来，感觉自己
的人生还是比较圆满。”

世锦赛之后，张振兴原计划休
息一段时间，不过在得知自己有机
会参加全国民族运动会后，他决定：

“充实一下自己。”谈到下阶段的训
练安排，张振兴说：“我参加的陈氏

太极拳比赛，是我们队的第一项，感
到压力很大，不过有压力就有动
力。还有一个月时间，会进入封闭
性训练，从技术方面、套路编排、演
出服装、整套训练等方面一直会投
入下去，争取有个圆满的结果。”作
为少数民族选手的张振兴，曾参加
过上届鄂尔多斯全国民族运动会，
由于发挥欠佳未能获得奖项，“这次
在家门口比赛，我省又是陈氏太极
拳的发源地，力争展现出最好的自
己。”张振兴坚定地说道。

中国武术在国际上被称作“功
夫”，被视为中华文化之精粹，河南
是功夫之乡，其中少林功夫名扬海
内外。河南民族武术代表队中，参
加民族运动会少林拳比赛的曹帅，
是河南大学的一名体育教师。习武
14 年的曹帅，8 岁进入登封鹅坡武
校，一练就是 10年，18岁到北京体
育大学就读。“到河大做体育老师
后，已经 8年没有系统训练了，身体
胖了不少，来到河南队训练刚开始
比较吃力，猛地上这么大的量，身体
有些承受不了。”曹帅介绍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训练，曹
帅感觉身体状况越来越好。距民族
运动会愈来愈近，曹帅表示力争把
体能和身体素质提升到自己的最佳

状态，他说：“在比赛中争取把套路
的完整性打得更流畅，为河南争
光。通过在民族运动会上的展示，
把少林武术之乡的文化底蕴呈现出
来，把少林拳发扬光大。”

除了陈氏太极拳、少林拳外，根
据规程的报名要求，河南队还有4名
运动员将参加流星锤、地趟拳等5个
项目的单项比赛。“目前队员整套动
作的表现和体能状况基本已经成
型，下阶段将重点提高整套动作的
演练水平，解决动作的细节。”河南
省武术运动管理运动中心武术队教
练王立新表示，“通过各个细节的精
雕细琢，使得每位参赛选手的整套
动作特点更加突出、更加稳定。在
全国民族运动会赛场上展现出自己
的精神风貌，争取给河南人民交上
一份满意的答卷。”

1991 年，在第四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民族武术首次
被列为竞赛项目。在历届民族运动
会上，民族武术项目是参赛运动员最
多、争夺最激烈的竞赛项目之一。

武术，是中国的一条“长龙”，各
民族参赛运动员，将在全国民族运
动会的赛场上，让这条“长龙”载着
中国人民的武术梦想，飞得更高，飞
得更远。

民族武术队：呈功夫之乡风采
本报记者 王文捷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