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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拜轩辕。
范文澜、丁清贤、许顺湛、严文明、

张文斌、李学勤等名家将黄帝文化定为
仰韶中晚期文化，距今约5000年。

今天，作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一

个重要环节，拜祖大典供奉用酒仰韶彩
陶坊天时酒，将与五谷一起敬奉人文始
祖。

拜祖黄帝，寻根仰韶。怀虔诚之
心，抒赤子情怀——

向世界传播仰韶

黄帝与仰韶 拜祖黄帝 寻根仰韶

3月23日，庚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供奉用酒彩陶坊天时酒灌装仪式在郑州举行。

《拜祖黄帝寻根仰韶》同题诗文

黄帝故里华夏子孙心灵故乡
仰韶文化中华民族精神丰碑

英风长存
卫绍生（河南省文史馆馆员、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人生皆有祖，
尽是炎黄孙。
轩辕天骄在，
华夏民族根。

麻天祥（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
教授、博导）

仰韶黄帝时代，汇聚五千年文明，
纵横九万里风云。

彩陶横空出世，琼浆玉液万民乐，
锦绣江河一统天。

苏湲（河南博物院研究员、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

没有黄帝，炎黄子孙何以繁衍？
没有仰韶，华夏文明何以传承？
没有佳酿，诗歌中国何以陶醉？

三月三，以诗为酒，
祭拜我祖，伏惟尚飨！

吴元成（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
学会会员、高级编辑）

岁岁朝轩祖，今年独不同。
未吟千古颂，却报一城封。
恶疫播妖气，亿民战毒龙。
仰韶携春讯，心祭告先宗。

傅文治（中国文化促进会会员、中
华诗词学会会员、河南诗词学会副会长）

中华民族，溯源轩皇。承祖荣光，
万古流芳。

同根同祖，互助互襄。同心同源，
情深意长。

高举旗帜，步履铿锵。科学统筹，
共奔小康。

文明互鉴，中国梦想。敬念祈福，
国运恒昌。

程韬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郑州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名誉主席）

春分过后鼓韸韸，
仪狄倾来谒有熊。
不忆阪泉何必醉，
临风五种酿千盅。

郑志刚（考古学博士、中华诗词学

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华开国五千年，
仰韶文化数轩辕。
今拜黄帝非往年，
全球华人抗肺炎。
轩辕黄帝佑中华，
脱贫抗疫捷报传。

赵文浩（黄帝文化研究专家、编审）

中华文化，灿若繁星，浩如烟海，
仰韶独占一枝秀；

往辈先贤，筚路蓝缕，继往开来，
黄帝首开天下同。

追念始祖承大志，华夏儿女谱新
篇！

胡继忠（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
馆馆长）

华夏文明五千年，轩辕黄帝是祖
先。拜祖大典成节日，世界华裔齐祝
愿，中华民族要雄起，龙的传人都康
健。文化道路有自信，仰韶时代更悠
远。

王冠军（围棋职业八段、河南省围
棋协会副理事长）

仰韶轩辕，人文始祖。
彩陶之光，永耀中华。

李景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登封窑”陶瓷烧制专家代表性传承
人）

天下归宗，万姓同源 ！大河之南，
龙脉绵绵

昆仑峨峨 ，陶光灼灼，全球胄裔，
共拜轩辕

李志顺（资深级中国烹饪大师、中
国烹饪协会厨艺精英委员会主席）

黄帝，仰韶文化时期华夏文明之
集大成者。开农耕文明之先河，制八

卦，经天地，建聚落，启民智，制衣裳，
创刻符。率鵰鹗鹰鸢，貔貅熊罴之师，
取桑干，战涿鹿，一统华夏。泰山封
禅，始建中国。赫赫兮，伟哉！

李社（渑池县政府文化顾问、《仰
韶赋》作者）

中国是酒的故乡。酒在中国有很
多功能。无论是为英雄壮行的盛大
时刻，还是亲朋好友间的小酌时光，
都离不开酒。酒更是中国文化的重
要源泉。无论是春秋战国的孔孟老
庄荀韩，还是盛世唐宋的李杜韩柳欧
苏，都曾是酒中仙。尤其是敬天法祖
的重要场合，更应该有一款从内容到
形式，都值得品味的好酒，一如仰韶
一般。

纪连海（著名学者、央视《百家讲
坛》主讲人）

值 全 球 华 人 庆 拜 吾 祖 轩 辕 黄
帝 华 诞 之 日 ，告 慰 吾 祖 ，在 新 时
代，吾祖构想的大同和谐社会已经
实现。

今年，中华大地新冠病毒肆虐，中
华儿女奋战疫情，取得重大胜利！

诚望吾祖，佑我华土，山高水长；
佑我华族，万世永昌；佑我中华，与日
月同光！

刘文学（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
事、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

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奠基，黄
帝就是奠基之人。在中华民族阔步前
进的行程中，轩辕黄帝是旗帜，是力
量，是护佑，是航向。在黄帝诞辰之
日，让我们万众一心，感念先祖伟业，
创造锦绣未来。

阎铁成（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中
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副会长、原
郑州市文化局局长）

又到踏青三月“上巳”日，更忆初
三生轩辕。一年一度的祭祖大典来
临，适逢新冠疫情，更是让人感触良
多，虽然今年不能亲临现场，然而，参
加大典的心情显得更加急迫。

不忘先祖，追念先贤，祈福祖宗，
佑护后代，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
也是中华民族得以永续、传承数千年
的文化根基。虽然这次疫情不期而
至，然天佑中华，在中国共产党英明
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短时间内我们就控制了疫情。大疫
过后，国泰安然，同祭先祖，告慰先
贤，因此，这次祭祖就显得更是意义
非凡。如今，我们正在全力支援其他
国家抗击疫情，我们坚信，经此一役，
大同理念，必将享誉域外，砥砺前行，
民族复兴指日可待。常言道：渡尽劫
难兄弟在。相信疫情过后，世界炎黄
子孙，一定会更加团结，信念弥坚。
待到明年春暖花开时，让我们再次聚
首，同祭轩辕。到那时，我们心相系，
手相挽，游大河，览仰韶，逛嵩阳，登
嵩山。

潘伟斌（著名考古学家、河南省政
协委员）

三月三，万姓同根拜轩辕。中国
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等许多少数民族
同汉民族一样，也都自认是黄帝后裔，
这种以黄帝为始祖的文化标志，对中
华民族的融合统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

石小生（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
副会长）

仰韶的彩陶上，有鱼纹，有蛙纹，
有鸟纹，有人面纹，有日月星纹。纹饰
里有生活，纹饰里有信仰。三月三，拜
轩辕。廿五子生育万众，十二姓同出
一人。三月三，拜轩辕。祭拜不绝，血
脉不断。鸟纹杯中斟的是郁鬯，鱼纹

盆里煮的是王鲔。去年的鹿骨鲊盛满
了豆，春天的嫩韭菜汆过了水。菲薄
的祭品皇祖享用，真诚的崇敬皇祖接
纳，皇祖的笑脸印在陶盆里，皇祖的光
宠高悬天空上。

罗家湘（郑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月三，拜轩辕！这一拜，是亿万
胄裔的衷心感念，这一拜，是敬宗法祖
的古老庄严！这一拜，是华夏儿女的
拱揖亲睦，这一拜，是不忘来自的瓜瓞
绵绵……

顾万发（郑州市考古研究院院长、
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伟哉轩黄圣祖，当仰韶远古洪荒
之世，开启蒙昧，彩陶文明，光耀天
下！历五千年沧桑，生生不息，愈挫愈
强！庚子今春，疫情汹汹，关系生死存
亡。中华儿女秉数千年之坚志，勠力
抗击，终转危为安，疫凶授首！值此民
族复兴关键之际，更感先祖传承独特
文明基因，必将佑我泱泱中华屹立世
界，彪炳千秋！

冯军（古代史专业博士、九三学社
社员、副研究馆员）

轩辕黄帝，中华始祖。每年三月
初三，在新郑故里都要举行盛大的拜
祖大典。庚子年一场史无前例的疫
情，让国遭殃、民受难。两个月来，是
先祖中华医药的传承让病毒低头,是
同根同祖同源的向心力筑起了铜墙铁
壁。灾难面前，看中华儿女奋勇向前，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逢先
祖诞辰，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作为黄
河水养大的仰韶儿女，仰望先祖黄帝，
谨遵防疫条例，网上拜祖、至高至崇！
愿先祖护佑中华，战胜疫情，平安富
强！

上官丛蓉（渑池县史志办主任）

三 月 三 是
祭拜轩辕的日
子，无意中打开
了黄帝与中国
酒之源的记忆。

正 如《 酒
诰》所讲：“酒之
所 兴 ，肇 自 上
皇。”自古以来，人们总是把各种发明
创造归功于神化了的三皇五帝，是这
些为世人景仰的不祧之祖给我们带来
了诸多美好的东西。在《神农本草》和
《黄帝内经》中，古人直接讲到了黄帝
与医家歧伯讨论酿造酒醪的事情——
充分表明中原地区在黄帝时期就已经
有了酒的酿制。而从众多史前遗址的
考古发现来看，那个年代与酿酒、饮酒
关联的器具不胜枚举：一件圆雕彩陶
酒器，其造型恰如一位母亲饱满的躯
体，装于母腹中的酒，仿佛将欢乐与生
命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一件葫芦样的
彩陶酒器，除了其流线性的美感之外，
其谐音“福禄”“护禄”亦表现出中华民
族原始、古老的吉祥寓意；还有一件彩
陶双连壶，竟是 5000多年前部落间结
盟双方首领对饮时的专享器具，是一
种非常珍贵的酒器，以此象征彼此间
的和平与友好——双连壶中间有一孔
相通，这样两个部落首领既避免了嘴
对嘴共饮，又不必担心酒中有异，正所
谓“生死相交一壶酒”，他们将原始先
祖的智慧与才智浓缩其中。

如今，代表着豫酒典范的仰韶酒
业将这种古老的文化加以传承和发
扬，恰似无垠暗夜中的极地彩虹，徐徐
展现出丰厚的亘古光辉——它不但用
了彩陶装酒，而且还用了陶窖发酵、陶
甑蒸馏、陶坛贮藏。这又让我想起
CCTV 节目中那句脍炙人口的广告：
天地人和，陶香中国！

何新年（河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副主席）

通过“路见紫荆”系统，将收集到的居民关于绿化
提升、停车难、违建多安全隐患大、功能活动室缺乏、
小区道路路面破损严重等反映集中的亟待解决的难
题，通过委托知名设计公司——北京同衡规划设计院
在具体改造规划事项中一一进行落实，严格按照市、
区关于老旧片区“一拆五改三增加”的内容及标准进
行规划实施。

集中力量，克难攻坚。拆除违建 9700平方米，拆
除住改商 16处，清运建筑垃圾 9300立方米。全面实
施“上改下”，强弱电入地18000米、暖气入地1200米，
进行节能改造外墙80000平方米、内墙39000平方米，
节能提升约 30%。实施雨污分离，改造雨污水管道
7500米，小区内人行道铺砖 6650平方米、道路“白改
黑”12000平方米，绿化小区黄土裸露部位 3600平方
米，新建游园增加绿化面积3200平方米，新建3200平
方米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增设智慧书屋、养老中心，
整修物业用房 28间 780平方米，完善安防系统增设监
控设备70套。

结合小区实际情况，对小区入口进行扩宽改造，新
增机动车停车位 130个，新增电动车充电车位 600个，
安装照明路灯 130套，对 98个单元的公共照明、消防
设备及应急照明、标识标牌等进行翻新整修。

规划建设解难题

中心花园改造前杂乱无章

紫荆小区中心花园如今成为居民休闲好去处

紫荆山路陇海片区改造后旧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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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垃圾到处放，杂乱无章，经
过改造提升和文明意识强化，大家伙
儿把楼前楼后来了个大扫除，收拾得
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整个小区变得整
洁、漂亮了。疫情渐行渐远，紫荆花
开，春光满院。”在管城区陇海马路街
道“路见紫荆”小区，居民看到眼前的
变化，荡漾着春天般的浓浓惬意。

“路见紫荆”集民意

“改善小区环境，提升居民生
活满意度，延伸服务群众‘触角’，
贯通服务群众‘末梢神经’，增强了
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陇海
马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陈瑞勇介绍
说。聚焦群众“烦心事”，不断补齐
短板，发挥区域优势，推进城市精
细化管理大提升。确保问题解决
见底见效，实现从“麻烦小区”变身
为“品质小区”，精彩上演着“变形
记”，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宁留空白，不留遗憾！”管城
区把“古都新生”作为加快推动老
城区有机更新、改颜换面的重大机
遇，坚持规划优先、品质至上，分段
实施、阶梯推进，今年改造 272 个
老旧小区，按照“一拆五改三增加”
新的标准要求，聘请东华大学、华
清安地、清华同衡等知名设计团
队，按照“一街一特色、一街一品
位、路院合一、路园合一”的理念，
重点谋划实施 11 个精品示范片
区。已完成立项、规划设计和违建
拆除等前期工作，布厂街、路见紫
荆两个示范片区全面启动建设，北
三街、紫东两个片区道路完成路面
施工。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路见紫
荆”小区紫荆、迎春花、红叶李迎风
绽放，鲜花朵朵，在春日阳光下分
外妖娆，把小区装点得五彩缤纷、
绚烂多姿，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
景象。陇海马路街道不断在健全
长效常态上下功夫，着力构建党
组织领导下的社区、物业等多方
联动的“红色物业”新体系，全力
解决传统的物业管理模式中管理
理念落后、人文关怀缺失、信誉低
下等各类顽疾，以“红色物业”为
依托，实现公共服务常态常效管
理，努力打造以“大数据”为抓手
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小区治理新格
局，让居民生活更有序、更温馨、
更和谐、更美好！

长效管理贴民心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娄璞 文/图

“路见紫荆”小区坐落在紫荆山路上，是一
个东西大街拓宽、紫荆山路打通的回迁安置小
区，占地面积约 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1万余
平方米，共 29 栋楼 1396 户。1998 年底小区
建成，随着时间流逝，小区面临着基础设施老
化、公共服务匮乏、物业管理混乱、安全隐患较
多等一系列问题。

“路见紫荆”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程启动
后，陇海马路街道以居民需求为导向，高标准
规划设计，高品质施工建设。现已累计投入改
造资金约5300万元，改造效果显著。

“路见紫荆”小区是典型的多民族聚集回
迁安置小区。年长日久，小区面临基础设施
老化、公共服务匮乏、物业混乱、安全隐患多、
违章建筑多等一系列问题，破局难、焦点问题
解决难和长效管理难，成为必须跨越的道道

“门槛”。
居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是改造工程是否达

标的唯一标尺。陇海马路街道在开展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初始就将群众参与贯穿小区改造
全过程，全面实施“路见紫荆”管理系统，充分
发挥居民监督作用，足不出户即可在系统中反
映自身诉求，让问题在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
间解决，实现小区共商、共建、共治、共享。

陇海马路街道聚焦步行环境、机动车停
放、公园绿化、卫生环境等12项热点话题，面向
千余户居民，通过“路见紫荆”公共互动平台充
分征集小区居民合理化建议。通过“路见紫荆”
系统平台，已累计解决居民实际生活问题 300
余件，采纳优质建议45条，让群众真正当家作
主，使小区居民的认同感、获得感、幸福感持续
提升，为改善紫荆小区居民的居住环境、全面提
升生活品质、促进社区和谐发展打下了良好的
群众基础。

斐然 章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