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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章秉辰

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在河南郑州主持召开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指出，“黄

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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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天上来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

颜喀拉山脉（青海省境内），跨越青藏高原、黄土

高原和华北平原三大地貌台阶，流经青海、四川、

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9

省 ( 区 )，最后在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注入渤海。

黄 河 干 流 河 道 全 长 5 464 千 米， 流 域 面 积 约

752 443 平方千米，是我国第二长河（仅次于长江）、

世界第五长河。黄河源头位于我国第一地貌阶梯，

——母亲河的馈赠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 唐 ] 王之涣《凉州词》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 唐 ] 刘禹锡《浪淘沙》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 唐 ] 李白《赠裴十四》

海拔 4 800 米左右，后其经由黄土高原第二地貌阶

梯和华北平原第三地貌阶梯入海。黄河干流总落

差约 4 800 米，其中龙羊峡至青铜峡河段从 2 900

米快速下降到 1 300 米，落差达 1 600 米。黄河从

龙羊峡到青铜峡，穿越我国第一道地貌阶梯，流

经过兰州后沿着贺兰山东侧一路北上，受北部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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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脉阻挡，开始东行；到内蒙古

的托克托县附近受山西高原西部吕

梁山阻挡，再次南下；在黄土高原

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大转弯；到陕西

潼关后，受秦岭阻挡，再度东行；

经河南省三门峡、小浪底后进入华

北平原；受山东鲁西隆起带影响。

绕过泰山，经济南流入渤海，整个

流域呈“几”字形，流域范围就像

一头昂首欲跃的雄狮。

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年径流量

535 亿立方米，黄河水年平均含沙

量每立方米 37.8 千克，居世界首位。

黄河平均每年输入下游的泥沙达 16

亿吨，其中，上游流经青藏高原的

水量占全河水量 54%，输沙量占全

河输沙量的 8%；中游流经水土流

> 惊涛    赵洪山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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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风波涛    赵洪山 / 摄



06

资源博览

黄河河段划分

黄河分为河源和上游、中游、下游 4 个区间。黄河上游玛多县多石峡以上称河源区，河

源在当地称为玛曲；划分上游和中游的地点是内蒙古河口镇；划分中游和下游的地点有多种

不同意见，有以河南旧孟津为界，有以河南郑州桃花峪为界，还有以河南焦作武陟县嘉应观

为界，大多采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划分方案以郑州桃花峪为界。

上游：从源头到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河长 3 472 千米；

中游：从河口镇至河南郑州桃花峪间，河长 1 206 千米；

下游：桃花峪以下至入海口，河长 786 千米。

> 黄河河段分界、“几”字形状及长江的“V+W”形状示意图

浊流宛转 九曲连环
——黄河不同河段的地质特征与景观特色

黄河沿途不同的地质作用与过程造就出一系列

别样美景，让我们从黄河源头出发，顺流而下，看

美景、探玄秘，从地学角度感悟“母亲河”情怀。

“繁星”黄河源

青海省玛多县多石峡以上地区为黄河河源区，

面积 2.28 万平方千米，海拔在 4 200 米以上，地貌

景观上属湖盆宽谷带，盆地四周山势雄浑。黄河河

源区西有雅拉达泽山，东有阿尼玛卿山 ( 又称积石

山 )，北有布尔汗布达山脉，南以巴颜喀拉山与长

江流域为界。黄河源头就位于巴颜喀拉山北麓，一

般认为黄河有三个源头，分别为扎曲、约古宗列曲

和卡日曲。

扎曲位于最北部的查哈西拉山南麓，长 70 千米，

河道较窄、水量小，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干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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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古宗列曲在三条河源中位于中部，发源于约古

宗列盆地西南隅卡日扎穷山麓。海拔 4 640 米处，有

一个泉眼，泉眼下游为草甸沼泽地，分布的众多大小

泉眼逐步汇流成溪，向北偏西流淌。

卡日曲，藏语为“红铜色的河”，其源头位于

巴颜喀拉山支脉各姿各雅山北麓，海拔 4 830 米处

有 5 处泉水从谷中涌出，汇成宽约 3 米，深 0.3 ~ 0.5

米、流速约 3 米 / 秒的一条小河，终年有水。

纵观上述河源，扎曲流程最短，水量小，只能

算作约古宗列曲的一条支流；卡日曲比约古宗列曲

长近 30 千米，流域面积多 700 平方千米，水量也

大 2 倍多。按照“源远流长”等理念，确定卡日曲

为黄河正源。因此，海拔 4 800 米各姿各雅山山脚

下这几个泉眼溢出的清水，就是“咆哮万里”黄河

的最初水流。

黄河源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整体海拔较高，

但区域内地形坡度较缓，海拔 4 500 ~ 5 000 米的区

域为黄河源盆地汇水区域。

在地质构造上，黄河河源区处于柴达木构造域

与羌塘构造域的结合部位，即松潘—甘孜造山带西

北部。区内出露地层较为简单，仅有中二叠统、三

叠系、新近系及第四系等，以三叠系沉积地层为主。

三叠系巴颜喀拉山群厚度达万米，为一套巨厚的复

理石和类复理石泥质碎屑岩建造。岩石组合以砂岩、

板岩为主，局部有少量薄层灰岩及砾岩。受青藏高

原隆升挤压作用的影响，区内地层中发育一系列北

西—南东向的逆断层，亦即由北向南的推覆构造带，

间有早期近直立的韧性剪切带。受上述地层结构和

构造的控制，在黄河源区形成北西—南东向带状盆

地地貌，地面流水和风的剥蚀作用强烈，冻融作用

盛行，盆地内地形相对高差小，地势平缓，宽谷与

河湖相间分布，沼泽发育，盆缘山势险峻。这种地

貌结构控制了河源盆地内部的地势起伏变化和黄河

河源区水系的北西—南东向整体展布的特征。

在地貌景观上，黄河河源区属高海拔盆地，其

内地势平坦，晚新生代时期因断层的逆冲曾发育一

系列古大湖，渐渐地，古大湖被沉积物淤积形成平

地，黄河之水行进其中，因地势平缓，流速缓慢，

常形成四处流淌的网状河，并形成大片沼泽和众多

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湖泊，大的有几百万平方

米，小的仅几平方米。登高远眺，这些湖泊在阳光

的照耀下泛着孔雀蓝色，犹如孔雀开屏，又宛如夜

> 九曲黄河第一湾    赵文琰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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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闪烁的星星，难怪当地藏族同胞给它们起了“玛

曲”“星宿海”这样吉祥的名字。

充满活力的上游河段

黄河上游行走在青藏高原东北缘，受昆仑山造

山带及岩浆岩带阻挡，河流先在昆仑山与巴颜喀拉

山之间的北西西—南东东向低缓的谷底中缓缓行进；

此后，在昆仑山东部末端一个岩浆岩不太发育的地

带，完成了黄河在青藏高原腹地的第一次大转弯。

黄河第一弯使得黄河终于摆脱了受昆仑山造山

带南部边缘断裂及坚硬岩层的阻挡，一路沿着断裂

带、中新生代断陷盆地及相对软弱的岩层行进，从

青藏高原越过青海、甘肃两省的崇山峻岭，在昆仑

山与秦岭、祁连山与六盘山过渡地带飞奔而下，穿

越兰州市，绕过白银市，穿越贺兰山东南端青铜峡

后进入贺兰山东侧的银川平原。黄河上游河段地形

切割强烈，河流落差巨大，形成了龙羊峡、李家峡、

刘家峡、青铜峡等著名的峡谷，是黄河水源最为丰

富的地带。龙羊峡以上和青铜峡以上流域面积分别

为 131 420 平方千米和 270 510 平方千米，多年平

均流量龙羊峡断面为 650 立方米 / 秒，青铜峡断面

为 1 050 立方米 / 秒，水能资源蕴藏量 1 133 万千瓦。

从龙羊峡到青铜峡，地形落差达 1 118 米，已建设

的龙羊峡、拉西瓦、李家峡、公伯峡、积石峡、寺

沟峡、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小峡、大峡、乌

金峡、沙坡头及青铜峡等水电站，彰显出活力四射

的上游河段。

贵德盆地是黄河流出源区后经过的第一个大的

新生代断陷盆地，其上有龙羊峡锁关，下有松巴峡

守户，四面环山、平川开阔、土地肥沃。盆地四周

形成了美丽壮观的溶蚀地貌和丹霞地貌，素有高原

“小江南”之称。在贵德，黄河水因有源区龙羊峡

水库的沉淀，原本含沙量就很低的黄河水更是清澈

透明 , 据说可以直接饮用，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

> 黄河源区河流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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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德视察时 , 曾题词赞誉“天下黄河贵德清”。

黄河上游之水下切动力强大，不仅缔造出一系

列峡谷地貌，而且造就了峡谷周边一处处别样的丹

霞景观。纵观黄河上游流路变迁，似乎黄河水特别

钟情于中、新生代形成的地层作为河流穿越通道，

特别是三叠纪形成的砂砾岩、白垩纪和新近纪形成

的紫红色砂砾岩，由于这些地层厚度巨大，胶结比

较疏松，成为黄河扩展自己领地的首选区域。这些

区域往往形成黄河谷地。在这些黄河谷地周边形成

了沿黄河流路分布的丹霞地貌景观带，形成了一系

列的丹霞地貌景观区。具有代表性的景观如龙羊峡

水库两岸、贵德黄河国家地质公园黄河两岸、尖扎

国家地质公园黄河两岸、刘家峡水库两岸及炳灵国

家地质公园，等等。其他区域主要岩性为太古宙的

变质岩和中新生代的侵入岩类，黄河在这些岩石分

布区经过时，大多沿断裂带行进，形成了黄河上游

地带独特丹霞地貌与峡谷地貌相间分布的地貌景观

格局。

温柔缠绵的宁蒙河段

黄河进入横跨宁夏、内蒙古的河套平原，河流

落差较小，形成温柔缠绵的宁蒙河段。河套是指黄

河“几”字弯及其周边流域，一般指贺兰山以东、

阴山以南、吕梁山以西、长城以北这一区域，包括

银川平原（宁夏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

部分地区。黄河在这里先沿着贺兰山东部平原流淌，

受北部阴山阻挡，再沿阴山南部平原转向东流，然

后流经包头、托克托县，流至东部的吕梁山西侧。

受吕梁山阻挡后，沿着吕梁山向南，流往山西河曲、

保德，形成“几”字形，故称“河套”。常言道：“黄

河百害，唯富一套”，说的就是河套平原。

黄河在河套平原入口处，横穿而过在沙与河之

间，是一片郁郁葱葱、滴翠流红的古朴园林。位于

巴彦淖尔市境内的河套平原 , 在黄河水自流灌溉的

滋润下 , 旱涝保丰收 , 成为著名的塞外米粮川。

勇往直前的晋陕大峡谷段

黄河进入中游以后，受吕梁山阻挡，沿吕梁山

> 塞上长河    信连勇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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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麓，从蒙古高原转向黄土高原，

奔腾于晋、陕之间的高山峡谷之

中，在黄河中游河段形成勇往直

前的晋陕大峡谷。

晋陕大峡谷北起内蒙古托克

托，南至山西省河津市禹门口，

全长 726 千米，落差达 607 米；

河床宽 200 ~ 400 米，最窄处如

壶口瀑布一带，仅 30 ~ 50 米，

河谷深切 300 ~ 500 米，两岸形

成悬崖绝壁，黄河奔涌其中，缔

造出黄河上最长的连续峡谷。尽

管晋陕大峡谷河段的流域面积

仅 占 黄 河 全 流 域 面 积 的 15%，

但其来沙量竟占全黄河来沙量的

56%。可以说，黄河的“黄” 真

正是在这里成就的，浊浪排空。

黄河流域的典型峡谷风貌在这里

汇聚一堂。

中、新生代时期，在黄河上

中游过渡地带，即今陕西、甘肃、

宁夏、内蒙古结合部，曾经存在

一个古大湖盆地，地质学上称为

鄂尔多斯盆地。这个盆地中沉积

了自三叠纪到新近纪的红色碎屑

岩。黄河就沿着这个盆地的边缘

流淌，而岩层中的节理与断裂，

控制着黄河每一处流向。在晋陕

大峡谷段，受原始高原地表曲流

河道限制，在喜马拉雅运动造成

整个黄土高原抬升后，黄河追踪

原有的曲流河道，在晋陕大峡谷

中形成了一系列大型深切嵌入式

蛇曲状曲流峡谷，其中延川境内

的黄河蛇曲最为典型，在 50 余

千米的河段上，自北向南形成了

5 个 S 形大转弯，依次是“漩涡

湾”“延水湾”“伏寺湾”“乾

坤湾”和“清水湾”。这是黄河

干流河道规模最大、最密集的蛇

曲群，尤以乾坤湾最为著名，享

有“天下黄河第一湾”之誉。 

壶 口 瀑 布 是 中 国 第 二 大 瀑

布，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 , 有

“万里黄河一壶收”之盛名。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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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翻涌的黄河水一路奔腾，从晋

陕大峡谷中曲折向南奔流，到山

西吉县与陕西宜川一带，被两岸

苍山挟持，约束在狭窄的石谷中。

滔滔黄河到此由 300 米宽骤然收

束为 50 余米。在坚硬的河床底

部冲出了一个深约 30 米、宽约

50 米的峡谷，形成奇特的河中河、

河中峡、河中瀑。河水奔腾怒啸、

山鸣谷应，形如巨壶沸腾，最后

跌落深谷，形成落差达 50 多米

的壶口大瀑布。一壶激流擎天而

注、涛声轰鸣、惊天动地、气吞

山河，溅起巨大水花，飘飘洒洒

形成一层层厚厚水雾，笼罩在瀑

布之间。伫立岸边，水珠洒落身

上，可以微微地闻到黄土的芳香。

 黄河穿越晋陕大峡谷后，破

“龙门”而出。黄河龙门是黄河

的咽喉，位于山西省河津市西北

12 千米的黄河峡谷出口处，通常

人们所说的“鲤鱼跃龙门”就是

指这里。

万里黄河的最后一段峡谷：
三门峡—小浪底一段

黄河冲出晋陕大峡谷后，继

续南下进入关中平原，到秦岭脚

下，受秦岭山脉阻挡，沿着中条

山与秦岭之间谷地转向东流。受

乾坤湾宛如一幅
天然太极图，是黄河
在晋陕大峡谷中缔造
的一大天然景观。

                                                    

天下第一湾    赵洪山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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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东部崤山山脉阻挡，黄河

在三门峡与宝鸡之间形成过一个

巨大的古三门湖，这里是黄河在

形成和演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驿

站。地学研究证实，在大约距今

15 万年前，黄河还是一条尚没

有东流入海的内陆河，尽管这个

时候黄河上游和中游已经全线贯

通，但是，却被三门峡东部的崤

山阻挡而无法继续东流。直到距

今大约 15 万年前后，黄河水才

切穿三门峡东部这最后一段基岩

山区，成为真正东流入海的黄河。

 黄河“三门峡”位于现今三

门峡市区东北部约 15 千米的三

门峡水库大坝处。这里原本有一

系列小型花岗岩体成为阻挡黄河

水东流的天然屏障。在被誉为“万

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大坝修

建前，黄河水在这个花岗岩岩体

上冲刷出两座大的石岛，将黄河

水分为三股激流。民间相传是大

禹治水时凿成的，北叫人门，中

叫神门， 南叫鬼门，合称为“三

门峡”。其下 400 米，另有三座

石岛挺立河中，左为中流砥柱石、

中为张公岛、右为梳妆台。洪水

之际，浊浪排空、惊心动魄。大

坝修建前这里是黄河潼关以下最

险要的地方，素有“三门天险”

之称。据说每次舟船从“人门”

过峡，必须对准下游的中流砥柱

石直冲过去，方能脱险，否则必

然造成船翻人亡之灾祸。 

大坝修建时，“三门”被炸

掉了，现在的大坝位置就是当时

三门的位置，其下游的中流砥柱

石、张公岛、梳妆台仍然保留在

原地供游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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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博览

三门峡以东的峡谷形成后，黄河之水才沿着下

游的八里峡、小浪底等早先形成的峡谷河道滔滔东

去。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不仅是中国治黄史上的里

程碑，也是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最具有挑战性的杰作，

共创 3 项世界纪录、6 项中国纪录。整个工程雄伟

壮观，尤其是水库蓄水后大坝上游形成的 272 平方

千米浩瀚水域，高峡平湖、港湾交错，山水交融、

风光旖旎的景观构成了一幅山清水秀、北国江南的

壮丽画面。大浪滔天、巨瀑飞泻，黄河小浪底调水

调沙所形成的飞瀑堪称“世界最壮观的泥沙瀑布”。

三个泄水口同时放水，一泻而出的高压水流从大坝

的闸口喷射而出，形成高 80 余米、长 200 余米的

巨大水体抛物线。那黄河之水如脱缰野马飞奔而出、

如黄龙腾空起，如玉龙从天降，凌空腾跃、形影翻舞、

变幻万千，带着呼啸的风声和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掀起排排巨浪，咆哮着直冲下游。观瀑者沐浴着绵

绵水雾，沉迷在这无比壮观的景色之中。 

邙山：黄河岸边的中国文化山

黄河经过小浪底水库后进入华北平原，在出山

口的黄河南岸始终有一条山脉在伴行，这就是布满

厚厚黄土的邙山。邙山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过渡

带上最东南缘的黄土塬，东西绵延于洛阳与郑州的

北部，在郑州的西北角嘎然而止。 

位于邙山臂弯中的洛阳，为我国十三朝古都。邙

山毗邻黄河的北坡，山势陡峻，山顶为平坦的黄土塬

面，覆盖着厚层马兰黄土，而地下水位埋藏深，古人

认为这是死后长眠的理想之地，自古就有“生在苏杭，

死葬北邙”之说，是全国最大的古墓集中地，汇集两

周、两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五代、宋、

金、元、明、清等历史时期的各种类型古墓葬，约有

数十万之多，号称“无卧牛之地”。据考证，邙山已

出土墓志达 6 000 余方，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

北魏、后唐六代共计 24 座帝王的陵墓及皇族、大臣

的陪葬墓，总数在千座以上。邙山是全国著名的地下

文物宝库，曾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具有很高

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此外，邙山还是守卫洛阳

与郑州两座古城免遭黄河侵害的天然屏障山，相反，

开封因没有邙山的庇护，曾一次次遭受由黄河泛滥带

来的灭顶之灾。邙山上的古战争文化遗存比比皆是，

汉函谷关、虎牢关、汉霸二王城、鸿沟等，邙山留下

了太多太多的中国文化故事。          

两岸堤防约束下的悬河河段

黄河经过邙山以后，由于没有大山的束缚，坡

度变缓，大量泥沙开始淤积，由上、中游动力十足

的开沟凿谷，转为平缓的沉沙造陆，其河床逐渐抬

高，形成地上悬河。黄河无数次的决堤改道，北侵

海河、南夺淮河，在黄淮海大平原上恣意冲击，最

终缔造出中国的粮仓——华北大平原。

> 壶口瀑布    赵洪山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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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上黄河河道的南北变

迁，无不是以桃花峪为顶点，因此

桃花峪也就成了华北大平原这个全

球最大的陆上三角洲的顶点。邙山

以东河段在人为的干预下，黄河被

压缩在两岸堤防工程之间，形成线

状流域。黄河千里南岸大堤始于邙

山脚下。黄河大堤同万里长城、京

杭大运河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伟

大工程。

九曲黄河最后一道湾

河南兰考黄河湾是九曲黄河东

流入海前的最后一处大的河道拐弯

处，形成了最能代表黄河大河风光

的河流地貌景观，而东坝头为最佳

观景台。黄河演化历史中有 7 次大

的改道。1855 年黄河铜瓦厢决口第

7 次大改道的决堤处，是明清河道与

现行河道的转折点。1855 年 6 月 19

日 , 黄河在铜瓦厢北大堤决口，形成

了一道宽 200 多米的大口子，一瞬

间，整个铜瓦厢坍塌河内。铜瓦厢

决口之初，当时的清朝政府对堵口

问题多次商议都没有决定下来，朝

廷内部对改道与复道之争此起彼伏，

随着时间推移，恢复原有河道最终

未能实现。黄河决堤改道后自由浸

流近 20 年后才逐渐稳定下来，最终

形成现行河道。

黄河之所以会在这里决堤改道，

与此处地质构造密切相关。该处地

下是多组断裂交汇地，也是东濮断

陷盆地、济源开封断陷盆地和鲁西

隆起带的交汇处，特殊的地质背景

使这里成为黄河下游典型的“豆腐

腰”河段，也是黄河下游“地上悬河”

发育最典型的河段。时至今日，这

里的黄河主河道仍然直接冲刷着东

坝头这块大堤，尽管防洪等级已经提升得很高，但由于基底断裂

构造的发育，造成地表工程结构薄弱，威胁始终存在，是近代黄

河河防险工要地，防洪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黄河的侧向侵蚀作用，

仍然在进行中，是正在发生着的地质作用。

此外，由于黄河决堤改道，历史上这里盐碱、风沙和内涝成

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三害”。 1962 年冬天，焦裕禄同志来到“三

害”肆虐的兰考县任县委书记，带领全县人民战天斗地治理三害，

奋力改变兰考贫困面貌，并由此诞生了“焦裕禄精神”。

黄河入海口——一个能“生长土地”的地方

渤海湾与莱州湾的交汇处，是九曲黄河在内陆跋涉数千千米

后的入海口，为 1855 年黄河决口改道后形成。黄河在入海三角洲

上每年携沙造陆 3 万亩左右，形成祖国最年轻的土地，人们形象

地称之为中国唯一能“生长土地”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她一路浩浩荡荡，滋养着沿岸人民，

也形成了很多美丽的自然风光。

作者单位 /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

（本文编辑：张佳楠）

> 黄河入海口遥感图    郭兆成 / 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