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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潘莹

我国史书中记载的“精绝国”到底在哪里？“精
绝国”为何突然消失？其故地遗址为何被称为“东
方庞贝”？

“让文物发声，让历史说话”，日前正在新疆博
物馆展出的《尼雅·考古·故事——— 中日尼雅考古
30周年成果展》，汇聚了“国宝级”文物“五星出东方
利中国”织锦等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珍美文物 300
余件/组，真实再现了千余年前，生活在塔里木盆
地南部的古人们社会活动、宗教文化以及与周边
地区的交流联系概况，带领人们领略了我国史书
中记载的“精绝国”的历史文明积淀和沧桑变化。

“伟大发现”之路

从昆仑山上，流下一条河，由南向北穿过民丰
县，奔向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突然止步于 70 公
里外一个叫喀帕克阿斯干的地方。再往北，就是一
眼望不到边的浩瀚沙海。这条河叫尼雅河。

1901 年，在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的背景下，在
国外探险家疯狂劫掠新疆珍贵文化遗产热潮中，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追寻几块古代木简来源时，
于喀帕克阿斯干以北约 30 公里的漫漫沙漠里，意
外发现一处规模大、数量多的遗址群落。

以附近的尼雅河为名，斯坦因将这处遗址称
作尼雅遗址。随着他把大量盗掘而获的文物珍品
运到欧洲，尼雅遗址从此步入世人眼帘，并引起国
际社会各界强烈震惊和关注，被称为“东方庞贝”。

是什么样的古代文明，竟长期掩埋在我国最
大的沙漠之下？

对此，中外学者进行了多方考证。我国著名学
者王国维在研究了尼雅遗址出土的汉简材料后指
出，尼雅遗址系汉代“精绝国”故地。

1931 年，第四次进入尼雅遗址的斯坦因，在
离一处佛塔不远的建筑遗址里，发掘出土了一组
珍贵的汉文木简，其中一片上，非常清晰地墨书有
汉隶文字———“汉精绝王承书从事”。

现经考证确定，尼雅遗址就是我国史书《汉
书·西域传》中所记载的丝绸之路南道上重要的绿
洲城邦———“精绝国”故地。汉晋时期，精绝绿洲城
邦受西域都护(西域长史)统辖。

为全面充分地认识尼雅遗址的社会历史文化
内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进行了长
期不懈的挖掘、研究。

1959 年，史树青等一批新中国学者进入尼雅
遗址，打破了长期的沉寂，并在民丰县征集到珍贵
文物———“司禾府印”。

同年，新疆博物馆老馆长李遇春率考古队员
11 人，在十分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下，向沙漠进
军，对尼雅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清理发掘了
一座可能为精绝贵族的夫妇合葬墓，出土大量华
丽锦质或绢质品，采集了大量重要文物标本。

1988 年，我国改革开放进入第十年。作为全
国首个国际合作考古项目，尼雅遗址中日合作考
古考察拉开序幕。

这次考古工作尝试使用高科技手段和方法，
并引入多学科综合科研力量，持续时间长、收获丰
厚，在 1988 年至 1997 年近 10 年时间，通过连续

多年基础普查及重点调查，陆续收获重大发现。
其中，1995 年考古发现的“五星出东方利中

国”织锦护膊，被誉为 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
的发现之一，也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
物之一。

当时的在场者无不为这一伟大发现激动不
已。发现者之一、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回忆，当
年 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队员们对一处
男女合葬墓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这件在男性
葬者右侧的文物。

“(这件护膊)和作为随葬品的弓箭、箭箙、短
剑鞘等物品放一起，在许多已经变得褐黄的，有些
几乎腐烂的有机质文物中间，色彩鲜艳的织锦和
吉祥语文字，令考古队员们异常的惊喜和兴奋。”
于志勇说。
吉祥语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我国古代

星占用辞。经鉴定，织锦护膊的年代应在东汉到魏
晋，即公元 2世纪至公元 3世纪。墓中还有一块织
锦残片，上有“讨南羌”三个字，它与“五星出东方利
中国”护膊应当出自同一块织锦面料。两块织锦上
的文字连起来就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南羌”，《汉书》《史记》等史料中均有记载，指
生活于今甘肃西部至青海一带的羌族。

此次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同时展出
的，还有 2015 年由中国丝绸博物馆用复原的汉代
织机成功复制的“五星锦”，使今日的人们有幸目
睹“五星锦”的全貌。

“五星锦”为五重平纹经锦，在汉锦中较复杂，
也极为罕见，在织造工艺及技术上都较一般重经
织物要高。其图案为云气、瑞兽、吉祥语、星纹的精
巧组合。在云气纹样间，有序织出“凤凰-鸾鸟-麒
麟-白虎”等瑞兽图案，并依次织出“五星出东方利
中国”吉祥小篆文字，及圆圈纹表现的“五星”图
案。织锦上的文字是织造出来的，而非针绣、彩绘，
反映出汉朝成熟、精湛的丝绸制作技艺。

正因其特殊的设计思想和祥瑞的文字内容，
加之特殊的祈愿目的，其设计及织造应当出自汉
晋皇家，其用途也可能极为特殊。专家推测，该墓
地可能是精绝王室墓地，而这件护膊所用的织锦
面料很可能来自汉王朝，是因为墓主人助其打败
南羌，汉王朝特意赏赐的。
专家学者们感慨不已，如果不是因为塔克拉玛

干沙漠腹地雨量稀少、气候干燥，特殊的自然环境
使埋藏在地下的古代遗物得到很好的保存，这样代
表汉代最高技艺水准的丝织品便难以得见。

见证古丝路繁华

西汉时期，精绝已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绿洲城
邦。《汉书·西域传》中记载如下：“精绝国，王治精
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
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
各一人。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
卢国四日行，地阸陿，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

百余年来，经过我国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
努力，这处保存状况良好、规模宏大、学术价值极
高的重要古代文化遗址，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

迄今的考古结果表明，这座塔里木盆地南缘
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在东西宽约 5 公里、

南北长约 30 公里的狭长区域内。遗址群内散布着
残存程度不一、规模不等的众多房屋建筑遗址、佛
塔、佛寺、古桥、果园、田地、道路、冰窖、陶窑、冶炼
遗迹、墓地、供水系统、古城址及作坊遗迹，各类遗
迹点总数达百处以上，呈现出“小聚居、大分散”的
分布格局。

根据史书记载，又对照大量出土汉简，且经碳
14 年代测定，专家认定尼雅遗址内存在自西汉、
东汉直至魏晋时期的文化遗存。1995 年王公贵族
墓地的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物清晰地昭示：精绝绿
洲城邦与汉、晋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
关系十分密切。

此次《尼雅·考古·故事——— 中日尼雅考古 30
周年成果展》中，有一方边长仅 2 厘米的方形“司
禾府印”，精致中透出深刻内涵。

“司禾”，顾名思义，与屯田相关。据史料记载，
西汉政府在丝绸之路沿线广泛屯田，屯田部队有
警时为军，平时则屯垦务农。这一政策得到各绿洲
城邦一致拥戴。

“泰始五年(269 年)十月戊午朔廿五日丁丑敦
煌太守……”“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
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奉。”这些出
土汉文木简，以及“司禾府印”均显示，精绝城邦虽
小，但地居丝绸之路南道要冲，重要性不可忽视，
历史上曾设有“司禾府”，统率部分屯田士兵，在广
袤的尼雅河谷择地垦殖。

“汉人甘支”“牛跑到乌实特之汉人处”……这
些内容残缺的木简，透露了一点历史信息：在汉晋
时期的精绝绿洲上，迁入有中原居民，与当地人一
道为“丝绸之路”畅通、绿洲建设奉献汗水和力量。

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始，“丝绸之路”就是一
条贯通东西的交通大动脉。它始于长安，经由河
西走廊，横穿新疆，越葱岭，经波斯，最终抵达地
中海东岸的罗马。可以想见，地处古丝绸之路南
道交通要冲的“精绝”，西通于阗，东往鄯善，必然
见证了古“丝绸之路”文化、贸易交流的盛况，也曾
繁盛一时。

展品中有大量汉风遗物。如“王侯合昏千秋万
岁宜子孙”锦衾、“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鸣枕、
“金池凤”锦袋、“登高明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恩
泽万岁”锦，经专家鉴定多为蜀锦。光可鉴人、图案
变幻的铜镜，做工考究的漆器、带“王”字字样的带
流陶罐等，无不显示“精绝故地”与中原密切的物
质交流。

据新疆博物馆介绍：这些物品，或是随着“丝
绸之路”上开展贸易的骆驼商队被带到这里，或是
中原王朝的赏赐品，或是“精绝国”派遣的侍子由
中原带回。而晶莹剔透的玻璃器，艳丽的玛瑙、珊
瑚等，显示这里不光与中原王朝政治、经济、文化
关系紧密，同时也受到了贵霜及波斯萨珊文化的
影响。

大量考古调查极其生动地揭示了一段历史：
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要冲，历来是各民族共同
开发建设和拥有的地方；历来是多民族聚居，多
元文化荟萃交融，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

留下丰厚遗产

尼雅遗址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揭示出古代尼

雅人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宗教文化观念，以及
与周边地区的交流联系，是极为珍贵的人类文化
遗产。

面对这些出土文物，人们眼前仿佛出现了千
余年前，在位于古代“丝绸之路”南道交通必经之
地的精绝绿洲，古人们生气勃勃的生产生活和文
化交流盛况。

遥想昔日精绝故地，尼雅河尚未缩短，来自
昆仑山的雪水浇灌滋润了两岸的农田果园，人们
种植小麦、糜子、葡萄、桑树，纺纱、织造毛毯，烧
制各类陶器。饮食时，喜用胡杨木挖削而成的木
勺、木碗。农耕之余，也饲养羊、骆驼、马，从事狩
猎活动。

横跨两岸的大桥上，满载货品的骆驼商队上
上下下，那些风尘仆仆、走南闯北的客商，在大家
的热切期盼中，带来各种奇珍异宝，也带来思想的
交流。

如今，走近尼雅遗址，仍能轻松辨认出遗址的
“地标”——— 佛塔遗址。

虽已遭严重风蚀，专家凭借发掘物的线索，复
原了当时佛教自印度一路东传后在这里兴盛的
“拼图”——— 佛教传到这个绿洲城邦后，渐渐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信众，人们在整个家园的中心地带，
营建佛塔、寺院、僧房，描绘壁画，民居住宅、广场、
林带紧密围绕在佛塔周围，通往寺庙的道路上善
男信女络绎不绝。

东汉明帝时，“精绝”再次在史书露面，其时已
“为鄯善所并”。鄯善为丝绸之路南道另一绿洲城
邦，公元 5世纪灭亡。

据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唐初，“精绝国”
已成废墟。玄奘在西行取经途中路过这里，描述
所见时写道：“泽地热湿，难以履涉，芦草荒茂，无
复途径。”

专家根据尼雅遗址出土的汉文、佉卢文木简
资料及相关文献材料，推断尼雅遗址，可能在 4世
纪末至 5世纪初，被废弃并成为沙埋遗址，消失在
历史尘烟里。

佉卢文又称驴唇文，据专家考证，使用的年
代约为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5 世纪，起源于古
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后来，这种文字主要
通行于鄯善、于阗和龟兹等塔里木盆地绿洲城
邦，用于书写公文、书信、契约、宗教典籍等。表明
古代印度文化因素曾在这些地区占有一定地位。

正是从部分出土的佉卢文文书记载中，专家
和学者发现，昔日精绝，经常遭到苏毗人侵掠。

“精绝”最终消失是否与此有关？对此，学界研
究尚无定论。

于志勇在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活动中担任
中方领队，长期致力于尼雅遗址研究。据他介绍，
依据目前调查、发掘所掌握的情况，可以清楚地发
现，尼雅遗址地处内陆干旱荒漠地区一相对独立
地理单元的绿洲上，昔日，这里的人民繁衍生息就
仰赖于母亲河——— 尼雅河的赐予。从当时每一区
建筑址周围几乎均设有防御风沙的篱笆墙，以及
一些建筑址之间的道路两侧也设置篱笆护栏栅来
看，昔日这里的绿洲生态环境已很脆弱，防风沙设
置已广泛应用。在历史上尼雅河水流量非常大
时，是一个草木繁盛的绿洲，而随着河水不断退
缩，整个绿洲渐渐萎缩，最终被迫放弃。

“精绝”绿洲的盛衰往事

徐学江、隋丽君

安徽马鞍山以“钢城”著称，是中国十大钢铁
基地之一，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火车轮毂生产
基地。但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它还是一座“诗城”。
李白晚年长期在今天的马鞍山一带生活，并终老
于此，留下许多名篇和传说。近 30 年来，马鞍山年
年举办国际吟诗节，民间充满浓厚的诗歌氛围，被
中国诗歌学会誉为“中国诗歌之城”。这一“刚”一
“柔”的两种品性，赋予这座江南城市无限的魅力。

马鞍山市的采石矶公园，是以李白为主题的
一座巨大的公园。公园建在市区西南约 5 公里长
江之滨的翠螺山(牛渚山)上。此山海拔 131 米，像
一只巨型碧螺浮在水面。公园内茂林修竹掩映着
条条石子路，通向与李白相关的各个景点。

太白楼(也称谪仙阁、唐李公青莲祠)是公园内
标志性的景观之一。它背靠翠螺，浓荫簇拥，是一
座壮观的古建筑。与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合称
为江南“三楼一阁”，虽不如另三者雄伟，却也别具
一格。这座高 18 米、长 34 米、宽 17 米的三层建筑，
是为纪念李白而建，初建于唐元和年间(806-820
年)，原名谪仙阁，距今已有 1200 年。清雍正八年
(1730 年)重建，改名“太白楼”。进门檐下石壁嵌有

一块记载李白生平的碑文，大厅迎面屏风绘有李
白游踪图。楼内藏有李白手书拓本和各种版本诗
集，以及历代名士文人留下的与李白相关的诗文。

从太白楼沿石子路继续前行，走到尽头便是
采石矶。它鼎鼎大名，与南京燕子矶、岳阳城陵矶
合称“长江三矶”，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时
期，南宋与金兵曾发生著名的“采石之战”。我们踏
着层层石阶一直下到采石矶的底部——— 石头上刻
着“大脚印”的地方，传说那是明朝开国大将常遇
春攻打太平(当涂)时，持盾挺枪从江上纵身跃上
石崖而踏出的脚印。我们看着背面和侧面的悬崖
峭壁，俯视眼下湍急的江水，不禁想起李白脍炙人
口的诗句“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
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海潮南去过浔
阳，牛渚由来险马挡。”

采石矶相传是李白酒醉赴水中捉月而溺亡之
地。采石矶上面有块石头，刻着“捉月台”。这种传
说大概是后人杜撰，为诗人的死因增添些许神秘。

三元祠也是采石矶的一景。它是建在采石矶

最大天然石洞之上的一座古建筑，傍山临水嵌在
崖壁间，下落无地，如自水出，令人目眩。

翠螺山顶有崇祯十五年(1642 年)修建的一
个象征繁荣昌盛的亭阁叫“三台阁”。李白墓在距
马鞍山市区 20 多公里的当涂县境内，从采石矶前
往约 40 公里。

李白墓园的大门是座高高的青石牌坊，上书
“诗仙圣境”四个大字。墓园背靠青山，面向长江，
树竹茂密，环境清幽。园内有李白墓、李白祠、享
堂、诗廊、碑林、眺青阁等，辟有水池、亭榭、小桥、
仿古徽派屋舍。水池边立有一尊李白高举酒杯、神
态潇洒的白色雕像。碑林由 100 多块书有李白诗
篇的石碑构成。李白祠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供奉
李白汉白玉像，古今楹联以及重修李白墓碑记，包
括珍贵的南宋孟点所书“大唐翰林李公新墓碑”，
翔实记载了李白的生平、家世和诗歌成就。

坟墓占地 50 多亩，墓形后圆前方，冢高 2 . 8
米，冢径 4 . 2 米，墓碑上刻写“唐名贤李太白之墓”，
据传这几个字是杜甫手笔。据介绍，李白墓是唐元

和(817 年)所修，1200 年来共经过 13 次维修。
马鞍山是李白的终老之乡，绝笔之地。他钟情

于这里美丽的山川，在此地写下 60 篇不朽的诗
文。马鞍山也是历代诗人墨客的流连之地，孟浩
然、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曾巩、王安石、李之仪等
600 多位著名诗人都曾栖居于此，留下上千首名
作。据介绍，周兴嗣的《千字文》、刘禹锡的《陋室
铭》、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李之仪给倾心的歌
伎杨姝当面写下的《卜算子》均产生于这片土地。

马鞍山还是楚汉相争的最后战场，江北岸的
乌江亭就是项羽战败后自刎的地方。连“马鞍山”
地名相传也是项羽坐骑乌骓马在江中翻滚自戕甩
飞的马鞍落地化山而来。

这样丰厚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对今天的马鞍山
来说是个巨大的宝库。从 1989 年起，每年重阳节前
后马鞍山都要举办一次“中国国际吟诗节”，2005年
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李白诗歌节”。

每年的诗歌节，名家荟萃，一大批来自海内外
的作家、诗人、学者聚会交流，形成一道独特的文
化风景线。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激发了普通市民的
创作热情，涌现一批又一批“草根诗人”。目前全市
有 6个诗歌团体，其中“太白诗社”有 500 多成员，
国家出版诗集 10 部，个人诗集 20 多部。马鞍山的
诗歌节也促进了诗歌研究的发展。

马鞍山这座工业城市因诗歌而焕发出自然与
人文交融的异彩。

李白终老处，项羽叹江东

史书中记
载的“精绝国”
到底在哪里 ，
为 何 突 然 消
失？是什么样
的古代文明 ，
竟长期掩埋在
我国最大的沙
漠之下？

走走读读

沈恩孚

我是金山区
漕泾蒋庄人，中
学时在松江三中
读书。从蒋庄到
松江，现在很方
便，有公交松卫
专线。但当时很
麻烦，要么走水
路，乘汽油客轮，
到 松 江 票 价 7
角；要么走陆路，
步行 12 里到亭
林，然后乘车到
米市渡，摆渡过
黄浦江，再乘车
至松江汽车站，
全程汽车加轮渡
票共 4 角 6 分。

走陆路省钱，即
使步行辛苦，我
们还是愿意走陆
路。

于是，米市渡成为我们上学时的必
经之地。我们当时尚小，未曾见过世面，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河，江面开阔、对
岸遥远、巨浪翻滚，既心生畏惧，又感到
惊讶和神奇。这样的大河怎么过得去？
当然得靠摆渡。远远看见渡轮开过来
了，我们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这样，连
续三年，我们与米市渡结下了不解之
缘。

初中毕业后，我被位于浦东大道的
第六师范学校录取。漕泾到六师，先要
经过西渡至闵行，到徐家汇穿过市区
后，在外滩又要摆渡至陆家嘴。上学路
上，同一条黄浦江，要来回摆渡两次。师
范四年，我又与西渡和外滩轮渡结下了
不解之缘。

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把上海一
分为二，惠泽着左右两边的每一寸土
地，使上海欣欣向荣。但如何方便市民
过江，给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提供交
通上的支持，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在
当时的情况下，人们能想到的只能是用
船只来渡人渡物。一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
初，这始终是解决过江问题的唯一方
式。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发展犹如跨
上了千里马，一路绝尘。过江迅速摆脱
了对船只的依赖，代之以先进的桥梁和
隧道。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黄浦江大桥
(即松浦大桥)建成通车。这是黄浦江上
第一座大桥，是上海一件了不起的大
事。大桥凌空而起，气势恢宏，分上下
两层，上层是公路，下层为铁路。我们
站在高高的大桥上，江水在脚下缓缓
流过，各种船只左右穿梭，一派充满生
机又繁忙的景象。黄浦江已没有了先
前的宽阔和可怕，而像一个温柔苗条
的女子，正辛勤地哺育着两岸的人民。

这座大桥的建成，标志着千百年来在
黄浦江上一统天下的渡船，开始逐步
退出历史舞台。

1991 年 11 月，南浦大桥落成。这是
一座双塔双索斜拉桥，形态新奇美观。

两座呈“H”型的主桥塔高入云霄，两边
斜拉索像 4 张巨大的渔网，悬挂在空中。

我和几个好友乘着电梯，来到桥面，细
看桥上的每一个部件，欣赏浦江两岸的
无限风光。邓小平题写的“南浦大桥”四
个红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浦西
的引桥设计成螺旋形，像一只巨大的海
螺蹲居在桥头。我们生平第一次见到这
样奇特而美丽的大桥，对祖国建设取得
如此巨大的成就，感到由衷的自豪。

自此以后，几乎每隔两年，就有一
座独具特色的大桥横跨在黄浦江上，有
杨浦大桥、奉浦大桥、徐浦大桥、卢浦大
桥、松浦二桥、闵浦大桥、闵浦二桥、松
浦三桥……

1971 年 6 月，黄浦江底的第一条越
江公路隧道，即打浦路隧道，建成通车。

这表明，为了更好地连接黄浦江两岸，
上海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把江面上
的大桥建设和江底下的隧道建设同时
推出，齐头并进。

1988 年和 1996 年，延安东路越江
隧道南北线分别建成通车。这条隧道位
于市中心，是连接浦东浦西两岸的主要
通道。我有时到浦东去，汽车经过的也
大多是这条隧道。浩瀚的江水在头顶流
过，万吨的巨轮在头顶开过，自己竟浑
然不觉，真是不可思议。

接着，外环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
东路隧道、翔殷路隧道、上中路隧道、人
民路隧道、新建路隧道、龙耀路隧道、军
工路隧道、西藏南路隧道、长江路隧道
等相继建成通车。非车辆的隧道还有外
滩观光隧道和西藏路电力隧道等。过江
的地铁，实际上也是一种隧道。黄浦江
底下的隧道远远超过江面上的大桥，数
量多得惊人。

大桥造了，隧道挖了，大河两边的
交通便捷了，原来的轮渡必然萎缩了。

我现在如果去松江，绝对不会再到米市
渡去摆渡，一部公交就可直达松江。同
样，我现在如果去浦东，也不必再来回
摆渡了。我与轮渡之“缘”已解，而与大
桥、隧道之“缘”又结。据说，原来 20 多条
对江轮渡线中，现在只剩下四五条还在
发挥作用，其余的都淘汰了。这是好事，
说明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民在
富裕，祖国在强大。

告
别
﹃
米
市
渡
﹄

变变迁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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