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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巍巍

昆曲、评弹、苏剧“苏州三朵金花”雅韵新
唱，芭蕾、交响乐、民族管弦乐“新三朵花”吐露
芳华，滑稽戏、群文艺术、诗画歌咏“繁星闪
耀”……首届中国苏州江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
节将于 24 日启幕，古韵今风的苏州在江南文化
滋养下分外妖娆。

古今辉映，双面伊人

有一种力量，可以蒸腾千年历久弥坚；有一
种情怀，可以穿越时空愈显温暖。粉墙黛瓦石板
路，小桥流水傍人家。游走苏州古城区的街巷，
常常闪现恍如隔世的感觉。

在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苏州平
江路上，每到夕阳西下时，总能体味到深深的
乡愁：原本坐在桥边休憩的老人们，或拄着拐
杖、或拎着板凳三三两两地回家，放学后玩耍
的孩子围在麦芽糖摊子前久久不肯散去，古色
古香的镂空花窗里隐约传来评弹的曲调……

从姑苏区老城一路走来，十几分钟就进入
苏州工业园区。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昭示，
“白发”苏州依然流淌着新鲜的血液。沿干将路
一路向东，跨过碧波荡漾的护城河，一座高楼林
立、车流不息的现代之城便展现在眼前。东方之
门气势恢宏地矗立在金鸡湖畔，隔湖相望的，是
有着“小鸟巢”之称的苏州文化艺术中心。文化
艺术中心背后，则是最现代化的金融商务区。

古城苏州，近年来在经济稳步增长、民生
协调改善同时，文化保护与传承面临新的挑战。
如何化解高速发展与文化守望之摩擦，留住独
特的江南文化记忆，是苏州必须铿锵作答的时
代考题。

古今辉映的城市面貌，正是苏州延续千年
文脉的一个缩影。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
周乃翔说，2500 多年的文化积淀是苏州的“根”，
只有保护和传承好，才能凝聚这座城市的“魂”。

苏州历经千年，然而今日对照绘于南宋
绍定二年的石刻《平江图》，苏州古城区的平
面轮廓和街巷布局依然如故。苏州碑刻博物
馆馆长陆雪梅说，拿着这张近 800 年前的《平
江图》，在古城区不会迷路，甚至 2500 多年来
苏州的规划，街巷、河道和桥梁至今都可一一
对应。

保护历史文化传统，并未束缚苏州的经
济发展活力。苏州以不到全国 0 . 1% 的土地，
实现了全国 7 . 7% 的进出口额，经济总量更
是位居国内同级别城市首位。

已故两院院士周干峙曾说过：经济发展
到一定地步，人们一定会反过来追求文化。双
面苏州在保护和发展间取得的精妙平衡，实
现了对这一规律的超越。

守正创新，兼收并蓄

5 月 21 日晚，参加第二届江苏发展大会
暨首届全球苏商大会苏州活动的部分嘉宾，
夜游世界文化遗产沧浪亭并欣赏园林版浸入
式昆曲《浮生六记》。在“沈复”“芸娘”的引领
下，嘉宾在园林里流连忘返，聆听唯美曲调，
感受诗情画意。

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说，作为国内首
个浸入式戏曲表演，园林版昆曲《浮生六记》
是苏州进一步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一次成功实践。

保护和传承并非固步自封，而是依托丰
厚的文化积淀，守正创新，打造与时俱进的文
化名片，苏州正是这么做的。

苏绣、玉雕、核雕、明式家具等“非遗”项
目，是苏州传统文化的精华。该市通过保护生
产、完善产品和刺激需求等环节对其进行生
产性保护，探索出适合市场规律的经营模式
并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在“刺绣艺术之乡”苏
州高新区镇湖街道，2 . 3 万人口中，刺绣从业
者超过 9000 人。

今年初，位于竹辉路 298 号的苏州戏曲
传承中心经过改建后焕然一新，正式对外开
放。传承中心已有市评弹团、市锡剧团有限
公司、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市苏剧团有限
公司、市属文艺院团管理中心等单位入驻，
将办成艺术殿堂、城市客厅、百姓乐园。

江南文化传承有声有色的同时，苏州还
兼收并蓄，营造现代艺术的浓厚氛围。通过探
索市、区共建的改革创新建团模式，苏州芭蕾
舞团、苏州交响乐团、苏州民族管弦乐团竞相
“盛放”。

2 月 8 日，苏州交响乐团首次登上纽约
联合国总部舞台，将东方中国、天堂苏州的交
响好声音向全世界传播。1 月 15 日至 2 月
10 日，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开启欧洲巡演，跨
越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欧洲 9 个国家 13
个城市，让 1 . 5 万多名欧洲观众如痴如醉。5
月 2 日，苏州芭蕾舞团大型原创芭蕾舞剧《唐
寅》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上演，这台融合了东
方韵味、西方音乐和现代舞元素的芭蕾盛宴
赢得了当地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苏州芭蕾
舞团艺术总监李莹说，“走出去才能让外国观
众了解我们，了解苏州的文化气息。”

古典文化韵味越来越浓，东西文化交融
越来越深，苏州古今、中外交融的文化生态正
将城市的文化底色不断擦亮。

共建共享，文脉不息

城市空间的保护和再造，是苏州的面孔；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是苏州的灵
魂。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最终目的是惠
及百姓。

近年来，苏州大力建设城乡“10 分钟文
化圈”，推动设施布局从“全设置”走向“全覆
盖”，努力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全市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积已达到 0 . 4 平
方米。去年，苏州开展各类惠民展演展览展示

活动 7 万多场次，为基层、农村送书超过 30
万册，送戏 6000 余场次，公益电影放映近
29000 场。

家住苏州工业园区星汉街的林女士对
“10 分钟文化圈”带来的便利感触颇深。“从我
家往东，过一座金鸡湖大桥，有苏州文化艺术
中心、金鸡湖美术馆，往西走则有凤凰书城、
钟书阁，新城邻里中心里还有图书馆。看书、
看电影、音乐剧，甚至看芭蕾舞，都很方便。”

今年，“文化苏州云”平台正式上线，整
合了文化名家、艺术普及、非遗传承、文化名
录等优质资源和文化活动、文化场馆、文化
消费、文化团队、书香苏州等丰富内容，市民
根据个性化需求便可“定制”文化菜单，手指
轻“点”就能观看演出、报名活动、参观展览
或选购文创产品。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文化苏州云”平
台已积累用户 2 9 . 3 2 万人，浏览量达
1479 . 32 万；累计发布活动 1500 余场，线上
参与人次超 35 万；吸引 679 家文化场馆、
249 家文化消费商家、145 家文化团队入驻，
总交易量超 2611 . 43 万元。

文化共建共享在惠及老百姓的同时，也
在悄然推动苏州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让千
年文脉生生不息。

2012 年，首届苏州创博会举办。7 年来，
这个聚焦创意设计产业及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的展会已经吸引了全球 110 多万文化产业从
业者参与，促成签约项目 2100 多项，招商落
地项目 70 余个，累计交易额达 310 多亿元。
最近获得票房、口碑满堂彩的国漫电影《哪
吒》，其成功的背后便有着苏州动漫企业的
“潜心智造”。

苏州市市长李亚平说，即将举办的首
届中国苏州江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将
进一步坚定苏州的文化自信，提升城市品
位，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也
必将成为苏州文脉传承的新名片。

守“根”聚“魂”，苏州不改浓浓的“江南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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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 2
日电 (记者许晟 、潘清 、桑
彤 )自 7 月 2 2 日开市至
今，科创板运行“满月”。从
首月表现看，市场运行平
稳热度高，以信息披露为
核心的注册制改革成效初
显。业内认为，下一步仍应
坚守定位，保持监管定力，
完善相关制度，护航科创
板健康发展。

市场运行平稳

热度高

科创板运行“满月”，来
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系
列数据，勾勒出这个“满月”
新生儿的整体轮廓。

——— 运行稳。已上市的
28 只科创板个股首月股价
全部上涨，较发行价平均涨
幅为 171% ；进入常态化交
易后个股涨跌幅收窄至
10% 以内；换手率从开市
首日的 78% 稳定降至 10%
至 15% 区间。

——— 热度高。科创板
首月成交额 (含盘后固定
及大宗)合计 5850 亿元，
日均 254 亿元。这意味着
占沪市上市公司总数不足
2% 的科创板，贡献了同
期沪市约七分之一的交易
量。

——— 参与多。近四成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的投资者参
与首月交易，自然人投资者交易占比高达 89% ，专业机
构交易占比 11% 。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科创板开市首月经历了充分
博弈、震荡上涨、回归理性的过程，总体运行平稳。
值得注意的是，刚刚“满月”的科创板也表现出估值

偏高、投机氛围较浓的特征。截至 21 日收盘， 28只个股
中 13只动态市盈率超百倍。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投资者对科
创企业期待较高，科创板标的“供不应求”等因素，推高
了部分个股股价。“尽管处于成长期的科创企业并不能单
纯用传统的市盈率方法估值，但投资者仍需注意规避风
险。”

产融浙鑫财富首席经济学家周荣华说，随着科创板新
股供应的增加，市场回归理性的价值判断，后续科创板股
价大概率将回归基本面，个股表现也将进一步分化。

信息披露监管初显效

一个月以来，企业申报科创板上市的节奏有所放缓。
随着以信息披露监管为核心的注册制产生实效，信披质量
被重点关注。

继首批 25 家企业上市后，本月仅 3 家企业登陆科创
板。除这 28 家外，仅有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
册生效，并已发布询价公告。总体看，科创板上市节奏略
有放缓。

从上交所披露的审核情况看，一些共性问题比较突
出。比如，对科技创新相关事项披露不够充分、企业业务
模式披露不够清晰、科创企业生产经营和技术风险揭示不
够到位、信息披露语言表述不够友好、文件格式和内容安
排不够规范。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姜瑞明认为，上市企业
一定要说清楚技术来源、做好关联方信息披露等，尽全力
做到信披的充分性、一致性和可理解性，不要抱有侥幸心
理。

此外，市场认为，目前的受理企业基本反映了我国科
创企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科技公司具有的高成长、强研
发、稀缺性发展规律相吻合。

截至 21 日，科创板累计受理企业 152 家。其中，新
一代信息技术 57 家、生物医药 34 家、高端装备 28 家、
新材料 14 家、节能环保新能源及其他行业共 19 家。目前
受理企业近一年平均研发投入占营收比 11 . 45% 。

坚定市场化护航科创板

科创板运行“满月”，一些新动向也逐渐清晰。业内
认为，科创板应保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与定力，对违法违
规行为采取严厉监管措施同时，做优科创板生态。

严监管在科创板已经得到体现。这一个月，上交所共
发现 8 起异常交易行为，包括 5 起拉抬打压股价类、 3 起
虚假申报类异常交易行为，并及时采取了书面警示的自律
监管措施。

“放手市场的同时，需要监管跟上。监管不仅要及时
处罚违规行为，也要及时公告违规行为，给市场更明确的
信号。”原知名投行人士王骥跃说。

一些制度也需要优化完善。“科创板要持续推进再融
资、并购重组等规则的制定，尽快明确市场预期，构建科
创板制度优势，并帮助科创企业用足用好新制度新安排，
支持科创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王骥跃说。

发行节奏也要跟上。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
长董登新建议，要加快优质科创板公司的发行上市节奏；
鼓励科创板公司采用已有的超额配售选择权，增大自由流
通股的供给；进一步活跃融券市场，鼓励增加券源供给，
促进科创板股票供需平衡。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认为，未来科创板要坚持市
场化和法治化原则，继续深化对科创公司的规律性认识，
完善相关规则并严格执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同时，尽快
优化形成支持科创企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新华社成都 8 月 22 日电（记者童芳）作
为长江上游文明中心的三星堆，是中华文明
“满天星斗”中最神秘的那颗星辰，目前已发
掘的面积仅为千分之一左右。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近日向记者透露，已经制
定了新的三星堆考古发掘研究计划，接下来
将重启对三星堆遗址的深入调查、勘探与发
掘，进一步揭示三星堆神秘古国的真实面目。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三星堆最早被人们发现是 1929 年，但
真正让人知晓是上世纪 80 年代：大批珍贵
文物出土，叹为观止，被誉为“20 世纪人类
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的发现和认知
过程，既是几代考古学家锲而不舍的追求，
又极具传奇色彩。

1929 年，在成都北边广汉南兴镇，一个
笃信道教的秀才燕道诚和儿子燕青保在家宅
旁挖沟，没想到一下子挖出 300 多件玉石器。
1934 年，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
组织考古队在已发现疑似玉石器“窖藏”的附
近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发掘，共出土陶器、石
器、玉器等 600 多件文物。

遗憾的是，学术界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遗址
的价值，以至于 1949 年以前再未组织有效的
考古发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冯汉骥先生
的带领下，童恩正、沈仲常、王家祐、杨有润、林
向、张勋燎、宋治民、马继贤、王有鹏等先生相
继参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工作，三星堆被认为
是已发现的古蜀国最重要的中心遗址。

巨大的惊喜在 1986 年到来，三星堆“两
坑”(两个祭祀坑)突然现世：大型青铜立人、
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神像、黄金面罩、金
杖、大量玉器和象牙不断出土，轰动国内外。
张爱萍将军题词称三星堆：“沉睡三千年，一
醒惊天下”。

主持发掘“两坑”的两位考古学家被称为
“二陈”———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陈德安
和陈显丹。据陈德安回忆，1986 年 7 月 18 日
上午 9 点左右，附近砖瓦厂工人风风火火地
闯进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办公室说：“陈老师，烧
砖取土挖出东西来了，有铜的、石头的，还有
刀，很漂亮的刀。”

陈德安和陈显丹等人立马赶到现场，把
砖厂工人扔在地里的东西拼起来才发现，称
作“刀”的东西原来是玉戈、玉璋之类。

很快，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始了考古发
掘，“一号坑”里陆续发现金杖、金面罩、青铜
人头像、玉石器等文物，一共出土了铜器、金
器、玉器等珍贵器物 420 件，象牙 13根。

8 月上旬，一号祭祀坑发掘工作进入尾
声，众人还没从巨大的惊喜中回过神来，二号
祭祀坑又突然出现了，同样让人惊叹不已：青
铜大立人、青铜神树、数尊贴黄金面罩的青铜
人头像、大量玉石器。

重新认识中华文明

“三星堆的发现，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
论问题，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否仅局限于
黄河流域？”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说。

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学界占主导地位思
想的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在黄河流域，但是，
随着长江流域包括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重
要遗址发现，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
新的认识。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以三星
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在夏商时期已进入“古
城、古国、古文明”阶段，“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
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后来成了学
术界共识。

在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青铜尊、罍以及
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一致，显
示三星堆具有中华文化的共同属性。而迄今
全世界发现的年代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
树，国内现存年代最早、最大、最完整的青铜
立人像，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青铜纵目面具等
造型奇特、大气恢弘、内涵丰富的古蜀王国杰
出“作品”，既昭示古蜀文明的辉煌灿烂，也彰
显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在记录中国古代神话的《山海经》里，有
屹立于东方和西方的“扶桑”“若木”神树。三
星堆的巨大青铜神树，把古代中国“宇宙神
树”展现出来，成了远古神话最直观“实物样
本”，完美诠释了千载传唱的关于“神树”“十
日”和“太阳鸟”的美丽传说。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有鸟、弓箭、
鱼和戴冠人头像图案。有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代
表王权的“图腾”，可能与传说中的古蜀王———

鱼凫王有关。三星堆金杖、金面具、青铜人像等
在黄河流域鲜见，也与埃及、西亚、中亚等地区
的出土文物判然有别，这是古蜀王国对“众神”
极具想象力的艺术表达。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深刻地参
与了中华文明体系的构建，通过南方丝绸之
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三星堆将中华文明与东
南亚、西亚甚至更遥远地区文明紧密连接了
起来。”唐飞说。

你看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三星堆考古发掘和
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然而人们所能看见的只
是很少一部分，还有更多待解之谜。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教授
说：“世界青铜文明中，三星堆无疑非常耀
眼，但还有大量考古工作要做，宫殿区、祭

祀区乃至王陵都应积极去探索。”
“由于遗址规模较大，发掘面积实在

太少，许多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如古
城重要建筑性质不明，高等级墓葬未见
任何迹象，是否存在与金沙类似的祭祀
场所，等等问题均需一一面对，开展工
作。”唐飞说。

专家们坚信三星堆还将有大发现。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
站站长雷雨对记者说：“‘蚕丛及鱼凫，开
国何茫然’，一部辉煌古蜀王国的历史，其
中到底有多少美丽动人、浪漫传奇的故事
发生在三星堆，令人着迷，引人探索”。

图：三星堆遗址俯瞰图(资料照片)。 图：贴有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4 月 27 日摄）。 图：三星堆二号祭祀坑(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你你从从哪哪里里来来，，三三星星堆堆？？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