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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郑州 9 月 4 日电
（记者史林静、吴刚）良渚遗址
神人纹玉琮、二里头遗址镶嵌
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三星堆
遗址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为展现中国考古百年足迹和丰
硕成果，“繁星盈天——— 中国百
年百大考古发现展”日前在郑
州面向公众展出，来自国内不
同 区 域 的 代 表 性 文 物 集 中
亮相。
　　据了解，本次展览以“百年
百大考古发现”为主线，通过中
国百年来 100 处考古发现出
土的代表性文物，集中展示中
国考古百年发展历程和取得的
辉煌成就，展现中华民族悠久
的历史和灿烂的物质精神文
化，并带领观众探索东亚人类
起源、中华文明探源、夏商周青
铜文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
成与发展等历史问题。
　　据介绍，展览选取的全国
100 处考古发现，在中国考古
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
作用，其中旧石器时代遗址 5
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33 处，夏
商周遗址 25 处，秦汉及以后遗
址 37 处。同时推出的还有“文
明的渊薮——— 河南百年百大考
古发现展”，展示河南地区百年
考古一系列重大发现。
　　两个展览汇集全国文博力
量，共有 21 省份 79 家考古文
博单位共同参展，展出来自全
国的 889 件/组精品文物，其
中一级文物达 115 件/组，部
分文物为考古发现后首次面向
公众展出。展览于 9 月 2 日在
郑州博物馆（文翰街馆）面向公
众开放，展期 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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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物 里 的 黄 河 文 化
　　 9 月 1 日至 4 日，第九届“中国博物
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简称“博博
会”）在河南郑州举行。
　　本届“博博会”主题为“新时代的博物
馆：创新·发展·传承”，来自全国各地的
437 家博物馆集体亮相，纷纷“亮宝”。展
会期间，牙雕蚕、牙璋、妇好鸮尊等一众河
南文物精品，也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徜徉在博物馆中，触摸历史脉络，感知悠久
灿烂的黄河文化。

牙雕蚕：丝帛文明由此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养家蚕、缫丝织
绸的国家。早在黄帝时代，就流传下“嫘祖
始蚕”的故事；大约在战国时期，古希腊人
已称中国为“丝绸之国”；到了汉代，随着丝
绸之路的开通和兴盛，丝绸成为中华文明
的标志之一，传向世界各地。
　　对于中国桑蚕和丝绸起源及发展历程
的探索和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点
课题。
　　这件牙雕蚕出土于距今约 5300 年的
郑州双槐树遗址，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长
6.4 厘米，宽不足 1 厘米，厚 0.1 厘米。其
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是迄今为止中
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对探寻

“中国丝绸起源”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在我国多个史前遗址中，都发现了丰

富的与蚕、丝绸相关的考古实证材料，但仍
有关键问题有待厘清：这些蚕究竟是野生的
还是驯化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顾万发表示，“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双槐树遗址发现的大量农作物和正在
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
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充分证
明在距今 5300 年左右，中原地区已开始驯
化家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
科学家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
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
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牙璋：擘画夏朝的广域王权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
馆内，一场集纳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牙
璋并展示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中华牙
璋文化”专题展正在进行。
　　在夏朝晚期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
址，发现有 4 件玉牙璋。与绿松石龙形
器、乳钉纹铜爵等知名文物相比，牙璋的

“长相”似乎过于“平淡”：通常呈扁薄长条
形，柄部有孔，前端有凹弧刃、Y 形刃或斜
平刃，在璋身与柄部相接处的两侧边缘，
有凸起的扉牙。
　　但细论起来，它背后蕴含着夏王朝的
影响力密码——— 在距今约 3700 年前，其

广域王权政治制度就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
内波及，也将文明的种子远播各地。
　　“根据现有的考古实证材料，牙璋的出
现最早可追溯到距今 4000 多年前。”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
赵海涛表示，早期牙璋尺寸较小，造型也较
为简单。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牙璋向器
体尺寸大型化、扉牙形象龙形化、用途功能
礼器化转变，成为代表等级身份的重要礼
器。更重要的是，从中原地区向南，在湖
北、湖南、四川、广东、福建、香港甚至越南
北部等地区，二里头风格的牙璋频频出现，
呈现出一种大范围、跨地域的传播姿态。
　　有学者指出，二里头牙璋向周边广阔
地区传播扩散的路线能清晰表明，当时中
华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王朝认
同、文化认同和礼制认同的格局面貌。

妇好鸮尊：回望青铜时代的巅峰

　　在第九届“博博会”河南展区的文创展
台上，考古盲盒、宝物巧克力、冰箱贴、天气
瓶等一系列围绕妇好鸮尊 IP 打造的文创
产品琳琅满目，让一众参观者忍不住先

“买”为敬。
　　出自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妇好鸮
尊，距今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是目前为
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鸟形铜酒器，也
是商朝晚期青铜器代表作之一。

　　它呈昂首挺立的鸮形，头顶羽冠，两
眼圆瞪，双翅并拢，粗壮的两足与下垂的
宽尾构成三个支点，不仅造型新颖，而且
通体装饰了兽面纹、蝉纹、夔龙纹、盘蛇
纹等纹饰，极尽华丽。
　　妇好鸮尊所处的商朝晚期，青铜制
造业高度成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鼎
盛期。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多，器
类也极其丰富，如以鼎、簋、觚、爵为代表
的礼器，铙、铃为代表的乐器，钺、戈为代
表的兵器等，涵盖方方面面。”据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
站副站长何毓灵介绍，仅妇好墓中出土
的青铜器，就有 468 件。
　　另一方面，商朝晚期青铜器在艺术表
现和美学价值上也达到巅峰，通常以大量
复杂纹饰装点，整体呈现出既夸张神秘、
富有生气，又不失厚重庄严的审美取向。
　　最重要的是，此时的青铜器已经成
为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
反映，以“礼”之名，彰显统治者的权威、
意志与力量。何毓灵表示：“这种礼制文
化，正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之一”。
　　一件件精美的青铜器，无声昭示着
曾经的璀璨辉煌。虽然青铜时代已经远
去，但其留下的余韵，仍旧氤氲在历史的
烟云中。   (记者桂娟、袁月明)
      新华社郑州 9 月 4 日电

　　新华社台北 9 月 3 日电（记者岳夕彤、齐湘辉）“临古开
新，共书辉煌——— 西安碑林海峡两岸临书展”3 日在台湾南投
开幕，展出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名碑拓本和两岸优秀书法作
品，搭建两岸以“书”会友的平台。
　　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展出 20 件两岸名家墨宝和百余件民间
书法作品，涵盖了隶篆草行楷等书体。展出作品以临写西安碑林
博物馆所藏历代名碑为内容，2021 年首度面向两岸各界人士征
集，由两岸专家共同评选，来自台湾的 50 件临书作品获奖。
　　当天的开幕式为台湾的获奖者代表颁奖。来自台中的施
承佑以一幅临《曹全碑》隶书作品获得一等奖。他说，书法人可
以通过笔墨进行交流，“正如临帖是在和古人先贤交流，通过
观摩其他获奖作品、感受他们的笔触和技法，我和大陆同胞有
了交流，这种交流方式更内敛，也更长久”。
　　本展览还精选十件西安碑林博物馆名碑原拓复本，包括
颜真卿的《多宝塔感应碑》、张旭的《肚痛帖》等，希望加深台湾
民众对碑林文化的认知，搭建两岸交流的新平台。
　　开幕式以视频连线方式在北京、西安同步进行。陕西省文
物交流协会名誉会长罗文利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书法艺术不
仅是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也是凝聚两岸情谊的纽带。北京分
会场上，来自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书法班的
小朋友现场展示了他们的书法作品。
　　台湾中华翰维文化推广协会理事长陈春霖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书法是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载体之一，文字笔墨可以沟
通心灵，书法交流在当前两岸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希望借此
活动重新点燃人们对书写的热爱，激活其背后承载的文化意涵。
　　主办单位还策划了“集帖趣——— 干拓体验”“不平凡印
记——— 钢印体验”“书体九宫格——— 拼字体验”等互动体验活
动，并设置两场以西安碑林及书法艺术为题的讲座，希望让观
众对中华书法艺术产生兴趣，领略书法之美。
　　此次活动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西
安碑林博物馆、台湾中华翰维文化推广协会共同主办。该展将
持续至 10 月 30 日，此前曾于 6 月 18 日至 7 月 3 日在台北
展出。

  ▲ 9 月 4 日，参观者在“繁星盈天——— 中国百年百大考
古发现展”上观看展品“高级铠甲军吏俑”。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以“ 书 ”会 友
西安碑林两岸临书展亮相台湾南投

　　村口的广场上，屹立着以几本书卷为
造型的雕塑，书页如同凤凰展翅的羽翼。
一组喜庆丰收群雕立在书本之下——— 耕作
的牛、成担的谷子、喜悦的笑颜，刻画了中
国农民对丰收的美好期待。
　　这里是人民作家周立波的故乡——— 湖
南省益阳市谢林港镇清溪村。走进这一被
誉为“文学之乡”的村庄，仿佛走进一幅画
中：夏日晴空白云，溪水汩汩而流，田垄相
连，被绿树环抱的农舍令人心生向往，几只
鸟儿从空中掠过，鸡鸭悠闲踱步觅食。
　　“我从小受父母影响，听村里口耳相传
周立波的故事，是他的‘追随者’。”清溪村
党总支书记贺志昂说。如今，贺志昂能流
利背诵周立波在作品《山乡巨变》中描绘家
乡景色的句子。在他看来，《山乡巨变》是
用乡间的语言，记录乡间文化和时代实践
的结合。
　　“我们要把周立波笔下的生态景色维
护好。”贺志昂介绍，2018 年以来，清溪村
启动提质改造，对空间结构重新进行科学
规划、整体开发。
　　经过一系列改造，村里目前打造了连
环画长廊、清溪荷塘、立波梨园等 20 多个
景点，开发了精品民宿、清溪剧院、映山红
花谷等优质旅游项目。村民们也得以实现
在家门口就业。
　　贺志昂粗略统计过，近 3 年间，村里
返乡创业的超过 200 人。“90 后”创业青
年邓旭东 2019 年回乡，现在从事种养殖
行业，产业小有规模。他还有个副业———
农村“网红”，通过拍摄视频来宣传家乡美

景、传播益阳文化、直播带货助农、展现新
农人的精神面貌。
　　在邓旭东看来，帮助农民、为家乡作贡
献，很有成就感。“清溪村变化一年比一年
大，我之所以返乡创业，一方面是认为自己
要参与到家乡建设的过程中来，让清溪村
和益阳市得到外界的更多认可；另一方面
是农村的发展前景很广阔，结合以文化为
导向的文旅发展，我们年轻人大有可为。”
　　农村妇女刘胜男的擂茶馆就开在周立
波故居不远处，主打益阳特色擂茶和小吃。
随着村里旅游设施的完善，游客逐年增加，
小店现在每年利润超过 10 万元。
　　许多游客参观完周立波故居后，会来
这里歇歇脚，喝茶聊天。开店 6 年多来，
她的擂茶价格没有变过，一直都是 5 元
一杯。

　　开店给刘胜男的生活带来很多变化。
“过去我基本没有收入，现在不仅经济上有
了很大改善，生活也很充实，每天照看、打
理店面，送擂茶外卖，有很多事情做。”
　　硬件设施的改善让村民生活质量有了
保障。在刘胜男看来，2018 年景区开始
提质改造后，村里变化明显。绿化、景观、
道路等整体环境都有了很大改善。
　　周立波的堂侄周宾兴说，“周立波伯伯
曾跟我说过，‘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大有作
为’。”
　　周宾兴也感受着新时代的“山乡巨
变”。他说：“大家有了文化生活，我们在清
溪剧院看歌舞剧、花鼓戏，村民一起跳广场
舞，逢年过节开办灯会。现在大家把心思
和精力放在怎么让自己家里发展好，让村
里发展好，也很关心国家大事。”
　　 20 世纪 50 年代，分得了生产资料的
农民对未来萌发出无限向往。周立波将它
们定格在《山乡巨变》里———“我要经我手
把清溪乡打扮起来，美化起来，使它变成一
座美丽的花园……”
　　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泛清溪旅游
带”已初具雏形：当地以周立波故居所在的
清溪村为核心区，将周边片区纳入，着力推
进农业与旅游、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构建
起乡村旅游和现代休闲观光旅游体系。
　　如今，在湖南农村，农机在田野中行
进，游客从四面八方乘兴而来，乡村振兴的
美好图景正如画卷铺展……
  （记者阮周围、张格、刘芳洲、徐瑞青、
赵家淞）      新华社长沙电

清溪村：文旅融合书写新“山乡巨变”

  ▲ 8 月 30 日，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出品的大型马舞剧《千古马颂》在呼和浩特上演。

                         新华社记者贾立君摄
千 古 马 颂

　　左手握壶，右手持笔，
端坐桌前，精心勾勒。方寸
大小的鼻烟壶内壁上，一
幅幅精美的作品在国家
级非遗项目衡水内画代
表性传承人王自勇的手
中诞生。
　　走进位于河北省衡
水市桃城区的习三内画
博物馆，玻璃橱窗内整齐
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内画
作品。气势磅礴的山水、惟
妙惟肖的人物、可爱俏皮
的动物……一件件鼻烟
壶内画作品活灵活现、栩
栩如生。
　　“方寸之内显日月，股
掌之上惹人怜。”这句诗形
容的就是内画。创作时，画
师需要从内径极窄的壶
口伸入画笔，在水晶容器
磨砂内壁上反向绘画。
2006 年，衡水内画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我从 1983 年开始学
习内画，到现在已经 39
年。在父亲王习三的影响下，我从小就喜
欢绘画。1991 年，我大学毕业来到河北
民俗博物馆工作，潜心研究鼻烟壶绘
制。”谈及自己的经历，王自勇滔滔不绝。
　　虽然拥有较好的绘画功底，但对于
幼时的王自勇来说，创作内画绝非易事。
他需要磨炼心性，从画线条开始。10 分
钟、20 分钟、半小时，直到能坚持练习几
个小时，探入黄豆大小壶口的笔尖可以
稳定下来，再慢慢学习画图形、山水和
人物。
　　“运笔、描绘要通过笔杆一样粗细的
壶口反向进行，内画创作对画师绘制技
艺的要求极高，难度也很大。”王自勇称，
内画创作需要全神贯注，如果绘画时手
指稍有颤动，就会前功尽弃。
　　由于鼻烟壶的壶口很小，限制书画
的创作，画师使用的笔都是特制的。铜制
的纤细笔杆顶端是与笔杆成 90 度的笔
尖，作画时，整个笔杆伸进壶口，笔尖与
壶壁要保持垂直。
　　“想要将内画艺术发扬光大，必须与
当代生活相结合，不断创新。”对于衡水内
画的前途，王自勇有自己的看法。他紧跟
时代潮流，从生活中寻找素材、汲取营养，
创作出绿水青山、乡村振兴、抗击疫情、北
京冬奥等题材的内画作品，让鼻烟壶内画
在网上走红，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艺术品要实用化，实用品要艺术
化。要把时尚和实用融入非遗传承。”王
自勇说，为了增强内画艺术的生命力，他
还不断拓展内画的种类，进行产品创新。
　　从开发出第一件内画形式的专利
产品“内画奖杯”开始，王自勇先后推出
了内画首饰、花瓶、茶具、笔筒、钟表等新
型内画产品，他还与企业合作推出内画
定制服务，内画作品不再局限于鼻烟壶
上，而是让内画艺术进入寻常百姓家。
　　“衡水内画是一张城市名片，将这张
文化名片叫响，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努
力。”王自勇称，他至今已培养徒弟 38 人，
希望更多年轻人能耐住性子学习内画，也
希望内画能进一步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
感受这门艺术的魅力。(记者冯维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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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8 月 1 日拍摄的湖南省益阳市
谢林港镇清溪村清溪广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陈思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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