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篇章：欲穷千里更上楼

山西博物院晋侯鸟尊：

精美绝伦的国之瑰宝

晋侯鸟尊是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于2000年出土于山西曲沃
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它高 39厘米，长 30.5厘米，宽 17.5厘米，是西周
中期的一件用来装酒的祭祀礼器。

之所以成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首先是因为它外形独特，在
周朝时，人们认为凤鸟有吉祥寓意，所以喜欢在青铜器上装饰凤鸟纹
饰，但把凤鸟完全做成立体形状的器物并不多，因此鸟尊尤为珍贵。
由于受到盗墓者的破坏，晋侯鸟尊出土时身体已支离破碎受损严重，
之后经过北京大学的文物修复专家修复，才得以重现本来面目。

从外形来看，晋侯鸟尊如同一只昂首挺立的凤鸟，全身布满精致
美丽的花纹，充满厚重的青铜质感。在凤鸟背上，还有一只小鸟静静
相依，这是鸟尊器盖上的捉手，鸟尊在凤尾位置下设一象首，象鼻内
卷上扬，与凤鸟的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身上的九字铭文“晋侯
作向太室宝尊彝”象征着鸟尊的非凡身份。

晋侯鸟尊不仅是西周青铜艺术的杰作，更是见证大国沧桑的国
之瑰宝。它曾陪着第一代晋侯燮父长眠地下三千年，目睹了一场又
一场盛大的王室祭祀，也见证了一个个新生国家欣欣向荣的气象。
如今的它静静地伫立在展架上，等待着你、我、他来一场跨越千年的
深情对望。

本报记者 杨丽萍

供图：山西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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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遗址都是青铜文明
具有代表性的遗址

记者：从三星堆出土文物看到，其中
不少与二里头文物几乎“同款”，两个遗
址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又各自具有哪些
特征？

赵海涛：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市
偃师境内，遗址现存面积 300 余万平方
米，是迄今发现的距今 3700多年前东亚
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1959年至今
的考古发掘表明，二里头遗址呈现出明显
的“王朝气象”，目前已发现大规模的宫殿
建筑群和宫城、“都邑”中心区主干道网以
及官营作坊区等重要遗迹，以及成组的青
铜礼器群等。从考古发现来看，两地有一
些共同特征的器物，比如都出土有陶盉、
牙璋、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等，但祖型却在
二里头，二里头遗址出土类似文物年代更
早、工艺难度极高。这几类器物都是高级
别、高规格的礼器，代表一定的礼制。

雷雨：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格局中地域特征鲜明的考古学文化之
一，既有与中原夏商王朝类似青铜器和玉
璋、玉琮、玉戈等，又有独特性青铜神像、
金杖、面具、神树等，三星堆特殊的祭祀行
为，包括“燔烧”、器物分层、填土夯筑等

“复杂”过程十分罕见。
王巍：这两个遗址都是青铜文明具有

代表性的遗址。现在考古学界基本上认
定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都邑性遗址。
它创造了一系列的礼制，包括宫殿的布
局、中轴线的布局、前后几进院落这种宫
室制度。这种宫室制度一直沿袭到明清
时期，比如今天的紫禁城，都可以看到这
种制度延续的影子。二里头创造了青铜
容器铸造技术，这些铜容器后来成为商周
时期贵族用来表明身份的礼器。三星堆
的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它最大特色是出
现一批与信仰有关的一系列用具，比如总
高度在2.6米的铜人立像、大型青铜面具、
青铜人头像、黄金面具、金杖等。

二里头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
辐射影响明显

记者：二里头与三星堆，是否有文明
层面的某种关联？有哪些交流的痕迹？

王巍：三星堆出土有大量深受夏商王
朝影响的青铜器和玉器，比如发现夏商王
朝创立的用璋、戈等仪仗化的器具，发现
了在夏商王朝时期受到重视的铜铃等，而
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赵海涛：二里头文化的繁荣阶段明显
早于三星堆青铜文化繁荣阶段，两个地方
相距千里，相对独立，都有各自的文化发
展谱系和脉络。但从两地部分出土文物
的相似度来看，二里头文化对三星堆文化
的辐射影响明显。从器物特征和所代表
的内涵来看，二者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

上层礼制方面。
雷雨：三星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联系

较多，三星堆很多东西与二里头有渊源关

系，比如玉戈、玉璋、陶盉、高柄豆、觚型

器、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等，构成了一个

清晰的器物群联系纽带。二里头和三星

堆在地理空间上一北一南、一东一西，两

者之间肯定有一个文化传播的中间地带。

王巍：商王朝发明的比如铜尊、铜罍

在三星堆有比较多的出土。尤其是牙璋，

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很多手里持着牙璋。

它的神坛，下面有一个立兽，立兽顶着几

个小人，小人头上顶着的最神圣的东西恰

恰是商王朝创造的铜尊或者铜罍，显然三

星堆对铜尊铜罍非常尊崇。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
并蓄、绵延不断

记者：从二里头到三星堆，我们能否
印证一些中华文明的发展特点？

王巍：当然。中华文明的发展特征是
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距今约
5000年这个时期，包括成都平原地区在
内，各地都有迈向文明的进程。到了夏商

时期，这种文明的交流互鉴以中原地区为

中心的格局开始形成。一个重要的表现

是铜器及其制作技术向周围的传播；另一

个便是玉石礼仪用具所代表的礼仪制度

向周围的传播。随着中原王朝势力力量

的增强，其对周围广大地区的影响成为交

流的主要形式。当然，交流是相互的，我

们可以看到甲骨文当中，有“商王伐蜀”的

记载，跟蜀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雷雨：三星堆这次的考古新发现，是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1986年三星堆 1号、2号“祭祀坑”发现之

前，三星堆文化的陶器极具地域特点，但

大量青铜器、玉石器出土后我们看到来自

周边的各种文化因素，有长江中游的、长

江下游的、甘青地区的，占比最大的仍然

是中原地区夏商文化，即便三星堆最具特

色的神像和面具仍然可以在长江、黄河流

域古文化中找到溯源。目前我们还没有

找到与埃及文明、西亚及南亚文明有什么

联系，三星堆文化在青铜人像、面具、神树

等器类的独特性正是中华文化丰富性、多

样性以及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特质的最好

表达。

赵海涛：至少从3600多年前，黄河流

域的中原文明与长江流域的古蜀文明交

流、互动，直到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归入中

央王朝的统治范围，是中华文明多地起

源，并存发展，通过频繁紧密的文化交流，

最终走向一体化的生动体现。三星堆遗

址的发现说明，至少从二里头时期开始，

中原地区和成都平原地区就有着比较多

的交流，这种交流改变了成都平原地区自
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发展的模式和内涵，

开启了成都平原地区随着中原地区文化

发展进程而变迁的新阶段。

雷雨：三星堆文化来源本身就是多元

的，中原夏商时期的礼制对三星堆文化产

生了比较强烈的影响，比如与中原地区非

常相似的尊、罍这样的礼器。还有包括一

般平民使用的陶器：陶盉、高柄豆、觚型器

等，都能在中原文化里找到。这些显示了

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明中的“一体”性，

“多元”体现在它本土的一些东西，比如青

铜群像、面具、神树、金杖等。这些东西加

上与中原相似的那套东西，完美地在三

星堆融合在一起。在今年新发现的文物

中，一件“青铜顶尊人坐像”是比较典型

的，尊是中原的典型礼器，古蜀人把它加

以改制，目前看到尊的附件至少有两条

龙形饰，这是前所未见的，最特别的是在

尊底部有一个跪坐人像，这件器物我觉

得是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把古蜀文

化与中原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证明
都是龙的传人。

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很正常
记者：综合网友的诸多疑问，比如有

无文字、三星堆文化是否受到境外文明的
影响，甚至联想到“外星人”，专家怎么看？

雷雨：有些人觉得三星堆应有文字，

只是目前没发现而已，有些人认为三星堆

没有文字。我个人倾向于前一种，三星堆

文字如果书写在当时已有的布帛等有机质

载体上便难以保存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

一直希望在某个“祭祀坑”里出现“奇迹”。

“外星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三星堆的很

多出土文物造型奇特，但那不是“外星

人”，实际是有一些艺术夸张的神像。“西

来说”并无证据，倒是发达的丝绸产业彰

显富庶，通过贸易或进贡，象牙、海贝、珠

宝等从包括南海沿岸乃至更远地区来到

三星堆均有可能。

王巍：关于是否受境外文明的影响，

我认为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很正常的，

夏商王朝的冶金术就是受到西亚的影

响。我们目前不能完全排除境外文明因

素对三星堆的影响。但是，要论证三星堆

接受了境外文明的影响，一定要有具体的

证据。象牙和海贝的发现，并不能说明三

星堆就与印度或其他地方有关联。象牙，

以当时此地的气候条件，有象牙非常正

常。至于海贝，殷墟就曾出土了大量海

贝，与三星堆几个“祭祀坑”基本同时。研

究表明，殷墟的海贝并不出自印度洋，而
是出自我国东海及南海。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
进程的又一实证

记者：这两个遗址目前挖掘的只是冰
山一角，都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专家们最
感兴趣、最关注的是哪些？

王巍：对二里头来说，最值得关注的
谜团首先是王陵所在。原来只发现遗址
中的宫城，现在发现“井”字形的道路把遗
址中心部位分成了 9个格，每一个格里都
有高级贵族居住和墓葬，这不是我们原来
以为的中间一个宫城、周围都是老百姓的
格局。我们也期待是不是有更高级的墓
葬，跟王相联系、相匹配的等级；第二是文
字，因为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应该
有很长的发展过程。对三星堆来说，我关
注的点有三个：首先是到底有没有文字；
二是三星堆发现的这些坑里的东西，是在
什么情境下使用的；三是此地是否跟境外
文明有联系。

赵海涛：二里头经过 62年的发掘，虽
然已经呈现出一个让人震惊的早期王朝
景象，但目前只揭露了遗址1.6％，还有大
量的空白地区等待继续发掘，大量问题有
待广泛、深入研究。比如学界以及公众普
遍关心的，二里头这么大的都城，目前只
发现了宫城和中心区域内部的围墙，300
余万平方米的遗址外围，有没有城墙或者
壕沟等防御设施？我相信，随着工作理
念、思路的拓展，多学科引入以及更多科
技手段的运用，从考古遗存中提取的信息
会越来越丰富，研究的广泛和精细程度越
来越高，对二里头社会生活面貌的了解可
能会超出原有的想象。

雷雨：三星堆是“正在进行时”的考古
项目，我知道公众一般会关注“祭祀坑”里
的器物，当然这个没错，但除了这些精美
的器物，我建议公众可以把一些关注点投
入到我们对考古信息和历史信息提取的
成 果 方 面 ，比 如 土 壤、植 物、动 物、古
DNA、一些微痕的分析等，毕竟器物能够
反映的只是少部分人。如果能提取出来，
土壤里蕴藏的信息是方方面面的，比如说
3000多年前三星堆一带的环境、气候、动
物，包括三星堆出土的象牙，是不是完全
是本地产的？会不会有一些是通过贸易
过来的。至于宫殿区、作坊区、高等级墓
葬区的调查与勘探对于全面构建三星堆
古城完整体系至关重要，考古人正在不断
接近令人仰望的真实历史。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
从二里头到三星堆，是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历史进程的又一实证。由此，我们看
到，文物和遗迹还原的、因岁月流逝而风
化腐蚀的历史细节；我们感悟，中华文明
基因就在交流融合中传承延续；我们感
慨，中华文明悠悠上下五千年，多元兼容
造就中华民族强大张力；我们感动，几代
考古人砥砺前行，耕耘考古事业，还原历
史真相。

抚今追昔，我们循着“满天星斗说”，
体味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传
统文化积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给予我们坚定、从容和自信。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从二里头到三星堆
——探秘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 摄影展上的

少先队队礼
本报记者 孔潇

青海展区的名山大川、四川展区的高山峡谷、甘肃展区的沿河景
观、河南展区的中原文明……4月 17日启幕的新时代黄河大合唱大
型摄影主题展览，凭借一大波亮点吸引了无数市民、网友前来观展。
而在观展的人流中，最令人动容的是一名小学生。

当日下午，一名小姑娘默默走到一幅内容为“我爱你中国”的摄
影作品前，认认真真行了一个少先队礼，这一幕被现场的摄影师付锐
记录下来。“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大家都很感动。”据付锐介
绍，展览结束后，他把照片发到微信群，短短半小时，就有数十位朋友
发私信打听这名小学生。“当时我在工作，而且看展览的人太多，所以
就没来得及问。后来多次翻看照片，越看越想找到这名给大家带来
感动的小学生……”付锐激动地说。

这张照片被不少网友转发评论，在朋友圈持续刷屏。网友们表
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个少先队礼是家
国情怀的凝聚，我们为有这样热爱祖国、懂得感恩的孩子而骄傲。

知名艺术家聚洛阳
共话戏曲教育传承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崔迎 秦华）花开时
节，全国八大地方戏剧种领军人物，近百位知名
艺术家相聚古都洛阳，上演梨园群英会。4月 17
日上午，在洛阳职业技术学院，马金凤戏曲艺术
博物馆开馆，李树建戏曲艺术传承中心揭牌。

传承创新戏曲文化，培养时代新人。在由河
南省戏剧家协会、河南豫剧院主办，洛阳职业技
术学院、洛阳市文联承办的戏曲教育传承创新
研讨会上，与会艺术家紧紧围绕“培根铸魂，守
正创新”主题，畅所欲言，就戏曲教育传承创新建
言献策。

洛阳戏曲文化底蕴深厚，作为全省最早开展
戏曲教育培训的地市之一，数十年来培养出了一
大批戏曲名家，戏曲佳作不断涌现。马金凤先生
是豫剧泰斗，也是洛阳职业技术学院终身教授。
马金凤戏曲艺术博物馆开馆和李树建戏曲艺术
传承中心揭牌，将为培养更多戏曲艺术人才起到
重要作用。

据悉，此次戏曲教育传承创新研讨会的举
办，旨在引导广大师生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
传统，坚持守正创新，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
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传承弘扬戏曲
艺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全国羽毛球冠军赛激战正酣
455名选手郑州奥体中心激情飞羽见“郑”精彩

本报讯（记者 陈凯）谌龙、石宇
奇、陈雨菲、郑思维、黄雅琼……一个
个让人耳熟能详的国羽高手齐聚绿
城郑州。2021年全国羽毛球冠军赛
暨第十四届全运会羽毛球项目资格
赛目前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激战
正酣，包括众多国手在内的 455名运
动员汇聚一堂激情飞羽一较高下，共
同见“郑”精彩。

本次比赛将全国羽毛球冠军赛
团体赛、单项赛以及第十四届全运会
羽毛球项目团体资格赛、单项资格
赛这四个赛事结合为一体。团体赛
于 4 月 17 日至 4 月 22 日进行，共有
21支男队和 15支女队参赛，男团和
女团均分为 A、B、C、D四个小组，获
得各小组前三名的队伍将拿到今年9
月份在陕西举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
决赛“门票”，而小组前两名才能晋级
本次冠军赛的八强。

据了解，参加团体赛的队伍中不
乏国手云集的福建队、浙江队，也有
以年轻力量为主的上海队、湖南队。

男团方面，卫冕冠军北京队实力依然
雄厚，在去年羽毛球全锦赛上表现优
异的冯彦哲、刘雨辰和老将张楠将出
阵双打，单打方面有一众新人跃跃欲
试，为这支经历了新老交替的北京队
注入年轻的活力。不过首轮比赛，北
京队却以 1∶3输给了山东队爆出一
个冷门，这也给卫冕冠军敲响了警
钟。夺得去年羽毛球全锦赛男团冠
军的湖南队，也尽遣主力，该队颇具
冲击冠军之势；除此之外，郑思维、王
懿律领衔的浙江队，世界冠军谌龙、
刘成坐镇的福建队，都会派出最强阵
容。首轮比赛，第一个出场的谌龙直
落两局击败了河北队的潘印涵，为福
建队最终 3∶0轻取河北队拿下第一
分。赛后，谌龙表示，由于长时间没
有打比赛，这次参赛准备的比较充
分，小组赛也很关键，因此首场比赛
就上场了。

作为全国羽毛球冠军赛女团卫
冕冠军，以老带新的江苏队阵容齐
整，获得女单冠军的何冰娇担任江苏

“一姐”，高昉洁也正式归来。双打则
有汤金华、夏玉婷坐镇；去年羽毛球
全锦赛女团冠军福建队将继续以冠
军阵容出战，该队将向本次比赛的
女团冠军发起全力冲击；拥有王祉
怡、杜玥、李茵晖、李汶妹的湖北队，
贾一凡所在的湖南队，这些队伍也颇
具实力。

本次比赛男、女单打，男、女双
打，混合双打 5个项目的单项赛将于
4月 25日至 5月 2日进行，分为预赛
和正赛两个阶段。男单方面，谌龙、
石宇奇同处上半区，两位中国男羽实
力担当将提前展开巅峰对决。值得
一提的是，拥有参加东京奥运会男、
女双打和混合双打队员的代表队，可
在参加东京奥运会的项目中跨单位
配对报名参赛。这也意味着除了同
在浙江队的郑思维/黄雅琼，同在湖
北队的杜玥/李茵晖外，李俊慧/刘雨
辰、陈清晨/贾一凡、王懿律/黄东萍
等国家队组合也有望出现在本次冠
军赛的赛场。

（上接一版）昨晚，当音乐会在高昂雄壮的“九曲黄河”乐曲声中落
下帷幕时，现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黄河是我们心中的母亲河，黄
河孕育了厚重的中华文明，正在举行的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活动异
彩纷呈，黄河流域舞台艺术精品演出季活动好戏连台，让我们在家门
口欣赏到了沿黄九省的黄河文化大餐！”几位市民一边鼓掌，一边兴奋
地说。

黄河流域舞台艺术精品演出季高潮迭起

《黄河从草原走过》
带您领略壮美黄河

三星堆遗址的“上新”，
引发各界围观和热议，也掀
起又一轮对考古文化的探究
热潮，其中，三星堆和二里头
的关系尤为引人关注。从中
原文化代表的二里头，到带
有神秘色彩的三星堆，“撞
脸”的文物、“夸张”的面具、
“奢侈”的祭祀……其中经历
了什么，又昭示着什么？

新华社记者就此近日采
访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历史学部主任王巍和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
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领队
赵海涛以及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
长雷雨。

▲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
◀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李安 摄

小女孩在摄影作品“我爱你中国”前行队礼 付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