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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湖北省荆州市，人们习惯称之为
“荆州古城”。一则，由于荆州古城墙是中国
保存最完好的四座古城墙之一，碧波荡漾的
护城河绕城一周，何谓“城池”，一目了然；二
则，由于荆州历史悠久，中华大地古称“九
州”，“禹划九州，始有荆州”，荆州名列“九州”
之一，建城历史长达3000多年。

漫漫历史长河中，荆州最负盛名之时要
数春秋战国时期和三国时期。借助《三国演
义》 的流传，“刘备借荆州”的故事已是家
喻户晓，而据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
期，公元前 689 年，荆州已经是楚国都城。
楚国曾是可与秦国一争高下、“逐鹿中原”
的强盛国家。楚国都城，自然是楚国最繁华
的城市。随着楚国的发展、疆域的变化，楚
国曾多次迁都。但不论迁都至何处，都城的
名字都叫做“郢（yǐng）”。至今，荆州城内
还有“郢都路”“郢都中学”等以“郢都”
命名之地。

古人视死如生，崇尚厚葬。荆州地下古
墓众多，出土文物珍品荟萃，名动一时的

“越王勾践剑”即于 1965年出土于荆州望山
楚墓群中。近年来最令考古界轰动的要数

“熊家冢楚墓”，它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保
存最好、陵园布局最完整的楚国高等级贵族
墓地，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最高水平的
代表。

色泽艳丽的楚国漆木器、成色如新的四
代越王剑、精美绝伦的战国丝制品……大量
打着楚文化鲜明烙印的精美文物，收藏于荆
州博物馆内。始建于 1958 年的荆州博物
馆，可谓楚文化的艺术宝库，现有馆藏文物
近 17 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500 余件/
套，2008年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首批国家一
级博物馆，年均接待观众逾100万人次。

楚国漆木器：
瑰丽楚文化的艺术呈现
虎座鸟架鼓，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楚国乐

器，与编钟、编磬组合使用，一般只出土于
楚国贵族墓葬。今天我们途经湖北省会武汉
市的火车站、地铁站、大型酒店，常常会看
见它的复制件或墙面浮雕、壁画等。在荆州
博物馆，可以看见大小不一、色彩纹饰略有
不同的多个虎座鸟架鼓。它以两只卧虎为底
座，虎背上各站着一只昂首高歌的凤鸟，两
只凤鸟之间悬挂一面皮质大鼓。造型优美，
色泽大气，兼具实用性。

凤鸟是楚国文物中最常见的形象，在楚
国漆器中主要以红、黑二色呈现。这与楚人
崇凤的传统有关。崇凤，因为楚人以为凤是
其先祖祝融的化身；尚赤，也与楚人先祖祝
融是周朝“燔 （fán） 燎”有关，所谓“燔
燎”就是祭天时主管火的官。

荆州是楚国形成和发展的中心区域，在
荆州出土的楚国漆器无论数量、种类还是精
美程度，都是其它地方无法比拟的，可谓当
时的巅峰之作。除了虎座鸟架鼓，荆州博物
馆还展出了许多精美绝伦的漆器。有墓主人

生前使用的各种器物，也有专门的丧葬用
品。如凤鸟莲花豆，由莲花豆盘和凤鸟雕塑
组成，莲花豆盘外壁浮雕着一圈共 14 片仰
瓣莲花，凤鸟的鸟身上精细地描绘了龙、
凤、蛇、蟾蜍和鸟羽等多种图案，背部和尾
部则绘有双头凤鸟纹和双龙纹。凤鸟的腿呈
下蹲状，鸟爪紧紧抓住一条蜷曲的蛇。豆是
古代的高足盘，由盘、柄、座三部分组成，
可以盛少量食物。不过显然凤鸟莲花豆的装
饰性超过它的实用性，从它可以看出，战国
时期的楚漆器艺术无论造型还是髹 （xiū）
漆彩都达到了顶峰。

还有造型可爱的猪形酒具盒，浑圆的
“猪身”，两边各一个很“卡通”的猪头。这
个距今 2300 多年的文物至今色泽鲜艳如
初，整体光滑锃亮，浮雕猪嘴嘟着，眼睛圆
圆的，活灵活现。猪身上绘有一首双身的红
色龙纹。这种器形以及花纹在《山海经》中
有多处记载，分别被称为“双封”和“遗
肥”。这件带龙纹的猪形酒具反映了楚人对
这两种神物的信仰和崇拜。

镇墓兽作为古代镇墓辟邪的丧葬用品在
楚墓中很常见。一般由方形底座、曲形兽体
和鹿角三部分组成。在荆州博物馆看到的巨
大镇墓兽，兽像两眼鼓突，口吐长舌，面目
狰狞，最特别的是，它的两对鹿角是真的麋
鹿鹿角涂漆后插到兽首上的，色泽十分鲜
艳。镇墓兽置于棺材的正前方，好像给墓主
人站岗的哨兵。

荆州博物馆还陈列了一件战国中期的凭
几。它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根雕艺术品之
一，集艺术与实用于一身。中国根雕协会的
会标原型就是这件文物。它的头像蛇头，身
体像龙，尾巴像蜥蜴。它的四条腿上分别雕
刻着蛇吃蜥蜴、蜥蜴吃鸟、鸟吃蝉、蝉吃树
根的图案，反映了 2000 多年前古人就已经
有了生物链关系的哲学思想，具有独特的考
古价值。

战国丝绸宝库：
叹为观止的织绣工艺
荆州博物馆里有一处独特的楚汉织绣品

展，其中展示的丝绸制品大多出土于马山一

号墓。2300 多年前的“蚕丝被”、绵袍、裤
子……制造工艺之精湛，刺绣图案之生动，
今人难以完全复制。

马山一号墓的墓主人是士阶层中的一位
贵族夫人。墓底长3.24米，宽仅1.84米，墓
葬规模并不显赫。1982年1月上旬，在马山
砖瓦厂取土场，前来调查的湖北省文物考古
工作者不经意间发现了一座小型土坑竖穴
墓。这是一座典型的楚墓，类似的墓葬在荆
州纪南城周围屡见不鲜。然而，在考古工作
者揭开棺室的一瞬间，他们为这非同寻常的
丝质宝藏深深地震撼了。墓主人身穿5层丝
绸衣物，衣物外又被 13 层丝织品层层包
裹，由9根提花锦带系好。

丝绸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由于它极易
腐烂，在墓葬中很难保存下来。在马山一号
墓发现之前，湖南马王堆一号汉墓因其出土
了丰富的丝质品而号称“汉代丝绸宝库”。
先秦时期的丝织水平与服饰制度如何，人们
尚不能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尽知其详。马山
一号墓，不仅出土了组合齐全、保存完好的
丝织衣物，而且其时代较马王堆汉墓早出近
半个世纪，比中国的“丝绸之路”还要早。

这些珍贵的丝织品，不仅年代久远，而
且织造技艺十分高超。根据对出土丝织物的
分析可知，公元前 4 至 3 世纪的楚人已经熟
练掌握了饲蚕、缫丝、织造、练染的一整套
技术，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纬线提花
针织绦带是先秦纺织品种的新发现，这一发
现把我国针织技术起源的历史提前到公元前
3世纪。

荆州博物馆在展出的丝绸制品旁边，一
般还展示真品的复制件，两相对比，真品除
了因时间的洗磨有些褪色外，往往比复制品
花纹更加生动，让人叹为观止。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野花留宝
靥，碧草见罗裙”，在古诗词中，“罗裙”是
常见的意象，衣袂翩翩的女子倩影因之跃然
纸上。但古时的“罗”到底是怎样的形态？
不能仅凭想象。马山一号墓主人的“龙凤虎
纹绣罗单衣”让人见识了战国时“罗”的模
样。

罗是一种绞经网孔状的丝织物，轻柔透
明，细看可见小小的网眼。让人惊奇的是，

“

龙凤虎纹绣罗单衣”的“罗”网眼竟呈六边
形，今人复制，只能织出四边形。灰白色的
素罗只是“龙凤虎纹绣罗单衣”的绣地。在
此之上，古人用多种颜色的丝线绣出了龙、
凤、虎三种动物形象。凤鸟双翅张开，脚踏
小龙，另一侧是一只全身布满黑红条纹的斑
斓老虎，张牙舞爪追逐前方大龙，大龙作抵
御状。整件绣品色彩鲜艳，绣工精细。在这
种轻柔的素罗上锁绣出纹样繁复的美丽图
案，难度极大。这件“龙凤虎纹绣罗单衣”
为当时丝制品的巅峰之作，已被定为国家一
级文物。

“罗衾不耐五更寒。”李后主词中的
“衾”就是被子。马山一号墓出土的“对龙
对凤花卉纹绢面绵衾”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

“蚕丝被”。它长、宽均为 1.9 米，正上方有
一个凹口，正好露出头来。绵衾的花纹也非
常生动，对龙对凤，以花草相连，针法娴
熟，是绣品中的上乘之作。

中国人何时开始穿裤子，裤子是什么形
态的？此墓出土的“鸟花卉纹绣红棕绢面棉
绔”解答了人们的疑惑。这是迄今为止我国
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裤子，展开后类似灯笼
裤、萝卜裤样式。有意思的是，这条棉绔两
裆互不相连，后腰敞开，形成开裆。

熊家冢楚墓：
规模最大、等级最高
熊家冢楚墓是位于荆州区川店镇张场村

的一处特大型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地，整个墓
地由主冢、陪冢、车马坑、人殉墓、祭祀坑
等组成，是目前发现并发掘的面积最大、规
格最高的楚国墓地。2006年以来，考古工作
者对墓地进行了系统勘察和局部发掘整理，
其成果屡屡引起考古界轰动。

此墓已发现车马坑34座，其中有3辆六
马驾车，荆州市在其原址修建了车马阵展
区。按照商周礼治，“天子驾六”，一般只有
天子才能乘坐六马驾车，诸侯驾五，卿驾
四，大夫驾三，士人驾二，庶人驾一。尽管
西周末年礼崩乐坏，这一制度遭到一定破
坏，但从出土的六马驾车可以推断，墓主人
身份级别非常高。

熊家冢楚墓还发现人殉墓 130多座，一
人一墓，意味着活人殉葬达 130 人以上。
殉葬者以女性居多，有些女性殉葬者身边
发现了一些乐器，可能是墓主人的舞女或
者歌女，根据陪葬品判断，有的殉葬者身
份比较高贵，可能是墓主人的妻妾。殉葬
者大多佩戴玉器，这些玉器也大多展于荆
州博物馆。

组玉佩，又称玉杂佩，是多件不同种类
的玉佩穿缀在一起的玉器组合。《诗经·郑
风·女曰鸡鸣》 中“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
之”的“杂佩”就是指组玉佩，由玉璧、玉
环、玉璜等多种玉器组合而成。在熊家冢楚
墓，已出土四套完整的组玉佩，由身份较高
的女性陪葬者佩戴，有的玉佩上刻有六条
龙，可见墓主身份之高贵。

国风之本在家风，家风之本又在
孝道。儒家向来认为，老吾老及人之
老，亲亲而后仁民，故孝道乃百善之
先，人伦之始，德业之基。在历史长
河中，言孝家训不可谓不多，而清代
姚廷杰《教孝编》，堪为此中典范。

康熙年间的姚廷杰，字升闻，浙
江钱塘人，曾任象山教谕、绍兴府教
授，一生力倡斯文，著《教孝编》十
四条，以期纯正家风和世风。姚氏虽
非名流，但为高士，在如何敬养父
母、悦亲事疾、遵守礼制等方面都有
详细论述。

姚氏针对世人所谓“天下唯孝至
难”的舆论予以驳斥，认为“天下唯
孝至易”，因为孝乃人之天性所具，
良知良能，孩童亦有。姚氏认为，如
果人人能发扬此种天性，事亲尽孝，则
父母自然有生活乐趣，而无忧郁不畅。

姚氏从如何善处兄弟、夫妇、朋
友等诸种关系出发，讨论如何事亲尽
孝。他认为，家庭之中，若能做到兄
友爱、弟恭敬，则父母必然和睦喜
悦；相反，若因嫉妒贪求，兄弟反目
成仇，则双亲必会黯然伤心，此即不
孝。至于夫妇之爱，本为人之常情，
他特别批评的是，作为人子，厚妻而
薄亲，认为夫应劝其妇，妇应劝其
夫，互相勉励，以全孝道。姚氏观察
到，家乡子弟在交友时，往往鄙薄正
人君子，所交多酒肉财色、巧言令色
之辈，父母训而不从，责而不改，最
终遭遇祸事，甚至流为匪类，增添父
母无限忧愁，是为不孝。因此，他提
出：欲尽孝思，当慎交友。

姚氏认为，妥善安顿父母身心，
乃孝子所必行之事。承父母之欢颜，
不以声色辞气相加，向来是古人言孝
尽孝之一大关切。朱熹曾称，孝子如
果对父母心有深爱，平时态度必然平
和温顺，脸上亦会呈现愉色婉容。而
姚氏引用朱子之言，感叹当时为人子
者对待父母并非如此，相反大多呈现
出“愁容怒容、德色傲色、狂态鄙
态、顽状蠢状”。对待这些，父母虽
会容而忍之，但往往暗自垂泪伤心，
久之郁结生病。因此，姚氏提出，身
为人子，在父母前，应该平和温顺，
时动婉容，以求其欢。

姚氏认为，菽水亦可承欢，贫家
子弟亦当尽心竭力，确保奉养无缺。
而况，富贵需时，子欲养而亲不待，
必定抱憾终生。姚氏严辞批评一些不
孝之徒，终日嬉游，置家事于不理不
顾，只图一己之快乐享受，从不顾惜
父母之劳顿辛苦。他认为，为人子
者，应当勤勤勉勉，家事无分巨细皆
能妥当安置，使父母不必劳心劳力，
进而身安体适。姚氏还认为，与其在
父母生病之后进侍汤药，莫若在父母
未病之前好生照顾，所谓嘘寒问暖，
饮食起居皆当悉心留意。

古人特别重视对亡亲的葬礼祭
礼，并将之视为孝道之最后表现。姚
氏在其《教孝编》中也指出，平时对
待父母生辰之事，四十岁而后有五十
岁，五十岁而后有六十、七十岁，尚
可先俭而后丰，守待有时；而一旦面
临丧事，则父母终身惟此一日，此时
不尽心竭力，尚待何时？因此，他主张
待亡亲应当“事死如事生”，不仅要竭
力厚葬，尤须丧礼如仪，不可马虎。

在姚廷杰看来，“孝道本是庸
常，告诫并无深刻”。在家国一体的
格局下，家风好则民风淳，民风淳则
国风正，国风正则天下太平。是故，
作为维系家风好坏之关键的孝道，则
显得至关重要。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副教授）

文化与旅游部日前挂牌了。这
个新的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来的
文 化 部 和 国 家 旅 游 局 整 合 组 建 而
成。有人打趣称“诗和远方”终于走
到了一起。

当今时代，“远方”已不难去，
读诗写诗的人也不少。但怎么能让奔
着“远方”而来的人感受到诗情画
意，是个问题。旅游是经济活动，它
链接着食、住、行等多种资源，能够
带动多种产业的综合发展。正因如
此，全国各地越来越重视旅游产业发
展。但旅游又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
它与大家的文化需求密切相关。

如 果 把 旅 游 理 解 成 “ 出 去 看
看”，那么不同时代它的重心是有差
别的。多年前，经济刚起步，旅游这
个概念刚成形，“出去看看”中大家

重视的是“出去”。后来经济发展
了，大家见识也多了，“出去看看”
开始注重“看什么”，重在“悦目”，
好山好水好风景最适宜。这些年，

“出去看看”开始侧重“赏心”。好山
好水固然看不尽，但风景是相似的，
看多了也不过尔尔。唯有文化作底，
风景才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才能让人
们品出更深厚悠长的意韵。

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是篇适应时
代发展的大文章。要写好这篇文章，
不能不认真审视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句流行的
话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彼
时，各个地方的经济大多处于不太发
达的阶段，“文化”和“经济”的主
次之分很明显，也很自然。最常见的
是各地各种名目的文化节，其实更像

是经贸活动的大集市，存在招商引资
的意图。等到了旅游逐渐成为经济活
动中的“显学”，那句“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很容易就能转换成“文化
搭台，旅游唱戏”。

这种转化倘不假思索，很容易唱
歪了经。譬如“古镇热”。早年只是
零星的古镇声名鹊起，如今，全国各
地名为“古镇”者数不胜数，在满足
人们的旅游愿望的同时，也不乏一些
批评：不少“古镇”从街巷房屋到商
铺旅舍与商业模式，通通千镇一面。
有些“古镇”干脆是新修的。这种从
商业利益出发的“造景”，文化层面
是空洞的，没有本地特色，不见时间
痕迹，带给人们的不是“诗和远方”
的满足，而是被忽悠的空虚。

很显然，文化不能仅仅视为搭台

子的材料和工具。反过来，“旅游搭
台，文化唱戏”也不可取。其实，与
其分辨谁为谁搭台、谁主谁次的问
题，不如更深入地考量这个年代我们
的旅游心理中的文化色彩。新的文化
与旅游部职责涵盖“维护各类文化市
场包括旅游市场秩序”，文化市场与
旅游市场的关系更为直观。文化融入
旅游，成为旅游的“目的地”；旅游
反哺文化，成为文化的“涵养地”。
它们的融合，指向的正是这个时代我
们越来越重视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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