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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BBC的新版九集纪录片《文明》受到追捧。和上世纪60年代推
出的、当年堪称BBC历史上最具野心的系列纪录片《文明》相比，新版
的《文明》涵盖6个大陆、31个国家，展现了许多较新的研究成果。

在第一集中，主持人把我们的视野拉回到十万年前的洞穴遗址。布
隆伯斯洞穴距离南非南海岸角300公里，考古学家在这里不仅找到了大约
十万年前人类居住过的证据，而且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菱形装饰图
案。1993年，南非国家博物馆考古学家在山洞中发现了两块长约 6厘米
的赭石，上面有清晰可见的、纵横交错的连续刻痕，形成“×”形状的
交叉线条，其中一些图案还被一条水平线横贯，创作时间可追溯至77000
年前。这或者是计数单位，或者是传递某种信息的语言，在今天看来是
一种装饰性的图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体现的不是与吃住相关的功能
性需求。在 《文明》 纪录片中，主持人认为这是一种设计，它宣告了文
明的开始。

其实，考古学家还发现，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已经懂得用赭石和融化
的骨髓脂肪制成复杂的混合颜料，这需要从远方选取原材料，有意识地
锤碎、混合，而有目的地进行创作更是体现了抽象能力和审美能力，这
是人类进化的一大步。山洞里的遗迹之所以可以保留至今，是因为在漫
长历史中，风不断把沙子卷入，将整个空间封闭起来。

在这个洞穴被发现之前，这类工具和艺术品在欧洲最古老案例的年
代是约4万年前，比如西班牙的艾尔卡斯提罗，在这个石洞的岩画上，发
现了各种连续的红色的圆圈和所谓的手板画，那时并没有画笔，人类应
该是将涂料咀嚼后与唾液混合在一起，然后喷到岩石之上。

手板画或者手印图案，被认为是人类早期记录自己的一种方式，他
们把手放在洞穴的墙壁上，然后用红色或褐色的颜料向手吹拂，最终形
成手印的图案，它体现的是人类渴望被世界发现、被永远铭记的冲动。
前几年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的考古学家在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现了同样
的洞穴岩画。科研人员对覆盖在岩洞内一些人类手印上的类似钟乳石的
物质层进行了定年分析。结果显示，一个用颜料向手吹拂而成的图案，
距今至少39900年，而另一幅猪形的图案则至少有35700年之久。数十年
来，古代人类岩画的线索主要存在于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科学家们一度
认为人类艺术的最早萌芽可能是从西欧地区开始的。印度尼西亚的发现
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199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的洛斯马诺斯岩画位于阿根廷巴塔哥
尼亚地区，它直接就被称为“手洞”。洞穴的岩壁上画了多种多样的手，手
印有黑色的、赭色的、紫罗兰的、黄色的和红色的，看上去仿佛是分布于一
个多枝杈上的多彩树叶。岩壁上还刻画着当地的动物和神圣的象征。

除了以上提及的洞穴遗址，《文明》中着重提到了对毕加索等艺术家
影响深远的阿尔塔米拉洞窟。这是1869年由考古学家马塞利诺·德桑图奥
拉发现的，1879年发现了第一批绘画，起初，由于这些绘画艺术高超曾
一度引起专家们的怀疑。该洞窟长1000米，深邃而曲折，150多幅壁画集
中在长18米、宽9米的入口处，为公元前3万年至前1万年左右旧石器时
代晚期的古人绘画遗迹。洞顶和洞壁有非常密集的动物画像，如野牛、
野马、野猪、猛犸、山羊、赤鹿等，多以写实和重彩手法刻画动物形象
的千姿百态，它们有站立不动的、有高速奔跑的、有静卧养神的，栩栩
如生。壁画颜色取于矿物质、炭灰、动物血和土壤，掺和动物油脂，以
红、黑、紫为主，色彩浓重，艳丽夺目，达到史前艺术高峰，具有很高
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纪录片中提到一幅命名为 《受伤的野牛》 的岩画，画中野牛四肢蜷
缩在一起，头深深埋下，背高高隆起，显示出因受伤而痛苦不堪的样
子。造型基本写实，并带点夸张，显示出原始艺术家敏锐的观察力和丰
富的想象力。仔细观察，画的边缘都有线条状的刻痕，沿刻痕是黑色的
线条，专家推测，这些作品很可能出自一个或几个绘画高手。他们先用
坚硬锋利的石器在岩石上刻出动物的轮廓，然后用黑色勾边，再用红色
和黑色等颜料着色。早在1985年，阿尔塔米拉洞窟岩画就被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遗产名录。

洞内有史前人烧烤食物和生火取暖的石灶，灶底余烬痕迹尚清晰可
辨。最新的发现是由动物的角和骨头做成的乐器。秃鹜笛子，像我们在
中国的贾湖发现的古笛。还有一种称为吼板的乐器，在挥动它的过程中
会发出声音。考古学家认为，这个洞窟相当于过去的教堂或者寺庙，是
一群人聚集的地方，绘画、音乐都是神圣仪式的一部分。

2017年底在上海举行的世界考古论坛上，法国波尔多大学伊科·盂拜
尔教授汇报了法国西南的布鲁尼克尔洞穴遗址。他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曾
经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这个洞穴距地表深达330米，洞穴中的石笋甚
少有完整的，基本都是碎块，明显是被打碎并截断所致。半数残块都是
石笋的中段，石笋碎块有长短两类，其各自长度均有统一标准。这些测
量和测试结果都表明这是一处人为工程。洞穴中发现了18处用火遗迹，6
个石笋结构中都有用火痕迹和包含火烧遗存的区域。石笋圈中还发现十
几枚黑色骨骼残片。对这些发红或发黑的区域进行的地磁测试确认了这
些遗迹都经过加热，这些遗存显然是人类加热所导致的。破碎石笋的有
序排列和数处用火痕迹表明这是人类活动的遗迹，最终测年为距今约
17.6万年前，属于早期尼安德特人生活的年代范围，此处遗址因而成为
人类活动形成的最古老的有准确测年数据的遗址之一。

布鲁尼克尔洞穴遗址的发现，其意义在于，根本性改变了我们对尼
安德特人认知和社会组织的认识，之前几乎没有尼安德特人工构造的遗
迹发现。一般的认识是现代智人才有更高的认知能力做这些事，而尼安
德特人则没有，所以最后是现代智人生存下来，尼安德特人则节节败退
直到最终消亡。布鲁尼克尔洞穴遗址的系统测年结果近18万年，那个时
候欧洲只有尼安德特人存在。

洞穴遗址是保存古代人类堆积的最佳场所，没有这些完整的保存，
我们对人类进化的理解永远是片面的。比如布鲁尼克尔洞穴遗迹距地表
300多米深，显然不是人类居住的场所，这些环形构造或许有礼仪、宗教
的意义，在黑暗的深洞中也许曾经进行过许多次神圣的仪式活动……

自19世纪中叶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对于洞穴遗址的基本理解仅仅
是早期人类居住的场所。过去20多年来，随着更多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
思想的转变，对洞穴遗址的研究和认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洞穴遗址不
仅仅是居住的环境，也有别的用途和功能，包括礼仪、墓葬、宗教等等。

县级市的国家一级馆

从山东省潍坊市一路向西，行至青州市范公
亭西路的西端，可见一片四合院式的仿古建筑
群，正门上悬蓝底烫金字匾，上书“青州博物
馆”，系书法家舒同题写。该馆建于上世纪 80 年
代，是一家综合性地志博物馆。而要说起青州博
物馆的渊源，最早可上溯至清光绪年间。

1887 年，英国传教士怀恩光在青州培真书院
内设立博物堂，这是中国最早的西洋博物馆，也
是青州建设博物馆之肇始。20 世纪初，国民政府
在县文庙内设金石保存所。1930 年，建立民众教
育馆，内设金石陈列室和古物陈列室，免费向社
会开放。1959 年，青州博物馆的前身益都县博物
馆成立，馆址在今青州市偶园内的冯氏宗祠。
1984 年，青州博物馆在现址建设新馆，并于 1989
年正式开放。

青州博物馆占地 42 亩，建筑面积 12000 平方
米，陈列面积7000平方米，共有12个展厅。建筑
主要为单檐、重檐歇山式，金色琉璃瓦覆顶，檐
牙高啄，金碧辉煌，各展厅间有回廊相通。虽为
县级博物馆，但馆藏文物足有5万余件，其中国家
珍贵文物多达 3000 余件，门类齐全，包括陶瓷、
青铜、书画、石刻、雕塑、玉器、杂项等，有

“小大博物馆”之称。馆内常设展览有青州历史、
龙兴寺佛教造像精品、陶瓷精品、古代书画艺
术、石刻雕塑、石刻碑碣等，突出青州特色。

2008年5月，青州博物馆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
家一级博物馆，是全国首批 83家一级博物馆中唯
一的一家县级综合馆。青州博物馆副馆长王瑞霞
介绍，青州历史文化悠久，使得博物馆藏品丰
厚，并且以青州当地出土文物为主，信息较为完
整，这是纳入国家一级博物馆的重要依据。馆藏
的战国玉人、东汉“宜子孙”玉璧、明赵秉忠殿
试卷以及龙兴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或为全国唯
一出土，或为天下仅存，堪称镇馆之宝。

镇馆之宝举世无双

在青州历史厅，一份字迹清秀的小楷折页舒
展开来，这是明代青州郑母镇人赵秉忠殿试中状
元的答卷，右上角有御笔朱书“第一甲第一名”
六个大字，引人注目。

古代殿试也称“对策”，就是考生在皇帝面前
答题。第一部分弥封，是作者及其上三代的简
历，为仿宋体，共4行。正文全文共2460字，用馆
阁体小楷写成。正文之后是大学士及礼部尚书、兵
部尚书、户部尚书等9位阅卷官的官职和姓名。

据介绍，赵秉忠在殿试中慎用笔墨，一气呵
成，字迹端正，无一误笔。他用中肯的语言，深
入浅出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提出了三大论
点——实政说、实心说和天民说。这一番披肝沥
胆的策对，使万历皇帝龙颜大悦，朱笔钦定“第
一甲第一名”，即状元。

这份状元卷是赵秉忠的第 13 代孙赵焕彬于
1983年捐献出来的。据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
殿试卷为明代原物，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填
补了我国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成为海内外孤本。

青州博物馆另一镇馆之宝，当属东汉时期的
“宜子孙”玉璧。彼时，青州的东部和北部属北海
国管辖。1982 年，青州市谭坊镇马家冢子村一座
甲字形的大型墓葬出土了这块玉璧，据考证，墓

主人应该就是东汉中晚期北海国的王室成员。
这是一块典型的出廓璧，由上等和田玉雕刻

而成，下为圆形，内区饰蒲纹及158个乳丁，外区
饰螭虎纹，廓的部分为两条透雕盘龙出没于祥云
之中，二龙之间用篆书刻“宜子孙”三字。这是

“长宜子孙”的简称，为“子子孙孙宜室宜家”的
吉祥语，体现了封建家长的一种期许和要求，希
望自己建立起的家业，包括封建家庭的伦理、礼
仪和财富能被妥善继承，并使子孙后代能够安享
富足、舒适的生活。

这块玉璧呈现出一种和谐统一的美感，雕饰
充满动态和灵气，堪称汉代玉器的上乘之作。它
以体形大、雕刻精湛而著称，是国内罕见的刻有
汉字的汉代大型馆藏玉璧。

龙兴寺佛像蜚声海外

青州博物馆南侧即为龙兴寺遗址。1996 年 10
月，此地窖藏出土佛教造像400余尊，因其数量之
大，种类之全，贴金彩绘保存之完好，雕刻之精
美，跨越年代之久远，被评为“1996 年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之一”“中国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
之一”。近年来，这批佛像到北京等地和美国、日
本、德国、英国、瑞士等国家展出，引起了海内
外广泛关注，被誉为“改写了东方艺术史的一次
重大发现”。

这批造像年代跨越北魏至北宋，约500年，绝
大多数集中在北魏晚期到北齐时期，造像种类分
为背屏式造像、单体圆雕佛造像等，集中于龙兴
寺佛教造像精品厅展出。由于龙兴寺佛教造像在
造型和神态上与众不同，故被称为“青州风格”。

一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东魏时期的
贴金彩绘佛菩萨三尊像，这是出土造像中最大的
一件。浏览其间，有一尊北齐时期的佛像风采动
人，是这批造像中保存最为完整的，着通肩袈
裟，上饰贴金彩绘的田相，服饰轻薄贴体，将身
体线条勾勒得十分清晰。这种风格被称为“曹衣
出水”，是中国古代人物画的一种绘画风格。

在南北朝时期，有一位画家叫曹仲达，他笔
下的人物，衣褶多用细笔勾画，似身披薄纱，又
像刚从水中出来，后世将这种绘画风格命名为

“曹衣出水”。但遗憾的是曹仲达没有作品传世，
直到龙兴寺佛教造像出土，人们才得以一睹“曹
衣出水”的原貌。专家认为，龙兴寺佛教造像是

“曹衣出水”在石雕上的具体体现，代表了中国佛
雕造像的最高艺术水平。

除此之外，青州博物馆的彩绘陶器也异常珍
贵。2006 年，青州香山汉墓陪葬坑被发掘，出土了
各类陶器、陶俑、青铜器、铁器3000余件，这些陶器、
陶俑表面大都保留色彩鲜艳的彩绘，是目前我国同
时期同类文物中彩绘保存最好的一批，为研究西
汉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王瑞霞介绍，由于场地所限，馆藏展品不能
全部展出，故而采取轮流展览的方式。目前全年
客流量达 65 万人次，其中 30%是学生，几乎已经
达到饱和状态。因此，青州博物馆一直在大力探
索智慧博物馆建设，让更多人能通过网络了解青
州的历史文化。此外，一些精品展览也更多地走
出国门，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瑰宝。

近日，春节档票房冠军 《红海行动》 在国内
各大视频网站上线，再次引发观看热潮。而在不
久前落幕的北京电影节上，《红海行动》获得“最
佳视觉效果奖”，成为本届电影节唯一获奖的华语
影片。作为一部票房口碑双丰收的电影，《红海行
动》 很容易让人们想起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进
而想到20年来香港电影人“北上”的历程。

早在 1974 年，许冠杰、许冠文兄弟的港式草
根喜剧片 《鬼马双星》 一炮走红，使得香港电影
终于摆脱了粤剧电影和古装武侠片的束缚，进入
了专门为以香港为中心的整个东南亚地区新兴中
产阶级制作商业类型片的“新浪潮”时代。“新浪
潮”之后，包括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爱
情片等在内的多种类型片，不仅在华语地区产生了
深远影响，还辐射到了东南亚乃至韩国、日本等国
家和地区，具有相当程度的启蒙作用和示范意义。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由于地缘格局和
话语空间的结构性历史变迁，尤其是 2003年 《内
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等制

度性框架的建立，使香港电影的表意策略和文化
功能发生了巨大的调整和变化。香港电影与内地
电影的关系也发生了时代性的翻转。从那时起，
香港电影拉开了大规模的“北上”赚钱的序幕。

可是在开始的几年间，香港电影的“北上”
之路并不顺畅。由于内地电影市场从 2002年起实
行彻底的院线制改革，市场规模、体量开始爆炸
式增长，在总票房迅速跃升至世界第二的同时，
市场结构和产业版图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电影观
众由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乃至主流媒介基本
不了解的众多县市扩散——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
香港电影人对内地市场原有的认知。港片在内地
遭遇“水土不服”，“北上”赚钱并不如想象中的
手到擒来、一马平川。

直到 2005年之后，《神话》《宝贝计划》 等影
片相继问世，香港电影才开始稳住阵脚，并逐渐
找到适应内地电影市场的共振节奏。经过 《霍元
甲》《投名状》《十月围城》 等影片的不断探索，
2013 年，真刀真枪地处理内地公安题材的 《毒

战》 上映，标志着香港电影开始真正有机地融入
内地电影产业。一直号称要“北上”的香港电
影，还是通过其最为擅长的警匪片找到了突破
口。近两年的 《湄公河行动》《非凡任务》《红海
行动》 等新式主旋律影片，在吸收了香港电影成
功的商业类型元素后，可以更好地讲述当代中国
故事，票房大卖也是水到渠成。如今，在中国电
影票房前300名当中，香港电影已占据20%。堪称
香港电影精华的商业类型元素，在香港回归 20年
之后，终于汇入了中国电影的核心和主流。

很显然，香港电影在 1980年代到 1990年代中
叶这段时间里，积累了大量符合大中华区风土人
情的商业类型片经验。这些经验极大地弥补了内
地电影的结构性缺陷——在电影票房爆炸式增长
的背景下，内地电影试图以艺术电影的班底无缝
切换到好莱坞商业大片，但实际上严重缺乏商业
类型片基础。香港电影的“北上”，既是在中国电影
的广阔天地里探索香港电影全新的表意空间，进而
实现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爱情片等各
种影片类型的有效翻新，也是在不断实现其自身
的同时，为扎稳中国电影产业的根基做出贡献。

青州博物馆

古城藏宝世所稀
本报记者 王 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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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害怕被遗忘
□ 杨雪梅

香港电影的“北上”答卷
□ 孙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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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中山区沂山山脉北麓和鲁北平原洽接地带，坐落着历史悠久的古城青州。青州
之名，始见于《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为古“九州”之一。因地处东海和泰山
之间，位于中国东方，“东方属木，木色为青”，故名青州。

青州地区古文化遗址众多，先后经历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
文化等。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有“弥淄流域的典型遗址，看来以青州为中心自
称一区系”的论述。1984年青州出土的一件刮削器，据考证是1万多年前先民用来切
割、剥皮、去毛的工具，这说明青州地区人类居住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万年前。

漫漫历史长河中，山东青州孕育着厚重的中华文明，也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瑰宝。
青州博物馆得地利之宜，藏有许多珍贵文物，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唯一的县级综合性
博物馆。东汉“宜子孙”玉璧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被誉为“改写了
东方艺术史的一次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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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斯马诺斯岩画 （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