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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举办的一
次礼品推荐会上，一只憨
态可掬的小“考拉”吸引
了众人的目光。这只足以
乱真的“考拉”是苏州民
间 艺 人 蔡 梅 英 的 刺 绣 作
品 。 她 用 乱 针 绣 、 施 针
绣、点针绣、滚针绣等多
种针法的结合，将树袋熊
每一根蓬松油亮的毛发都
勾画得清晰逼真。

刺 绣 是 用 绣 针 引 彩
线，在纺织品上绣出花纹
图案的一种工艺，因多为
妇女所作而称为“女红”。
苏绣与湘绣、蜀绣、粤绣并称中国“四大名绣”。其主要流行于苏州地
区，已有2500多年历史，以仿画绣、写真绣细腻逼真、形神兼备的艺
术效果为主要特点。苏州镇湖镇是中外闻名的“苏绣之乡”，这里成就
了一批苏绣艺术家，蔡梅英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蔡梅英自幼有着敏锐的色彩分辨能力。15岁那年，蔡梅英开始了
她的刺绣生涯。她勤学苦练，很快掌握了刺绣技巧，对于刺绣的爱好
与日俱增。

作为苏州镇湖“十大绣娘”之一，蔡梅英刺绣技艺全面，在传统
苏绣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创新手法，让本来秀雅的苏绣作品，
显得更加鲜活。其作品形象逼真、细腻，针法运用灵活。无论是花
卉、风景、人物、动物、唐卡等，蔡梅英无不用丝线勾勒出活灵活现
的模样，似乎把历经的每一瞬间定格于作品之中。在绣品里，有她的
故事，有她的思想。

蔡梅英的苏绣巨作 《姑苏繁华图》 全长 15.9米，宽 47.5厘米，耗
时5年绣制成功。该作品所用蚕丝线总长超过5万公里，丝线颜色达到
2000多种，采用了近20种刺绣技法，解决了层次感、纵深感以及画面
长度带来的绣制困难等问题。其细节表现丝丝入扣，远近有致，田
野、树叶、店铺、桥梁等细节具有立体感和层次感，完整地再现了原
画作中苏州古城的市井风貌以及风景秀丽、人文荟萃的繁盛景象。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了第一批国家传
统工艺振兴目录，全国共计383个传统工艺项目入选，涉及纺染织绣、
服饰制作、编织扎制、雕刻塑造、家具建筑、金属加工、剪纸刻绘、
陶瓷烧造、文房制作、漆器髹饰、印刷装裱、食品制作、中药炮制、
器具制作等14个门类。

第一批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为基础，重点考虑了面广量大、传承人群较多、有助于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形成国家或地方品牌的传统工艺项目，同时适当向革命老
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扩大就
业的项目倾斜。

2017年3月，《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正式发布，建立国家传统
工艺振兴目录是 《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 提出的主要任务之一。下
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以国家传统工艺
振兴目录为抓手，加大对列入项目，尤其是贫困地区项目的扶持力
度；同时，督促各地对列入项目着手制定振兴方案，落实振兴措施，
以列入项目为重点，推动形成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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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发布

历经近两年时间
的修建，总投资达
1.2 亿元的西藏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日
前正式竣工。这一世
界海拔最高的非遗博
物馆预计在今年下半
年对外开放。

博物馆坐落于拉
萨河南岸的宝瓶山
上 ， 海 拔 3750 米 ，
占地总面积 4万平方
米 。 主 体 建 筑 共 5
层，面积约 8000 平

方米，建造理念源于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是一座以白色为主、辅以褐
色的兼具传统藏式建造工艺与现代风格的建筑。博物馆主体建筑与布
达拉宫白宫部分建筑有相契合的建造风格，中庭部分与大昭寺天井有
相通之处，外墙石头砌筑传承了藏式墙的传统工艺。

西藏有着丰富的非遗资源，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89个，自
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23个。根据规划，博物馆将收集格萨尔说唱艺
术、藏戏、唐卡等数百个西藏非遗项目展品，还将现场展示一些非遗
项目的制作技艺。

蔡梅英绣制的考拉

蔚县剪纸被列入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世界海拔最高非遗博物馆竣工

□李 键 春 拉

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外观 孙靖宇摄

□郑 娜

“中国的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也是世界人类
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
们的这项工作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一块非常重要
的空白。” 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表示。

基于90年来中国田野考古学成果的科学总
结，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探源工程研究
团队从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中心城市和强制
性权力等方面，提出了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突
出特征。这四个特征不包括西方学术界常用的
两条文明判断标准——文字和冶金术。“我们认
为，这种差别，恰好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
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这也算是
我们在中华文明的研究中发现与总结的一些不
同于其他文明的地方。”赵辉说。

赵辉介绍，尽管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形
成发展过程由于地理的原因是相对独立的，但
探源工程最新的发现表明，在古国时代的晚
期，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触，源自中亚
地区的麦类作物，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品
种以及青铜冶金技术，在这个时期陆续传入了
中华文明。而且，其中一部分很快被我们加以
改造和提升。比如迅速提升了冶铸技术，变成
了具有自己特点的技术体系。“这就为中华文明
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或者能量，也体现
了中华文明的互相借鉴、兼收并蓄能力。”

“如果概括说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就是多
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关强说，中华
文明早期发展过程是从多元到一体，也是兼收
并蓄的，既有中华大地不同文明之间的兼收并

蓄，也有对外界的，包括中亚、西亚文明的兼
收并蓄。“中华文明是个开放的文明，有着很强
的融合吸收能力。所以，我们才特别自豪地说，
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的文明就是中华文明。”

关强表示，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积极与
科技部等部门协商，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后续研究工作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尽
快完成指南的编制、发布，精心组织实施。并
积极配合教育部和相关部门，加强成果整理与
宣传。同时，继续对相关重要遗址有重点地进
行系统考古发掘和有效保护，积极建设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全力做好良渚等重要遗址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发挥古遗址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系列报道之一

中华文明起源图谱初现
本报记者 邹雅婷

多学科研究的重大项目

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

丰富人类文明起源认知

“文明起源与国家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
大的事件之一。关于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界很
早就开始关注，提出许多观点和理论，但对于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
展，在相当长时间里，既缺乏资料，也缺乏系
统的认识。”关强说。

上世纪20年代起，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
辨派”以现代方法重新梳理了古文献和史书，对
于古书记载上古史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学术界
一直深信不疑的五千年文明体系产生动摇，国外
学者甚至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在这样的背
景下，一批中国学者引入西方的现代考古学，以
考古实证的方法来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正如
翦伯赞所言，人们开始“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
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

从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
发现与研究积累到了一定程度，逐步具备了对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展开系统研究的条件。
进入80年代以来的中国田野考古的一系列重大
发现，促进了考古学有关中华文明问题的探索。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开创了
采取国家工程的形式，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
科学相结合，研究重大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的工
作模式。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后，2001
年，“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
被正式提出，简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2001-2003 年 ， 实 施 了 探 源 工 程 预 研 究 。
2004-2015 年，探源工程由科技部批复，国家
文物局负责组织，依托“十五”国家科技攻关
计划、“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已实施 4 个阶段的研究工作，2016 年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4期完成结项。

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
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
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
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团
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牵头，联合国内近 70 家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和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参与。

据关强介绍，探源工程累计发表学术论文
900余篇 （其中以外文或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上
的论文近400篇），出版专著80余部，培养博硕
士研究生及博士后 200 余人，实现了预先设定
的多项目标，并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多学科联合
研究古代社会的道路。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要成果，就是以考
古资料实证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所言非虚。

探源工程研究团队认为，距今 5800 年前
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
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
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 3800 年前
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
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
的核心与引领者。

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
所研究员王巍表示，十几年来，对几个重要
的、距今 5500—3500年的都邑性遗址所进行的
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显著成果，为中华文明
5000年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

在浙江余杭，学者们发现了大约修建于
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遗址包括规模巨大的城
址、巨型水坝、土方台等。“据估算，这样的工
程量如果动用 1万个劳动力也需要 10年以上才
能完成。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人力，来进行这
么大规模的工程，如果仅仅是一个部落或者一

个联盟是不可想象的，应该是动员了相当广阔
地方的人力。”王巍说。

在良渚遗址的墓葬中，发掘了制作精良的玉
琮、玉璧等与宗教有关的玉器，还发现了象征军
事权力的玉钺。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个阶级分
化严重、产生了权力乃至王权的社会。王巍等专
家据此判断，以良渚古城为代表，在长江下游地
区，距今5000年已经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在中原地区，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
神木石峁遗址，也发现了体现“古国文明”的
巨型城址。陶寺遗址还发现了冶金术应用的实
例，发现了最早的空腔铜器，能够确定为文字
的材料。

依据这几个巨型城址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发
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探源工程团队认
为，距今 5000 年前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
域，包括西辽河流域等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比
较快的区域，已经率先进入到文明阶段。“虽然
它们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但是阶段性是比较一
致的，这是我们一个初步的结论。”王巍说。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几大文明之一，也
是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
不仅是国人想要探寻的文明密码，也是海外许多人士关
注的问题。

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
绍“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国
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会同教育部、科技部有关负责人以
及项目首席专家王巍、赵辉出席发布会，介绍有关情
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关强表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
目自2001年正式提出，到2016年完成结项，实现了预
先设定的多项目标。项目研究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历
史所言非虚，文明形成过程具有“多元一体、兼容并
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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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纹陶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