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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温州人九个商，还有一个会算账。”提起温
州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善于经商。走遍世界的温商，
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将一个个财富梦变为现实。

温州，位于浙江东南部，古称东瓯国，《山海经·
海南内经》 有“瓯居海中”的记载。5000年来，勤劳
智慧的瓯民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宝
藏。

近日，笔者来到温州博物馆，通过一件件展品，
解读“温州人”的文化基因，领略独特的瓯越文明。

东瓯古国 依山拓海

走进温州博物馆大厅，一座大榕树石雕巍然映入
眼帘。大榕树是温州市树，粗壮的根节盘绕交错，寓
意温州人勤劳务实、百折不挠、精诚团结的精神。中
厅花岗岩壁面悬挂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等9
幅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大型铜雕壁画，气势恢宏，表
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馆内展区总面积 1.2万平方米，其中 2100平方米
的历史馆展示‘温州人’5000年历史足迹，另有书画
馆、陶瓷馆、自然馆、工艺馆、王维新铜版画陈列室
和临展馆等 6 个专题陈列区域。馆藏文物 4.1 万余件，
包括陶瓷器、青铜器、彩塑、砖雕、漆器、书画等数
十个门类，尤以陶瓷器、彩塑、书画为特色。”温州博
物馆副馆长高启新介绍道。

走进历史馆，首先看到的是距今 4000年左右的新
石器时代晚期大型岗丘型聚落遗址——鹿城区上戍乡
曹湾山遗址的出土文物，主要是陶器，常见器型有
豆、簋、圈足盘等。其中的豆，形似高足盘，是好川
文化的典型器物。好川文化与今浙北苏南地区同属新
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在展厅另一边，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铁器时
代早期的浙南石棚墓形态。这种用天然的巨大石块搭
建的墓穴，在欧、亚、非、南美各国沿海地带都有出
现，显示古代温州与沿海诸文明有着某种神秘联系。
石棚墓里出土的扁方形石锛 （bēn） 与日本、韩国同
类石锛一致，反映当地在商周时期乃至更早就已通过
海上交通与域外文明有着频繁交往。

依山拓海是温州的地理区位特征，也是瓯越文化
的基石，它造就了温州人守土与冒险的双重性格。“平
安二字值千金，冒险半生为万贯”，是多数在外经商的
温州人的真实写照。

在展馆一角，一件刻着飞龙形象的石雕引起了笔
者注意。石雕上的飞龙昂首瞋目，腾云驾雾，威武雄
奇。据高启新介绍，这件石雕原本是温州华盖山麓建
于清代的东瓯王庙上的构件。

东瓯王庙，是祭祀东瓯王的场所。春秋时期，越
王勾践灭吴后，封其子弟为诸侯王。专家们一般认
为，公元前472年，诸侯王的一支建立东瓯国，境域包
括今温州、丽水及台州一部分。秦统一后，废东瓯
国。汉惠帝三年 （公元前192年），驺摇因助汉灭秦有
功，被册封为东海王，俗称东瓯王，建都东瓯。

东瓯国是温州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记载的行政建
置，为此后 2000 多年温州行政区域建置奠定了基础。
东瓯王则被奉为温州的人文始祖。

百工之乡 瑰宝荟萃

在工艺馆一座座彩塑佛教造像前，许多观众正举
着手机拍照。这些佛像或坐或卧，体态匀称，神情优
雅，造型动人。高启新告诉笔者，这些佛教造像出土
于温州白象塔，是塔内出土文物中最有价值的艺术珍
品。

1965 年 ， 始 建 于 唐 贞 观 年 间 、 北 宋 政 和 五 年
（1115 年） 重建完工的白象塔塔身倾斜严重，几近倒
塌。考古工作者拆塔时清理出大批佛教文物。这些佛
教文物种类丰富，极具特色。其中，塔身壁龛内出土
的 42 尊北宋彩塑文物是宋代佛教的典型造像，在历
史、科技、艺术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

这些造像的风格一改唐代雍容富丽的特征，呈现
世俗朴实自然的风貌，具有宋代彩塑的典型特征，其
制作工艺也体现了“瓯塑”的地方特色，堪与晋祠彩
塑造像相媲美。

温州被称为“百工之乡”。近 900 年前，宋室南
渡，偏安江南。赵宋皇族与大量中原人士蜂拥入浙，
温州人口迅速增至百万。大量人口涌入促进了当地手
工业与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在造纸、印刷、漆器、
瓷器等诸多领域，温州人以技艺精湛高超名扬全国。

白象塔中出土的北宋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残页
是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本，是温州活字印刷技术发展
的见证物。古代温州印刷业十分发达，南宋绍兴四年

（1134年） 刻印的《大唐六典》被定为国子监官方名版
书，内列11位温籍刻工姓名。

瓯窑是我国最早的青瓷瓷窑之一。东汉晚期，在
长期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基础上，瓯窑工匠已能
烧制出成熟青瓷。

魏晋南北朝时期，瓯窑制瓷技术趋于成熟，并逐
步达到繁盛，产品种类丰富，造型和装饰艺术独具风
韵，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釉色风格。

馆中陈列的北宋瓯窑青釉褐彩蕨草纹执壶，是目
前瓯窑唯一一件国宝级文物。壶盖呈宝塔形，腹部形
似瓜棱，细长扁曲的壶把上模印缠枝花纹和联珠纹，
花纹之间印有“七何”二字，可能是制作工匠的名
字。壶通体施淡灰绿色釉，光洁润泽，线条流畅，秀
逸典雅。

“海丝”重镇 商贸繁荣

“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
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宋代杨蟠的诗描述了古时温
州城乡景象。两宋时期，温州一跃成为东南沿海重要
的商贸城市，繁华程度堪比被称作“人间天堂”的杭州。

在 工 艺 馆 内 ， 一 个 刻 着 “ 上 牢 ” 字 样 的 戗
（qiāng） 金细钩填漆长方盒引起了笔者注意。据高启
新介绍，温州漆器，在两宋时享有盛誉。孟元老 《东
京梦华录》 和吴自牧 《梦梁录》 记载，北宋都城开封
和南宋都城临安都设有专卖温州漆器的商铺，说明温
州漆器在当时的市场占有率是比较大的。“上牢”意指
产品非常坚固，属于商品广告，说明此时的温州商人
已经具备广告意识。

“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已经兴盛，温州就是
“海上丝绸之路”中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青瓷、漆
器、丝绸和印刷品在海外贸易中占有较大比例。在展
馆另一头，1988年出土于洞头区东屏后垅第三药厂工
地的元代龙泉窑瓷杯、瓷碗等吸引了不少人参观。这
些瓷器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海捞瓷”。

高启新告诉笔者，历史上，温州港作为亚、非、
欧海运往来的重要枢纽，是中外商船必经之地，一些
商船因故沉没，所载瓷器打捞出水后统称为海捞瓷。
博物馆展出的这批海捞瓷以晚唐五代至元代的瓯窑、龙
泉窑为主，它们造型优美，制作精良，堪称瓷中上品。

贸易繁盛的温州孕育了“经世致用”的社会文
化。两宋时期，发源于温州的永嘉学派提倡事功之
学，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成为中国
思想史上的重要流派。叶适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

温州博物馆收藏的南宋龙泉窑青瓷叶适墓志，
1940年出土于鹿城区慈山叶适墓。它正面及边缘施青
绿釉，玻璃质感强，釉面有冰裂纹，上书篆文“大宋
吏部侍郎叶文定公之墓”。这块墓志成为研究永嘉学派
的重要史料。

在永嘉学派事功思想熏陶下，温州人养成了务实
进取、开拓创新的性格，注重民生日用，重视商品经
济，使温州成为“其人善贾，其货纤靡”的商贸重
镇。改革开放后，温州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策源
地，温州人也成了“敢为天下先”的代表。温州博物
馆里精美的展陈，让观众得以走进温州人的精神世
界，感受温州人不甘现状、拼搏不息的“商魂”。

无锡钱氏的直系远祖可以追溯到钱镠。他生活在晚
唐五代那个武人称雄的乱世，建立了吴越国，在当今的
江浙一带割据称雄。虽然钱镠是靠武功起家，却有着与
一般武人完全不同的思维，著有 《武肃王八训》 和 《武
肃王遗训》，教导后世子孙刻苦读书、忠孝立身、勤俭持
家、克己安邦。

钱镠子孙繁衍千年，遍布全球各地，国内有迹可循
的钱氏宗脉就有 100 多支。无锡钱氏包括湖头、堠山两
支，分别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 （1011年）、南宋理宗
宝庆元年 （1225年） 迁入，始迁祖分别是晋宗公钱进和
尚父公钱迪。无锡惠山有一座著名的钱王祠，始建于清
高宗乾隆三年 （1738），由湖头和堠山两支的钱氏子孙共
同出资修建，以祭祀武肃王钱镠，属于共用祠堂。祠堂
是祭祀祖先、商议大事的地方，也是读诵家训、传承家
风的地方。不幸的是，1925年，惠山钱王祠在江浙军阀
混战中被焚毁。

1928 年，在湖头和堠山两支头面人物的共同操办
下，钱王祠复建完成。当时有才学的钱伯圭，也就是钱
穆在果育小学的启蒙老师，亲自题写了楹联：“西临惠
麓，东望锡峰，祠宇喜重新，吴越五王，亿万年馨香俎
豆；派衍梁溪，源分浙水，云礽 （réng） 欣愈盛，堠湖
两系，千百岁华赀 （zī） 簪缨。”体现了慎终追远的家
风。2016年，无锡钱氏举行惠山钱王祠祭祀大典，强调
忠孝礼义，宣传先人的懿德嘉行，教化后人的道德行为。

无锡钱氏的很多后代继承祖先遗训，发奋读书，所
以在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涵盖多
个学科和领域，其中最有名的是钱基博、钱钟书、钱
穆、钱伟长等人。

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属堠山一支，二人在学术领域
均有突出贡献。钱钟书少年成名，有时下笔严苛，略失
忠恕之道。钱基博曾劝导儿子：“如以犀利之笔，发激宕
之论，而迎合社会浮动浅薄之心理，倾动一世；今之名
流硕彦，皆由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实大！”中国传统文
人讲究温柔敦厚，不可失之尖刻，武肃王的家训中也有
这样的内容。钱基博秉承家训，多次给儿子写信，循循
善诱，希望钱钟书立身正大，待人忠恕。

抗日战争期间，钱基博以笔报国，撰写中国文学史
系列。其女儿钱钟霞曾追溯这段著述历史：“寒风之夜，
李园四周万壑松涛在响，西侧一室，橘黄的灯焰摇晃
着，父亲在灯下一笔一笔认真地写这本书稿。”

钱穆、钱伟长属于湖头钱氏家族。钱穆勤学苦读，
博通经史子集，著作等身，被尊为国学大师。因为大哥
钱挚英年早逝，钱穆便把侄子钱伟长带在身边，供其读
书并亲自教导。钱伟长遇到疑问，钱穆总是悉心讲解，
伴以人生哲理的启迪。钱伟长后来考入清华大学，又留
学海外，复回国报效，成为著名的科学家。

钱伟长多年后在上海对人说：“陪四叔读书几年，使
我养成爱好读书的习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养成良好的习惯于童蒙，终身受用。四叔除读书以外，
便是练字。我也跟着练字，画图画。我对文史方面的兴
趣得益于四叔的熏陶和影响。”钱穆中年南下香港，不顾
个人贫困漂泊，创办新亚书院，为失读学生提供学习场
所。其五个子女留在大陆，坚持读书深造，得以有成。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气质，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的家
风，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色。家族是连接个人与国
家的纽带，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无锡钱氏优良家风的传扬，促进了家族的发展，传
承了民族的文脉。

近日，“守望敦煌之夜”分享会暨“敦煌文化守望
者”二期招募启动仪式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举行。

“敦煌文化守望者”项目是由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
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文
化发展基金联合发起的一个全球志愿者派遣计划。项目
在全球范围内招募并培训志愿者，参与世界文化遗产敦
煌莫高窟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2018 年 5 月，首批 10 名“敦煌文化守望者”来到敦
煌，在40天的时间内，聆听专家讲授与敦煌莫高窟有关
的知识，从事以讲解壁画为主的志愿服务。首批志愿者
中既有设计师、媒体人、外企高管，也有退休教师和在
校学生。他们结合各自专长，推动敦煌文化的传播与创
新。

据悉，第二期志愿者招募持续至 11月底，有意者可
以关注“文化守望者”微信公众号，报名参与“敦煌文
化守望者”，了解更多资讯。

与此同时，“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在上
海举行。展览通过现代数字技术复制的敦煌石窟艺术经
典作品30余幅、一比一复制洞窟 1 个、藏经洞出土文献
复制品3件、彩塑复制品2件，真实再现敦煌艺术的风华
神韵。在展览现场，观众还可以通过专业设备，体验敦
煌莫高窟30个洞窟的VR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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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钱氏：
刻苦读书 学成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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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招募“文化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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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敦煌文化守望者”在讲解壁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