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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
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的 《少年行》
描绘了一幅欢快明丽、恣情迈逸的盛唐风情图。
诗中繁华热闹的“金市”便是当时唐都长安城最
负盛名的国际化贸易中心——西市。

据史料记载，隋初宇文恺遵隋文帝旨意在汉
长安城西南方建大兴城，并在廓城东、西两侧设

“都会”“利人”两个贸易市场。至唐初，大兴城
改名为长安城，两市仍承旧制，因两市分设于城
市中轴线朱雀大街东西两侧，依其方位而称“东
市”和“西市”。前者经营国内贸易，后者紧邻西
去丝绸之路的出口——长安城西开远门，对外贸
易十分发达，四方辐辏，商贾云集，成为隋唐丝
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1300 多年后，大唐西市博物馆在唐长安城西
市遗址上拔地而起，以保护性发掘的方式，再现
了绵延千载的西市盛景。

大唐西市博物馆是古丝绸之路上唯一的集市
类遗址博物馆，也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家非国有国
家一级博物馆。笔者采访了大唐西市博物馆馆长
王彬，据她介绍，博物馆馆区建筑面积3.5万平方
米，展览面积 1.1 万平方米，其中遗址保护面积
0.25万平方米。馆藏文物2万余件，上起商周，下
迄明清，以承载盛唐文化、丝绸之路文化、商业
文化的西市出土文物为主。

西市遗址 繁华留迹

走进大唐西市博物馆一层大厅，被誉为“活
的穿越、镇馆之宝”的唐长安西市遗址赫然出现
在眼前，无声地述说着千年前大唐西市四面立
邸、珍品汇聚的辉煌景象。

历史上的西市面积有 1600 亩，纵横向各有两
条街道，构成九宫格格局。白居易在 《登观音台
望城》 中以“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
畦”形容长安城棋盘式的整体布局，而西市也沿
用了这种规划方式。西市平面呈井字形，南北约
1031米，东西约927米，四面均有围墙门址，围墙
内有沿墙平行的街道，内部南北向和东西向各有
两条街道，将整个西市划成9个矩形区域。这9个
矩形区域均四面临街，便于开展商贸交易。

现存西市遗址主要由东北“十字街”遗址、
“石板桥”遗址、道路车辙遗址、店铺房基遗址、
排水渠遗址等部分组成，分别以裸露原状和玻璃
覆盖两种方式展示。“十字街”北侧有一处东西5.5
米、南北 1.75 米的“石板桥”，由 7 块石板铺就，
石板间有铁卡相互固定，这一技术在唐高宗李治
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中也有使用。“石板
桥”附近路面上还有若干条宽约 1.3 米的车辙痕
迹。经考证，这一宽度与唐皇宫大明宫、兴庆宫
石门槛上的车辙宽度相当，体现了唐朝的车同轨
制度。“石板桥”东北方向不远处，残存几间房屋
墙基，当是旧时西市店铺遗址。

在大唐西市博物馆，千年古迹以最原始真实
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不仅展示出先人在交
通、排水、建筑、城市规划等领域的智慧，还带
领观众穿越 1300 多年的历史烟云，想象当年商旅
络绎不绝、游人摩肩接踵、店铺鳞次栉比、货品
广集四海的大唐西市盛景。中国的丝绸、瓷器、
茶叶从这里走向世界，西域的宝马、香料、风俗
由丝路传至中国。大唐西市不仅是繁荣的国际贸
易中心，同时也是联通东西文化的枢纽，在世界
文明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商品遗珍 工艺精巧

作为国际化贸易市场的西市，这里出土的文
物带有浓郁的商业气息和生活气息，也反映出当
时工艺的精巧。

博物馆展出两件西市出土的陶扑满，类似于
现代人使用的储蓄罐，是一种储钱工具。

据史料记载，汉武帝时已有扑满，在文献中
常被称作“缿 （xiàng） ”。因扑满在实用中具有

“满则扑之”的特点，故很少有完整的扑满留存。
而这两件罐状陶扑满，罐体饱满，形制完整，顶
端均开有一条可放入钱币的狭口，还有一个供插
系绳子的小眼，没有使用痕迹，可能是未售出的
商品，因其存世量少而倍显珍贵。

2006 年，考古人员在西市遗址清理过程中，
采集到 60枚釉陶丸，除几枚残破外，大部分保存
完好。陶丸的胎和釉层均较薄，色彩分黄釉、绿
釉，规格有直径 2.5 厘米和 1.5 厘米两种。它们与
弹珠游戏所使用的实心弹丸不同，腔内中空，摇
动时可以感觉到内装有硬核，从而被鉴定为一种
珠算工具——“珠算板”上的算珠。中国古代长
期使用筹算，一般认为珠算萌芽于宋元，至明代
才取代筹算成为主要计算方式。西市出土的这些
唐代釉陶算珠可称为重大发现，不仅为前人所著

《数术记遗》中所提到的“珠算，控带四时，经纬
三才”提供了实物资料，也说明唐代已有简易珠
算，开始从筹算向现代珠算过渡。珠算这一当时
被认为先进的计算方式在西市出现，是唐代西市
商业繁盛的重要标志。

唐代十二峰灰陶砚

“谁截小秋滩，闲窥四绪宽。绕为千嶂远，深
置一潭寒。”陆龟蒙诗《太湖砚》表达了唐代文人
对文房四宝之一砚台的珍爱。西市出土的两件十
二峰灰陶砚，展现了唐代高超的制砚工艺和雅致
的审美情趣。第一方陶砚通高 12.5 厘米，砚面径
13.5厘米，总体造型为山峦形，三足，带盂箕形圆
砚。山峦分里外两区环绕于陶砚外沿，高低错
落。三足上部和砚首主峰正面各塑有一个高额瞠
目、肌肉发达的半蹲力士作负山状。第二方陶砚
略小，有残缺，造型与前者相似，但局部特征有
明显差异，残足正面饰有堆塑的莲花纹样。这两
方陶砚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二峰陶砚”造型
相似，体现了古代文人将湖光山色与文房用具结
合的审美意趣。

汇通东西 文化交融

大唐西市博物馆还收藏了大量与丝路主题相
关的文物，这些文物多带有东西文化交融的特色。

西域文化对中国传统染织图案影响最大的是
联珠形式。隋代何稠曾成功仿制波斯金锦线绵，
唐代以后这种图案形式被吸收消化，成为兼具中
西特色的联珠团窠。馆藏“中窠对马纹织锦”，团
窠内为两匹造型独特、线条流畅的写意马，马腹
圆圈纹中织汉字“午”，团窠间饰花朵和古波斯文
字，充满异域风情。西域文化还为中国染织品带
来了新的表现题材。“对格利芬织锦”以两个背向
回首的格利芬为团窠内饰，格利芬是古希腊传说
中的神兽，鸟首、立耳、狮身、卷尾、带翼。团
窠间缀有古波斯文字，具有鲜明的波斯风格。

胡风胡俗还进一步影响到时人的衣食住行。
《新唐书·车服志》 记“开元中……士女衣胡服”，
《新唐书·五行志一》 谓“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
为胡服胡帽”，描述了开元天宝年间胡服盛行的社
会潮流。博物馆展示的唐代彩绘釉陶戴笠女骑
俑，女俑头戴黑色帷帽，上身内穿窄袖绿色长
衫，外套圆领半臂，下着红色长裙，其中窄袖袍
服和间裙都是受胡风影响产生的装束。三彩调鸟
男立俑，男俑头戴幞头，微向左偏，身着翻领窄
袖胡服，腰系带，双手各持一小鸟作调耍状，神
态悠闲潇洒。

大唐文化也深刻影响了当时到访的外国友
人。唐长安城广迎四方宾朋，来自丝路沿线各国
的人口达数万之多。他们的身份主要是使臣、商

贾、僧侣、学生、伎艺，也有少部分人通过科举
考试进入唐代权力机构。展厅里绿釉胡人午狮纹
陶扁壶、三彩胡人陶哨、回鹘王子葛啜墓志等文
物，不仅反映出盛唐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更是
东西方文化深入互动的生动写照。

创新文保 促进交流

诠释丝路故事、解读丝路文化、传播丝路精
神，大唐西市博物馆以“丝路”为主题构建陈列
体系，自 2010 年开馆以来，已举办近百场弘扬和
传承丝路精神的宣教活动，接待海内外观众逾500
万人次，不断探索着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的新路
径。

在常设展览“丝路起点 盛世商魂”之外，大
唐西市博物馆还设有专题展览“货币中的丝路故
事”，以时间为轴、以地域为纬，通过48个古代国
家和地区的 2000 余枚货币，管窥丝路沿线各国各
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面貌，映射出丝绸之路
的千年辉煌。

博物馆开发了多种文创产品，如造型独特的
王莽“国宝金匮直万”款U盘、“中窠联珠对鸟织
锦”图案杯垫、以西市遗址出土陶瓷羊为原型制
作的存钱罐等，拉近了文物与大众的距离。此
外，还举办了“未成年人跳蚤市场”等社会教育
活动，让青少年体验盛唐商业文化与西商精神。
博物馆赋予活动强烈的仪式感，开市前带领孩子
们以诚信经营、文明经商为主题进行宣誓，开市
时敲开市鼓，闭市时击闭市钲，让孩子们在感悟
历史的同时接受诚信教育。

据悉，大唐西市博物馆已与丝路沿线 16 个国
家、22 座博物馆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引进来”
和“走出去”并举，不断为促进文化交流增彩添
色。2014年4月，大唐西市博物馆举办的《陕西皮
影展》 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开展，开
创了中国非国有博物馆走出国门办展的先河。
2018年5月，大唐西市博物馆成功引进《欧亚大草
原早期游牧民族文化——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
物馆文物精品展》。这是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
馆首次走进中国，该国国宝级文物“金人”也得
以在大唐西市博物馆供国人观赏。

2018年 10月 30日，金庸先生于
香港去世。噩耗传来，坊间一片悲
伤，人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寄托哀
思。金庸笔下的江湖奇景，是几代
人的青春记忆，是独特的中国童
话。以金庸作品为代表的武侠小说
及其改编而成的影视剧，在华语文
化圈拥有十分庞大的受众群。上至
教授博导，下至贩夫走卒，都对其
中经典的武侠人物和故事情节谙熟
于心。

为何武侠文学具有如此强大的
感染力？溯其源头，武侠类叙事自
中国古代游侠文化中生发。先秦两
汉历史散文多记游侠事，司马迁在

《史记》 里更是以 《刺客列传》《游
侠列传》 等为题，专章细述此类壮
士。他们出身乡野，却具有“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其
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至唐，文言小说发展成熟。唐传奇中多有游侠人物，
塑造得鲜活生动。昆仑磨勒携锥杀猛犬，为主救红绡；红
线盗节度使之金盒，以示警告；聂隐娘脑骨中藏匕首，可
驰骋千里取人首级化水，其与妙手空空儿、精精儿的对战
场面更似一场幻术。值得一提的是，侠客们虽身怀绝技，
却并无嗜血滥杀的一面，如聂隐娘见罪官小儿可爱，不忍
动手，怀有仁心善念。

至后世，侠客形象进一步确立。许多文学作品的情节
依托侠士推进：《紫钗记》 改自 《霍小玉传》，黄衫客慷慨
相助，使李益和霍小玉重逢，唐传奇的爱情悲剧至此成为
大团圆喜剧。《聊斋志异·聂小倩》 中，剑客燕赤霞身怀异
术，妖魅不敢近，继而降服作祟之鬼，保住了宁采臣与聂
小倩。清代频出侠义小说，如 《三侠五义》《小五义》《续
小五义》等，皆以侠客、义士故事为题材。

千百年来，这些侠义题材的作品润物无声，逐渐融入
民族心理，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孔子言“勇者不惧”，
认为勇而信是君子应当具有的美好品德。孟子提出“虽千
万人吾往矣”的道德之勇。古老的侠文化在流变中浸染上
儒家特质，“侠”与“士”在某种程度上都体现出对责任与
道义的承担。也正因如此，武侠小说中，作者虽对武功描
述甚详，但他们所要传递的主要信息是世间的情与义，带
着浓厚的人间温度。

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并非主流话语中的帝王将相，而是
侠客。侠客们的江湖是在雄奇幻想与心理期待中建构的一
个平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侠士任情重义、少有束缚，
以武力及法术匡扶正义，救人于危难——这是儒家不平则
鸣思想的通俗文学表达，也反映了读者大众对满怀救世热
忱的侠客英雄的期待。

当代武侠小说沿袭中国古老的侠义精神，书中侠客也
多与“士”相似，具有独立不迁、信义刚直、一诺千金与
嫉恶如仇的特点。同时，又将侠的精神升华：古龙笔下的
侠客铁中棠，处颓乱江湖却积极进取，连敌人也承认其坚
韧侠义，为天地间磊落英雄。金庸的 《神雕侠侣》 中，郭
靖教导杨过“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浸染着浓厚的儒家济
世情怀。郭靖夫妇为保家卫国而战死襄阳，成为民族不屈
脊梁，此为大义，更为大爱。

小说家们精心构建的江湖，成为国人心灵深处的田园
牧歌：江南，塞外，沙漠，海岛，高歌纵饮，策马奔腾……虽处
江湖之远，而秩序与侠义并存，生动多彩，情意拳拳。

许多人在悼念金庸先生时表示，年少时酷爱金庸小
说，从中读出了仁义与忠诚，读出了宽厚与悲悯，并据此
建立了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认知。

由此想来，当武侠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一道
文化盛景，并逐渐成为民族精神的一种底色时，忠义诚信
也传播久远，直至今日。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哲学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纪念郑
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郑振铎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涉猎极广，他在创作、翻译、编辑、藏书、美术、考古、治史等方
面，无不成就斐然。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担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 （后为主管
文物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还兼任中国科学院 （其哲学社会科学部
为中国社科院前身） 文学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研讨
会上，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谈到，郑振铎筹建文学所、考古所
时，在延揽人才方面尽心竭力，在他的力邀下，钱锺书、罗大冈、
余冠英、俞平伯、孙楷第、王伯祥、唐弢等著名学者先后调入文学
研究所。读郑振铎致唐弢、夏鼐的信，劝二人来京工作，殷勤备
至，其为国聚才的拳拳赤子之心真切可见。

在郑振铎的积极推动下，国家成立了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统筹
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郑振铎生前有着庞大的古籍整理计划，
其中包括 《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丛刊》 等。截至他逝世那年，

“戏曲丛刊”完成了四集的编纂。此后60年间，《古本戏曲丛刊》 一
直是社科院文学所的重点项目，预计将于2019年编纂完成。“小说丛
刊”的出版整理同样取得丰硕成果。

国家文物局人事司副司长彭冰冰和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朱岩石
介绍了郑振铎对中国考古事业及文物保护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解放
前，郑振铎以一人之力编印 《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国历史参考图
谱》 等重要参考资料，在美术考古等方面做出开拓性的研究。新中
国成立后，郑振铎组建国家文物局和考古研究所，全面推进文物调
查和田野考古，加强博物馆建设、重视文物展览工作，推进文物立
法，颁布 《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 等管理条款，加强考
古人才培养，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迅速建立起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基础。

与会的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郑振铎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
现代文化的贡献。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党委书记张伯江表示，今天我们纪念郑振铎
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的牺牲精神、创造精神，要发扬他善于建设的

“大气”和昂然立世的文化品格，努力建设好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
学，建立融通中西、面向未来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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