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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浅绿底凤凰牡丹纹瓷碗，造型小巧精
致，图案栩栩如生。清末光绪年间，它漂洋过海
来到马来半岛一户土生华人家中，成为人们吃手
抓饭前洗手的碗。与中国传统瓷器相比，这款外
销瓷色彩更为艳丽，符合当地人的审美，瓷器上
的凤凰牡丹图案透着浓浓的中华文化气息。这件
来自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文物，融汇了中国
文化和马来文化元素，生动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
的经贸文化交流。

日前，“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在中
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汇集亚洲全部47国及希
腊、埃及两个文明古国伙伴的 451件组文物，以
精美丰富的展品和多样化展陈方式，体现亚洲文
明的深邃、广阔以及各民族文明间的交流互动。

文物领域的奥林匹克

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重要文化活动，
“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是由中国举办、
亚洲各国共同参与的集大成亚洲文明专题展览，
参展国家数量、文物数量和精致程度前所未有，
堪称“文物领域的奥林匹克”。

走进展厅，首先看到的视频短片《大美亚细
亚》呈现了亚洲各国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
和著名文化景观。展厅里的文物和短片里的文化
遗产互相呼应，凸显各国历史文化特色，诠释亚
洲是人类文明之源。

从公元前 4千纪沙特塔布克地区的石雕人像
到新石器时代中国良渚文化玉琮，从距今3000年
的老挝铜鼓到公元前8-前7世纪亚美尼亚陶鸟形
来通，早在遥远的史前时期，亚洲大地上就留下
了各族文明的瑰丽遗存。不同民族孕育出不同的
宗教信仰，而宗教又随着人口的迁徙和交流广泛
传播，互相影响。巴基斯坦犍陀罗佛像、印度石
雕象头神像、柬埔寨吴哥神像、约旦亚历山大里
亚图景马赛克……透过这些文物，我们能感受到
亚洲各民族多元的宗教文化。

“亚洲是最古老的文明地区，世界上很多古
代文明都诞生在这里。希望通过这个展览把亚
洲文明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体现亚洲文明源远
流长、多元共生、彼此相通。”国家文物局副局
长关强说。

展览中有 109 件中国文物，从石器时代到
明清，勾勒出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二里头出
土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殷墟刻辞卜甲、西周
青铜何尊，讲述着最早的“中国”从何而来。
战国“最美青铜器”曾侯乙铜尊盘、西汉鎏金
铜长信宫灯、唐代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南
宋缂丝山茶蛱蝶图册，尽显古人高超的技艺和
独特的匠心。元青花四爱图梅瓶、赵孟頫行书

《为隆教禅寺石室长老疏卷》、明代《永乐大典》副
写本、清代《耕织图》册页，诉说着中华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

“来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看到这么多中国
文物精品，我感到非常激动。”阿富汗国家博物
馆策展人纳斯林·贝拉利对本报记者说，“这个
展览走一圈，就像从几十个国家走过一遍，能
够领略亚洲各国的历史文化风貌。”

文明交流历史悠久

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自古以来就有
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展览中有一件来自希腊雅典卫城博物馆的
亚历山大大帝石雕头像，展现了这位征服者的
绝代风采。他在扩张亚历山大帝国疆域的同时，
积极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将包括雕塑在内的希
腊艺术传播到西亚、南亚和北非，而亚洲的天文
学和数学也传入欧洲，对欧洲文明发展产生重要
影响。

始于汉代的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亚洲各国
友好往来的重要通道。新疆山普拉墓地出土的
汉代蓝地人首马身纹毛布，色彩丰富，图案生
动，上缀人首马身图，下缀高鼻深目的武士
像，明显受到西方文化影响。

唐代是多民族文化融合共生、中外交流极
为密切的一个时代。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
出土的盘口细颈贴塑淡黄色琉璃瓶，制作精
美、纹饰华丽，不仅吸收了古罗马和波斯帝国
的玻璃生产工艺，还融入了早期伊斯兰文化风
格，堪称中外文化交融的艺术精品。

明代航海家郑和是海上丝绸之路最具代表
性的历史人物。他率领船队七次远航，曾四次
抵达斯里兰卡。展厅里矗立的郑和 《布施锡兰
山佛寺碑》（复制品），是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前
在南京刻好，随船队抵达锡兰国 （今斯里兰
卡），在寺院布施时竖立。该碑以中文、泰米尔
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镌刻，表达了对佛教、印
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敬仰。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见证，也是中斯两国延续千年的友谊象征。
土生华人指的是 15、16 世纪移居马六甲一

带的中国人与当地土著结合所生的后代。在土
生华人族群中，男人被称为“峇峇”（baba），女
人被称为“娘惹”（nyonya）。新加坡亚洲文明博
物馆馆长陈威仁告诉记者，此次参展从新加坡
带来 18 件文物，其中一半是土生华人的陶瓷
器。“土生华人是最能体现文化交融的群体。他
们从中国景德镇订购精美的瓷器，风格融合了
马来、葡萄牙的审美观，这些瓷器作为实用餐
具，又体现了当地人独特的用餐方式。”

多种合作由此展开

从古至今，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一
直持续，交流合作不断深入。展览前两部分以
历史文物为主，第三部分则展示当代中国与亚洲
各国在文化遗产领域交流合作情况。从中国参
与吴哥古迹保护修复到中印联合调查发掘奎隆
港口遗址，从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下考古培训，各国合作
的范围更广、形式更多样，携手保护人类共同的
精神家园。第四部分展示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与
亚洲各国领导人外交活动中受赠的礼品，反映新
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

黎巴嫩国家博物馆古物事物总署考古学家
洛尔·萨卢姆认为，亚洲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非
常重要。“这是黎巴嫩第一次在中国展出文
物。”洛尔·萨卢姆说，“这样的展览非常好，有
来自亚洲各国的展品。希望有一天在黎巴嫩、
在其他国家也能有这样的展览，让这些精彩文
物能够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欣赏到。”

“我们很自豪能够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
一道展示自己博大绚烂的古代文明，同时这也
体现了我们亚洲各国之间的团结。”柬埔寨王国
文化和艺术部副部长费欧文·楚什说，“中柬两
国在多个领域的交往日益广泛，特别是文化领
域的交流，已成为‘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组
成部分。”

陈威仁告诉记者，此次展览拉开了新加坡
亚洲文明博物馆与中国文博界同行合作的序
幕。“我们从今年 6 月到明年 9 月会开展持续一
年多的‘中华风’艺术季节，举办四个以中华
文化为主题的特展。比如我们将与上海博物馆
合作，将馆藏的‘黑石号’沉船文物首次带到
中国展出。明年紫禁城建成600年，我们将与故
宫博物院合作，在新加坡举办明代玉石文物展
览。”陈威仁期待借助此次活动的契机，推动即
将开展的一系列大型合作项目。

绚丽多姿的马家窑文化彩陶，
中国最古老的青铜制品，悬泉置遗
址、居延遗址等地出土的汉简、纸
张，汉唐丝织品、国际货币，造型
优雅的北魏、隋唐佛造像……近
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甘肃省文
物局、甘肃省博物馆联合主办，敦
煌研究院协办的“丝路孔道——甘
肃文化菁华展”在国家博物馆开
幕。本次展览共展出 516 件 （套）
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322 件

（套），是历年来甘肃省在国内举办
的展览中文物数量最多、珍贵文物
占比最高的一次展览。

甘肃自古以来便是中原与西
域、东方与西方之间贸易往来、文
化交流的核心区域。展览以时间为
轴，以文化交流为线索，通过“文
明序曲”“彩陶之冠”“青铜之路”

“嬴秦摇篮”“千里走廊”“丝路交
响”“共同家园”“佛陀之路”八个
单元，生动展现了甘肃异彩纷呈的
历史文化图景。

绚美彩陶

展厅入口处，因 《国家宝藏》
节目而著名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吸
引了大家的目光。这件彩陶瓶器口
呈圆雕人头像，短发齐额，面庞秀
丽，鼻子、眼睛、嘴皆为镂空，双
耳各有小穿孔，可以垂饰物，腹部
从上至下饰以三层黑彩图案。它是
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享有

“千岁少女”美称。据国家博物馆策
展人王志强介绍，这件文物是本次
展览中历史最早、最重要的文物之
一，因此被放在开端。它与彩绘符
号陶片、鱼纹彩陶盆等文物一起呈
现了距今8000年至5000年的大地湾
文化，揭示其在早期中华文明起源
中的地位与作用。

甘肃是“中国彩陶之乡”，河陇
大地上发现的彩陶文化遗址星罗棋
布、灿若星辰。其中尤以马家窑彩
陶最为闻名，其精湛的工艺、绚丽
的色彩、多变的纹饰，代表了中国
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的高峰，被公
认为世界“彩陶之冠”。据介绍，早
期的马家窑彩陶纹饰多以水波纹和
旋涡纹为主，反映了黄河两岸先民
的生活。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锯
齿旋涡纹彩陶鼓，在曲颈小口内沿
饰以连弧纹，外壁饰黑彩网格纹，
内外辉映，饱满雍容。

在第三单元“青铜之路”中，
一把马家窑文化林家遗址出土的青
铜刀引来游客驻足。这把含锡量在
6%-10%之间的青铜刀被认为是迄
今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此
刀由两块范浇铸而成，刀柄端上下
内收而较窄，有明显的镶嵌木把的
痕迹。由于河陇地区地处东西交通
要道，甘肃青铜文化既保有中原青
铜器的基本特征，又融有域外青铜
文化的独特风貌。

文化交响

夏商之际，东夷部族中的一支
嬴秦远徙陇右西戎地，繁衍生息。
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以嬴秦族群为
核心的秦人与西戎有着持久的互动
与融合。人面形金饰出土自战国晚
期西戎首领的墓葬，面部由金片捶
揲而成，高眉骨、深圆眼，具有欧罗巴
人种的特征。考古学家推测这些金
饰可能来自西方，体现了早期游牧人
群在中西交流中的媒介作用。

黄河兰州段以西有一条绵延
1000 多公里的天然狭长地带，是中
原腹地通往西域、中亚的重要通道，
世称“河西走廊”。“千里走廊”单元
介绍了河西地区归汉后，汉廷对河
西走廊的开发与经营。甘肃省博物

馆馆长贾建威介绍，武威磨咀子汉
墓出土的 《仪礼》 木简，是目前所
见儒家经典 《仪礼》 最早、最完整
的写本，被誉为“天下第一简”，从
中可见该地文化的中原身影。西晋

“永嘉之乱”后，大量中原民众迁入
河西走廊，他们带来“二牛抬杠”、
大型铁犁铧等先进农耕技术与工
具。敦煌、嘉峪关、酒泉和张掖高
台等地魏晋墓出土的壁画砖上描绘
的牛耕图、播种图、扬场图等正是
对河西走廊农业发展的真实写照。
彩绘耕地图壁画砖，左侧绘二牛驾
直辕犁，一男子右手扶犁，左手执
鞭，展现当时河西地区春耕场景。

“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
途”，张骞“凿空”西域后，开创了
连通东方与西方、农耕与游牧等不
同文明的丝绸之路。东西方物质文
化在丝绸之路上西传东渐、相互激
荡。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

《康居王使者册》 简共计 7 枚，前 4
简记载的内容为汉元帝年间康居国
使者杨伯刀等前来贡献骆驼，在酒
泉遭遇太守及属下估价不公而申诉
到朝廷的事，说明汉代已形成较为
完整的涉外管理制度。公元 5-6 世
纪的波斯陴鲁斯王银币正面为陴鲁
斯王头像，头像右侧面部有婆罗文
铭文，意为“主上陴鲁斯”，背面中
间为祆教圣火祭坛，祭坛左右各有
新月纹饰，可见波斯文化的流入。
唐代鎏金狩猎纹杏叶形铜牌的通体
鎏金纹饰明显受到西亚风格影响，
镶绿松石金壶、“大汉乐”铭黄地蓝
绿云纹织锦等文物也都体现了中外
文明的交往与融合。

佛教艺术

随着丝绸之路繁荣，佛教也经
西域、甘肃传入中原。第八单元通
过大量佛造像、经卷等文物，向观
众介绍汉魏晋唐时期佛教东传过程
中在甘肃地区形成的不同面貌。出
土于敦煌莫高窟的唐代“胡跪”菩
萨影塑，头戴华冠，姿态虔诚，其
一尊双手托花，一尊双手捧花。“胡
跪”是西域一种跪拜形式，多见于
地位较低的供养菩萨。石雕弟子像
面型丰润、憨态可掬，表达了唐代
雕刻艺术“以形写神”的审美情趣
和佛教艺术融于社会世俗的发展态
势。由麦积山石窟北魏佛造像、北
魏楼阁式石造像塔等文物，可见甘
肃彩塑艺术、壁画艺术、建筑艺术
等方面的造诣。

此次展览文物门类众多，展品
时间跨度长、地理跨度广，是全方
位展示甘肃古代历史文化的一次大
型文物展览。据悉，展览将展至 7
月21日。

本报电 （郑 芩）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近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文联网
络文艺传播中心共同主办的“我和我的祖国——
玉雕主题创作系列活动暨座谈会”在北京启动。

玉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8000多年前。“我
和我的祖国”玉雕主题创作系列活动通过玉雕
特有的艺术语言和表现形式，将中国玉文化与

世界文化遗产、中华中医药文化相结合，全面
梳理展现中国当代玉雕艺术70年发展历程。

据悉，活动将从 5 月 13 日持续至 11 月 30
日，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中医药发展
史代表人物”“百花争艳谱华章”3 个玉雕主题
创作活动，并将编辑出版 《中国当代玉雕艺术
集萃》。其中，“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主题创
作遴选 70 处 《世界遗产名录》 包含的景观为创

作对象，以传统玉雕技艺融汇当代艺术表达语
境，精雕细琢出“美丽中国”画卷。“中医药发
展史代表人物”主题创作以玉雕工艺创新表现
神农炎帝、轩辕黄帝、扁鹊、华佗、孙思邈等
中医药代表人物。

主办方介绍，玉雕创作和图书编辑出版将
历时4个月，其后还将举办主题创作作品与《中
国当代玉雕艺术集萃》的首展首发仪式。

49国451件组文物齐聚国博

一个展看遍亚洲文明
本报记者 邹雅婷

“我和我的祖国”玉雕创作系列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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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郑 芩摄

“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汇集亚洲全部47国及希腊、埃及的451件组文物，参展国
家数量、文物数量和精致程度前所未有，堪称“文物领域的奥林匹克”

亚历山大里亚图景马赛克，公元531年，约旦杰拉什博物馆藏 周 缘摄

唐代彩绘乐舞陶女俑，洛阳博物馆藏
周 缘摄

石雕象头神伽内什坐像，公元 10 世纪，
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藏 周 缘摄

《康居王使者册》简 郑 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