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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月，在成都市西郊金沙村一处建筑工
地里，出土了一些类似玉片和象牙残片的物件，
金沙遗址由此揭开神秘的面纱。金沙遗址被认为
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国的都邑所在，是四
川继三星堆之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入选“2001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2007年4月，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在金沙遗址
原址拔地而起。这是一座为保护、研究、展示金
沙文化和古蜀文明而兴建的遗址类博物馆，占地
面积3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由遗
迹馆、陈列馆、游客中心、文物保护与修复中
心、金沙剧场、园林区等部分组成。金沙遗址博
物馆现有文物藏品万余件，其中一级文物 364件，
尤以太阳神鸟金饰等国宝级文物闻名海内外。

保存最完好的古老祭祀遗存

走进全钢架构建的遗迹馆，只见一大片裸露
的遗址上，分布着一个个不同深度的探方，有的
探方里还埋着兽牙、兽角等遗物，让人感觉进入
了真实的考古现场。

“遗迹馆是金沙遗址大型祭祀活动场所的所在
地，总面积约 7588 平方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延
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完好、遗迹和遗物最丰富的
祭祀遗存。”博物馆讲解员介绍说，“为了防止地
下遗址被破坏，遗迹馆由 15根架立在地表的钢架
支撑，整座建筑的结构基础主要设在建筑外缘已
完成发掘或经勘探无重要文化堆积的点位，馆内
则为无柱大空间。”

据悉，金沙遗址分布范围约5平方公里，年代
为公元前 12 世纪至公元前 7 世纪 （距今约 3200 年
—2600 年），已发现的重要遗迹有祭祀区、宫殿
区、墓葬区、生活居住区等。其中，祭祀区发现
了 60多处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存，出土金器、铜
器、玉器、石器、漆木器、陶器等文物 6000 余
件，还有成吨的象牙和数以千计的野猪獠牙、鹿
角等，堪称世界范围内出土金器、玉器最丰富，
象牙最密集的遗址。

遗迹馆以发掘现场的原生态保护展示为主，
依据当时出土的遗物种类划分不同区域，每个区
域都有展示牌，介绍这里的发掘情况。

“一号坑是金沙遗址祭祀区发现的形状最规
整、埋藏文物最集中的一处祭祀遗存。”讲解员
说，“坑内的器物分层摆放，上层全部堆积象牙，
象牙摆放极有规律，场面非常壮观。从断面观
察，象牙多达 8 层，平均长度为 1.2－1.6 米。”如
今，坑已回填，地表可以看到一个个灰色小土包。

在一处探方内，一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工作
人员正拿刷子蘸取一些白色液体，轻轻刷在坑内
半埋半现的遗物上。“为了让观众直观地看到遗物
埋在探方内的场景，我们将一些野猪獠牙、象
牙、鹿角等留在原处，定期由工作人员为其涂抹
保护液进行维护。”讲解员解释道。

由于祭祀区的堆积情况极为复杂，出土的文物
又极其珍贵，需即时进行保护，因此主要的发掘工
作自 2002 年就中止了。大量的探方目前只到西周
晚期的地层，离生土还有近 3米深。时至今日，已
挖掘的区域只占整个金沙遗址的十分之一，出于
遗址保护的目的，今后不会再进行大规模发掘。

出土文物工艺水平令人叫绝

陈列馆是一座斜坡状方形全钢架建筑，它与
遗迹馆一方一圆，彰显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陈列馆的“走进金沙”主题展由“远古家
园”“王都剪影”“天地不绝”“千载遗珍”“解读
金沙”5个展厅的展示内容组成。展览通过实物与

多媒体技术相结合的方式，从生态环境、建筑形
态、生产生活、丧葬习俗、宗教祭祀等多个角
度，全面展示了金沙文明的灿烂辉煌。

在“远古家园”展厅，一幅巨大的半景画再
现了 3000 年前金沙先民的生活环境。“王都剪影”
将碎片化的考古发掘成果巧妙拼贴，呈现出一幅
幅金沙先民生产生活的剪影：居所、工具、烧
陶、冶铸、制玉、墓葬……一个规模宏大、规划
严密、社会组织结构清晰的商周时期古蜀王国都
城图景浮现在世人眼前。

“天地不绝”展厅分门别类展示了金沙遗址出
土的祭祀遗物，包括大量的象牙和玉器。“我们这
里的象牙不以根计算，而以吨计，如此庞大的数
量全世界罕见。”讲解员说。

“千载遗珍”是整个展览的精华部分，集中展
示了金沙遗址出土的 30 余件珍贵文物，包括玉
圭、玉戈、玉璋、玉璧、玉琮等玉器，太阳神鸟
金饰、黄金面具、蛙形金箔等金器，此外还有石
跪坐人、石虎等石器和青铜立人、带柄有领铜璧
等青铜器。

在展厅正中央，陈列着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
馆之宝太阳神鸟金饰原件。它外径12.53厘米，内
径 5.29 厘米，厚度仅 0.02 厘米，重 20 克。外廓呈
圆形，图案分为内外两层。外层图案由4只等距分
布的相同的鸟组成，鸟均作引颈伸腿、展翅飞翔
的状态，逆时针方向飞行。内层图案为等距分布
的 12条弧形齿状芒饰，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在红
色衬底上观看，金饰的内层图案很像一个旋转的
太阳。

太阳神鸟金饰的图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山
海经》 中“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古人认为，
太阳不像鸟儿有翅膀，无法自行在空中移动，其
之所以能够东升西落，是因为每天有金乌背负着
太阳从东方的扶桑飞向西方的若木，日出日落，
循环往复。有专家推测，太阳神鸟金饰内层的12道
芒饰可能代表一年的 12 个月或一天的 12 个时辰，
外层的4只鸟则可能象征春夏秋冬四季或东南西北
四方，体现了古蜀先民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

“太阳神鸟金饰由自然砂金制成，含金量高达
94.2%，是金沙遗址出土金器中含金量最高的。”
讲解员说。3000 年前的古蜀先人竟能制作出如此
镂刻精美、厚度极薄的金饰，其工艺水平令人惊叹。

2005 年，太阳神鸟金饰从 1600 余件候选图案
中脱颖而出，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其后又
被确定为成都市城市形象标识的核心图案。2013
年，国家文物局将太阳神鸟金饰列入 《第三批禁
止出国 （境） 展览文物目录》。

展厅中还有一件金器非常引人注目，这是一
件宽 19.5 厘米、高 11 厘米、厚 0.04 厘米的黄金面
具。面相近方形，额齐平，长刀形眉凸起，大立
眼，鼻子高挺，嘴巴微张呈狭长方形，耳朵外
展，上宽下窄，耳垂各有一孔，下颌齐平略向内
折。面具造型立体丰满，表情威严，闪耀夺目。

“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同时期形体最大、保存
最完整的金面具。此前商周时期的古遗址从未发
现过类似金面具。”讲解员介绍，该面具与广汉三
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在造型
风格上基本一致，证明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
着紧密的承袭关系。

在出土的众多玉器中，有一件肩扛象牙人形
纹玉璋格外重要。玉璋为平行四边形，两面分别
用极浅的线条刻划出两组对称图案，每组图案由
一跪坐人像、两道云雷纹、四条平行线纹构成。
人像头戴高冠，高鼻、立眼、阔口、方耳、方
颐，身着短袍，双膝着地，左手持握，肩扛一物。

“玉璋上刻画的人，其头部与三星堆遗址的青
铜人头像极为相似。此人肩头所扛前尖后宽的柱
状物，专家判断应是一根完整的象牙。肩扛象牙
人形纹展示了金沙遗址的巫师肩扛着象牙进行祭

祀活动的场景，向我们揭示了象牙在祭祀中的使
用方法。”讲解员说。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中还有良渚文化十节青
玉琮等文物，反映了古蜀文明与长江下游的良渚
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多元一体文明起源的重要佐证

陈列馆的最后一个展厅用中央沙盘展示了古
蜀文明的分布区域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通过
图片展板和文物讲述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
—十二桥文化—晚期蜀文化及战国青铜文化”的
发展历程。

“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
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
有着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
亡之谜找到了有力证据。”金沙遗址博物馆宣传推
广部主任秦晴介绍，金沙遗址与成都平原的史前
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成了
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阶段，共同证明了成都
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华夏文明重
要的组成部分，为中华古代文明起源“多元一
体”学说的确立提供了重要佐证。2010 年 10 月，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被评为中国首批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

自 2007 年正式开放以来，金沙遗址博物馆已
接待观众超过千万人次，举办了多场“金沙讲
坛”和学术交流、文化惠民演出等活动。从 2015
年开始，金沙遗址博物馆与海外文博机构合作，
相继举办了“与神共舞：非洲雕刻艺术展”“永恒
之城——古罗马的辉煌”“古埃及：法老与神的世
界”等特展。“这些展览向观众打开了感受世界古
老文明的窗口，同时也发掘出与古蜀金沙、丝绸
之路等主题相关联的文化内涵。”秦晴说。

除了“引进来”，金沙遗址博物馆也致力于将
古蜀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自 2003 年起，金沙遗
址出土文物精品先后飞往法国、日本、新加坡、
香港、意大利、美国等地交流展览，将神秘的古
蜀文明带向世界。

今年 6 月 8 日是第 14 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以下简称遗产日）。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遗产日前后将开展活动
的情况。全国拟举办1200多项革命文物主题宣传活动和文物惠民服
务项目、3200多项大中型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亮点纷呈。

保护革命文物成果

今年遗产日的文博活动主题为“保护革命文物 传承红色基
因”，主场城市是延安。届时，延安将现场连线洛川、照金等革命旧
址，宣传推介10名最美文物安全志愿者以及多项革命文物宣传传播
项目，举办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论坛、鲁迅艺术学院旧址保护维修暨
革命文艺家馆开放仪式等多项活动。

4296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54 家博物馆（含 808 家革命纪
念馆、博物馆），将通过多种形式的遗产日活动，集中展现文物保护利
用的显著成就，宣传革命文物保护传承的时代价值。革命文物主题宣
传活动多达 500 余项。如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举办“五四百年”展
览；江苏举办“在党的领导下走向胜利——新四军历史文物展”等活
动，回顾革命奋斗历程，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红色情怀。

展现非遗传承实践

今年遗产日非遗活动的主题为“非遗保护，中国实践”，主场城
市是广州。届时，40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
将齐聚广州，通过展览、展演、座谈、论坛等系列活动，展现中国
非遗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此外，广州市还将举办粤港澳粤剧申遗
成功十周年系列活动、划龙舟端午民俗活动、非遗体验季、非遗进
社区等活动，让百姓亲身感受非遗魅力。

各地还将继续举办“非遗公开课”“非遗影像展”等品牌活动，
让非遗文化深入人心。

创新传播展陈方式

今年的遗产日活动丰富多样、贴近时代。延安主会场采用革命
故事宣讲、串讲、小品、舞台剧、情景剧、诗歌串烧等方式，并结
合快闪、说唱等更受年轻人喜爱的形式，讲述延安时期经典革命故
事，同时举办“岁月回音壁——延安红故事讲台”“我是小八路”红
色文化体验等互动参与性强的活动，举行全国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
大赛决赛、青少年儿童革命文物主题画展等活动，鼓励青少年成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传播弘扬主体。

新技术的运用也是一大亮点。延安作为文博活动主会场，将采
用立体式包裹球幕、5D巨幅弧幕等新技术，立体式、全景式展示延
安革命旧址保护利用新成果。此外，还将采用5G通信技术在洛川会
议旧址、吴起革命旧址、照金革命旧址 3 个活动分会场进行现场直
播，这也是5G技术首次用于较大规模活动的现场连线直播。

结合小长假特点

今年遗产日恰逢端午小长假，多地将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安排在
景区、传统村落、历史街区，结合遗产日活动推出非遗体验游，为
游客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如广州市推出粤剧体验游、古琴体验
游、端午龙舟体验游、广式生活体验游等14条非遗旅游线路；北京
市的主会场活动为“第十一届北京端午文化节系列活动暨第六届北
京非遗大观园端午游园会”；上海市启动百万市民游上海夏季非遗主
题活动，发布非遗旅游线路和非遗美食地图。

粽叶飘香，龙舟竞渡，进入农历
五月，各地迎接端午的气氛日渐浓
烈。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佳节，
端午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

在农业文明延续了数千年的中
国，许多节日都与时令、季节的变换
有着密切联系，许多节俗都来自顺天
应时、趋吉避凶的生活实践。端午饮
雄黄酒、佩“五毒”符、挂菖蒲艾
叶，是为了遏制邪瘴、驱避蚊虫。竞
赛龙舟在表达敬天怀古的同时，也为
人们带来了中流击水的娱乐。作为祭
祀食物的粽子，逐渐演化为一项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美食，在炎炎夏日
激活人们的味蕾，满足口腹之悦。

传统节日根植于生活实际，亦是
回应着精神世界的需求。广大劳动者
是节日的发起者，也是节日的享受
者。劳作之余，节日让疲惫的身躯重
振旗鼓；丰收之后，节日让喜悦的心
情激荡升腾；四季轮回，节日承载着
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求；年关
交替，节日寄托着对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期待。

在传统社会，节日是连接现实生活与精神追求的桥梁，是
把亲朋好友、宗族社会团结起来的纽带。那些繁复、郑重的仪
式和习俗背后，包含着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千百年来，在节日的流传中，先人的信仰和观念得以
保存，民族文化的基因得以传承。

当今时代，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节
日的重要性似乎降低了。节日的内涵变得模糊，原本丰富多彩
的节俗被功利化的商业营销所取代。当端午简化为“粽子节”，
中秋简化为“月饼节”，许多美好的文化细节和意韵也在无形之
中流失了。当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比我们民族自己的传统节
日更受年轻一代重视时，我们的文化传承将何以为继？文化自
信又从何谈起？

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民族文化的根和魂绝不能丢。
近年来，国家愈发重视传统节日，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今天
我们庆祝节日，应避免过度商业化，更多地揭示其文化意义和精
神内涵。让年轻人感到古老节日仍然鲜活有趣，让现代人能像古
人一样享受节日，汲取创造美好生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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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遗迹原址上的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保留了真实的
考古现场，拥有太阳神鸟金饰等国宝级文物，生动展现了商代
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

建立在遗迹原址上的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保留了真实的
考古现场，拥有太阳神鸟金饰等国宝级文物，生动展现了商代
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

蜀文化代表性器物青铜立人 太阳神鸟金饰 本文图片均由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提供太阳神鸟金饰 本文图片均由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提供

肩扛象牙人形纹玉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