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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初，恢复开放的郑州博物馆 （嵩山路
馆） 里，“长渠缀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
段文物保护成果展”吸引了不少观众细细观看。

作为系统展示南水北调工程中文物保护成
果的大型展览，“长渠缀珍——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河南段文物保护成果展”自 2018 年开展以
来，就得到社会关注和好评。2019年8月，展览
进行展品调整，今年1月重新与观众见面。展览
按照库区和干渠流经地市顺序，以沿线考古遗
址为单位进行展示，共有3800余件文物展品，上
迄远古，下至明清，品类齐全，内涵丰富，全面展
示了源远流长、辉煌璀璨的中原文明。

追寻八千年前村舍

走进展厅，第一件展品便是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沙盘模型。从模型可以看出，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起点位于湖北与河南交界的丹江口水
库，库区之水流经南阳、平顶山、许昌、郑
州、焦作、新乡、鹤壁和安阳，然后流入河
北，最终到达北京和天津。河南是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所经线路最长、涉及面积最大的省份，
也是工程中文物保护工作最为艰巨的省份。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处处长张慧明介绍，面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行动，
河南省文物局科学规划、合理安排、有效管
理，组织力量对南水北调干渠穿越的河南8个省
辖市沿线369处文物点进行保护，考古发掘总面
积达92万平方米，出土文物10余万件，其中新
郑唐户史前聚落等6处考古发现被评为“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

8000 年前的村舍是什么样？在郑州展厅唐
户遗址展区，航拍照片再现了裴李岗文化 （距
今 8500 年-7000 年） 时期的人类聚落布局。壕
沟内有 63 座房址，以广场为中心分成 5 个相对
集中的片区，房门均朝向广场，形成内向凝聚
式布局。房址之间还有4条排水沟，专家认为是
迄今国内发现最早的排水设施。

唐户遗址位于河南郑州新郑市观音寺镇唐
户村西部和南部，包括裴李岗文化、龙山文
化、汉、宋、元等多个时期的遗存，其中裴李
岗文化遗存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最

大的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遗址。遗址出土了加
工粮食的石磨盘、石磨棒，煮饭用的陶鼎、陶
三足钵，盛饭用的陶罐、陶碗等生活用具。展柜
中陈列的几十件陶器，让人遥想8000年前古村落
中炊烟升起，人们烧柴煮饭、持碗进食的情景。

“这是一次系统的文物保护工程，也是一次
全新的古代文化发现过程。”曾参与南水北调文
物保护与发掘工作的郑州大学副校长韩国河对
记者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起点到落点落差
近100米，为保持合理的坡度，线路沿西部山区
与东部平原结合处走，而这恰是中国古代东西
两大文化板块的交汇处，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
展的重要地区。沿线发掘的文化遗存，反映了
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历史进程。

走在展厅中，仿佛徜徉于历史长河。从南
阳淅川的沟湾遗址到龙山岗遗址，可以看到人
类社会由“环壕而聚”向“筑城立邦”的演
变。从仰韶文化尖底瓶到战国时期青铜鼎，从
南朝青瓷鸡首壶到唐代白瓷塔式罐，文明的进
步和工艺的发展清晰可见。

再现汉代生活图景

“这件文物是干什么用的？”“用现在的热词
说，叫防疫用具。”一件造型优美的汉代陶熏炉
前，两名参观者小声交流着。

“防疫用具的说法可能不太准确，但熏炉确
实可用于净化空气、驱蚊消毒。”博物馆讲解员
介绍说，“古时人们将薰草、香料置于炉中引
燃，烟从炉上孔中飘出，有辟秽、祛虫的作
用。展厅里有不同材质的熏炉，一些熏炉的制
作工艺已达到相当精湛的程度。”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一组焦作出
土的汉代陶楼，再现了汉代乐府诗中楼阁建筑
的风貌。其中一件五层彩绘陶楼，楼前趴着一
只慵懒的看门狗，一人背着粮袋正准备进入一
层粮仓，楼内顶层两人并立，应是陶楼主人，
正悠闲自得地望着楼下。整座陶楼勾勒出一幅
汉代富足人家的生活画面，颇有趣味。

除了陶楼，还有陶井、陶灶、陶灯、陶猪
圈、陶鸡、陶狗等，它们均是汉墓中出土的随
葬品。古人事死如生，将日用百物都做成模
型，带入地下世界。这些形形色色的陶塑，为
今人了解古代社会生活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

展览中体量最大的一件文物，是安阳固岸
墓地出土的围屏石榻。它是在东魏贵族夫妇合
葬墓中发现的，是墓主人安眠的棺床。讲解员
介绍，围屏石榻属于粟特人的埋葬习俗，但这

件石榻的石阙为汉阙，四周围屏上雕刻了 12 幅
孝子图，也是汉文化题材，体现了北朝时期不
同民族文化交融的现象。

探秘金代繁华集镇

“家和贫有好，不义富如何”。展柜里，一
件金代白瓷题诗碗吸引了观众的目光。瓷碗出
土于平顶山叶县常村文集遗址，该遗址发现各
类遗迹 1700多处，出土遗物近 2900件，年代纵
跨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尤以金代
的遗迹、遗物最为丰富。考古学家判断，这里曾
是一处商贸集镇。宽阔的街道、整齐的大型庭院

式房屋、钱币与瓷器窖藏坑以及围棋、骰子等
娱乐用具，见证了历史上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

文集遗址一个窖藏坑内，发现满满一大缸
铜钱，重达800多公斤。这些铜钱大部分是北宋
钱币，也有少量南宋和金代钱币。这证明在
宋、金对峙的年代，南北方依然保持着经济交
流。为什么这么多钱会留在这里？考古人员认
为，这可能与宋金、金元战争有关，战争突然
来临，主人逃难前将钱财放在窖藏坑内，此后
却再没有回来。

展柜中陈列了文集遗址出土的各种金代瓷
器，有素雅的青瓷，题字或绘花的白瓷，珍贵
的钧瓷，还有精美的花鸟纹三彩方盒、三彩
枕。两件小巧的彩陶女俑，姗姗可爱，其中一
件具有典型的金人特征。

在南水北调沿线文物保护工程中，平顶山
还发现了一处元代古村落——位于鲁山县的薛
寨遗址。薛寨村地下埋藏着800年前的道路、灰
坑，发掘出种类丰富的瓷器。一件白地瓷瓶上
题写着“风花雪月”四字草书，折射出元代民
间生活的风雅意趣。

有趣的历史细节背后，是考古工作者辛劳
的发掘。展厅里还原了考古发掘场景：在风吹
日晒的旷野上，考古工作者用手铲、毛刷等工
具，发掘出一个个沉睡在地下的历史奥秘，使
千里长渠成为耀眼的文化长廊。

丹江之水，由南向北，流出河南，流向京
畿。蕴含着中华民族智慧与创造力的文明之
河，流过悠悠岁月，必将润泽当代，融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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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竹声和流行乐，悠扬民歌与电子风，传统戏曲和布鲁斯，如此邂
逅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不久前，抖音推出的音乐专辑 《国韵潮声》 就做了一次大胆的尝
试。粤剧、江南丝竹、彝族山歌、蒙古族长调民歌等非遗音乐与流行音
乐元素创新融合，再加上短视频创意内容，让一大波网友惊喜又惊叹，
纷纷点赞。

实际上，这几年类似的“破壁”并不少见。非遗搬上“云端”，竹
编、根雕、漆艺，直播间里秀绝活；山村做伞人“触网”，与大家分享一
把油纸伞诞生的故事；还有很多纪录片、短视频，用镜头讲述传承千百
年的技艺和匠心……通过互联网传播，越来越多传统技艺从鲜为人知到

“圈粉”无数，在当下觅得新知音。
纵观这些非遗“出圈记”，能看到几个共同的关键词：互联网、生

活、创意。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既有民间传说、节庆活动，又有
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等。很多在现代人看来颇有距离感的非遗项目，
在它们诞生之初都是来自生活，与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只不
过随着时代变迁，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因此，与其说是非遗“出
圈”，不如理解成一种“回归”——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让传统非遗重回
大众生活，焕发时代价值。

从前，这样的“回归”大多是原汁原味的展示和呈现，如今，我们
看到了更多“混搭”与创新。微信小程序定制个性化图案，千年蜀绣变
成潮服；老字号组团上电商直播，让人忍不住“买买买”；“二次元”节
目中嵌入非遗元素，既有颜值又有文化底蕴，令人眼前一亮。内容“上
新”的背后，是理念和思维的更新，用互联网思维打造“爆款”，让古老
非遗以轻盈灵动的姿态走进年轻人的世界。

互联网时代，给非遗“带流量”，是传承和发展的有效路径。当下，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并不太理想，面临后继乏人、缺少市场
等现实问题，而一根网线、一方屏幕，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有
传承人坚持做了几年的非遗普及课程，吸引来不少年轻人拜师学艺；有
少数民族歌者拍摄的短视频收获超高点击率，接到商业演出邀请；还有
的因此找到了产品销路，把手艺变成脱贫致富的法宝。

中国拥有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在全世界排第一，国家级非遗
项目也有1300多个，此外还有众多省市县级非遗。它们中的许多依然等
待挖掘和激活。欣喜的是，短视频平台、电商平台、文创公司等都逐渐
意识到非遗的巨大潜力，运用技术和创意为传统文化赋能，让更多人了
解非遗、走近非遗、爱上非遗。

当然，并不是所有非遗都要“触网”，在创意设计、创新传播的过程
中，不能为了短期的流量和收益而忽视非遗的文化内核。只有怀着对传
统文化的珍视和尊重，找到最合适的方式进行发掘、展示、传播，才能
让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不辍、历久弥新。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其城
市现代化之路的飞跃始于张之洞任湖
广总督之时。张之洞在武汉兴建了汉
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影响深远的近
代工业，创办了自强学堂 （武汉大学
前身）、湖北农务学堂 （华中农业大
学前身） 等新式教育机构，为武汉的
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张之洞 （1837 年-1909 年），字
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 （今河北南
皮） 人。他早年曾是清流派健将，后
成为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历任巡
抚、总督、军机大臣等职，被誉为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张之洞能够
获得如此成就，与其家学培养有很大
关系。

张之洞出身官宦世家，其高祖、
曾祖、祖父都以清正廉明受一方百姓
拥戴。父亲张锳任兴义府 （今贵州兴
义） 知府期间，捐银重建当地书院，
花重金购置书籍、延聘名师，并教导
随其到兴义府求学的子侄张之洞、张
之渊、张之清等与府学生友善互学，
要求他们不能沾染纨绔习气，“力学
问，树功名”，志存高远，心系家国。

张之洞不负父亲所望，勤奋好
学，科举入仕。他同样重视对后辈的
教育，强调“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
于致用”，并注重因材施教。张之洞
有一子从小不喜读书，上课时只要老
师稍一离开就嬉笑打闹。张之洞考虑
到孩子好动不好静的性格更适合学
武，便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习武，并
告诫他“国家正在用武之秋”，学武
既可磨练身心，又能济世报国。

在兴学重教的家风熏陶下，张之
洞的子侄中多有取得功名者，孙辈中
更是不乏高级知识分子。张之洞孙女
张厚粲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得中国心理学
会终身成就奖、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
人等荣誉。

俭约知礼亦是张氏家族恪守的家
训 。 张 锳 持 家 “ 以 俭 约 、 知 礼 为
宗”，训导子女“操守宜廉洁、办事
宜谨慎、待人宜宽和”。在父亲的影
响下，张之洞“平生性情好施予而不
喜奢侈”，并对子女多加约束。他曾
写信告诫留学在外的儿子“勿惮劳，
勿恃贵”，应知生活的艰辛，切莫奢
华无度。

张之洞十分重视为人的品格气
节，教导子女“砥砺气节，当言则
言，当行则行，扶正不阿”。在京为
官期间，他对亲故说：“平生有三不
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人争
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在晚年重
病时，张之洞为后人留下训诫：“勿
负国恩，勿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
利之辩，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
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张之洞作
此 《续辈诗》，既是张氏一族取名的
依据，更融入了对后辈的殷殷寄托。
其力学树功、经世致用的理念，在今
天仍具有重要价值，其俭约知礼、砥
砺气节的规训，亦值得当代为官从政
者借鉴。

（作者单位：河北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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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酉州苗绣”非遗传承人直播展示苗绣技艺。
邱洪斌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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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新郑裴李岗文化唐户遗址航拍 来源：郑州博物馆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