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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10月17日，由中
国国家博物馆、辽宁
省委宣传部共同主
办，辽宁省文化和旅

游厅（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文
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承办，辽宁省博物馆协办
的“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
成就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
幕。本次展览是辽宁出土的红山
文物首次全面、系统、集中在中国
国家博物馆展出，彰显了辽宁深
厚的文化底蕴,让观众进一步了
解辽宁历史，了解中华文明起源，
展示了“辽宁有文物、辽宁有历
史、辽宁有文化”。

10 月 17 日，“玉出红山——红
山文化考古成就展”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开展。观察这个展览，有几个
重要的历史节点需要先说一下。

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报》
头版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重要
考古发现做了整版报道，消息中说：

“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找到新线索，辽
西发现五千年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
址。考古学界推断，这一重大发现不
仅把中华古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展
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
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这一重
大考古发现，引起了整个社会尤其是
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的强烈反响。

2019年10月，在辽宁省博物馆

先后推出“又见”系列两大展览：“又
见大唐书画文物展”，世界范围内迄
今为止规模最大、以唐代书画呈现
大唐风韵的展览，以辽宁省博物馆
馆藏唐代书画作品为主的 38 件国
家一级文物同时亮相；“又见红山精
品文物展”以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收藏的红山文化精
品文物为主体，展现红山文化完整
脉络和独特内涵。两大展览在全省
乃至全国引发了一场“到辽宁看大
展”的热潮，更体现出“辽宁有文物、
辽宁有历史、辽宁有文化”。

2020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辽宁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

进行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这
是在 2003 年牛河梁遗址考古工作
基本停止之后的首次重启。

从考古到展览，从发现到重
启，在这条时间线上，可以清晰地
看出此次“玉出红山”展览对在全
国树立辽宁文化形象的重要意义，
更能对重启的红山文化考古发掘
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

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让学界对文
明起源产生了高度关注，它的重要
性不容置疑，但是这些年，在良渚、
陶寺、石峁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不断
有重大成果出现时，红山文化却显
得相对沉寂。这其实是很多从事和
关注辽宁考古事业的人心里一直有

的遗憾。如今看到“玉出红山”展览
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看到红山考古
重启，想必他们是欣喜并期待的。

更令人期待的是，此次牛河梁
遗址考古发掘的重启，是一个升级
版的阵容。据悉，作为中国考古重
大项目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红山文化研究项目组
将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科
研力量，联合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
校共同组建。而重启的内容还不
只是考古发掘，还将打造红山文化
研究的开放平台，实现多学科的深
入合作，建设公众考古教育基地，
进行红山文化的宣传展示，等等。

从“玉出红山”到红山文化考古重启
高 爽

本次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
的“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
成就展”，主要文物来自辽宁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于今年重启的牛河
梁遗址考古发掘，也是由辽宁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共同承担的。

围绕这两大话题，记者近日专访
了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主持
过五女山城、永陵南城址等重要考古
发掘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总
支书记、副院长、研究馆员李新全。

本报记者：我们注意到，与去年
在省博物馆举办的“又见红山精品文
物展”不同的是，本次“玉出红山”展
还有一个副标题是“红山文化考古成
就展”，这与展览通常以文物展命名
有所不同，似乎更带有评价和肯定的
意味。既然为“成就展”，主要想展示
的是红山文化考古的哪些重要成就？

李新全：本次展览共展出玉质
礼器、红陶祭器、人像雕塑等珍贵文
物160余件（套），结合考古现场图片
和建筑过程复原，集中展示了红山
文化遗址历次重要发现和最新考古
成果，其中田家沟和半拉山墓地出
土文物为首次在辽宁省外展出。展
览系统展现了红山文化的完整脉络
和独特内涵。同时，展览还通过红
山文化出土文物与仰韶文化、大汶
口文化等的对比，深刻揭示了西辽
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中的重
要影响。这些考古发现足以证明，
红山文化是距今约 6500年至5000
年前中国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最著
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在中华

五千年文明进程中具有独特而重要
的地位。

本报记者：从9月25日在建昌
牛河梁召开的“牛河梁遗址考古发
掘与研究现场座谈会”，到这次的

“玉出红山”展，对于2020年红山文
化考古重启会产生促进作用吗？

李新全：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
化晚期的重要遗址，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被
称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牛河梁遗址特殊的“庙、坛、冢”的
组合，是确定牛河梁遗址是新石器
时代晚期的特殊遗存和礼仪中心
的重要证据。在考古发掘沉寂了
十多年之后，2020 年，国家文物局
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
合考古队，重启牛河梁遗址的考古
发掘。无论是牛河梁遗址考古发
掘与研究现场座谈会，还是在中国
国家博物馆举办“玉出红山”展览，
无疑都会极大地推进牛河梁红山
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本报记者：国家要求要高度重
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重启
的红山文化考古会在哪些方面体现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李新全：明年中国考古学将迎来

100年的诞辰。100年来，经过几代考
古人的不懈努力，使中国考古学从无到
有，从全盘引进到本土化，直到产生具
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即具有中国特色
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什么是考古学的中国特色？中
国特色考古学与以西方为主的考古
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我认为从指
导思想、理论方法、学科划分、学术
目的、研究对象的结构、研究的手
段、研究对象的文明年代、文明起源
与发展道路模式等方面都有不同。
举例来说，西方是要探讨人类文化
演进的规律，我们是要探讨人类起源
和文明起源及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形成的历史进程。西方面对的是以
石构建筑为主的硬遗址，我们面对的
是以土木建筑为主的软遗址。西方考
古是以考古资料为主，基本上没有多
少文献记载，而我们不仅有十分丰富
的考古实物资料，而且文献古籍浩如
烟海。西方文明起源是城邦国家、酋
邦理论。我们的文明起源是方国联
盟、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西方
文明的标志是城市、金属冶炼、文字
的发明、大型礼仪性建筑。我们的
文明起源是以古礼的产生为标志等。

中国的考古学家一直在探索中
国特色的考古学之道，著名考古学家
张忠培在《中国考古学》自序中有一段
话，或可视作他对考古学“中国学派”
的总结：对中国来说，考古学是舶来
品，人们将考古学输入中国，用它的一
般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中国考古遗
存，就有一个用这考古学的一般理论、
方法、技术同中国考古遗存及研究中
国考古学遗存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结合得不好，依然是两张皮，只有结合
好了，才能成为中国考古学。

考古学有了中国特色，也就有了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关于中国气派，我想

从以下几方面理解：一是中国文明源远
流长。中国至少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历
史。二是中国文明博大精深。中国文
明不是单一的文明，而是一个文明的综
合体，并延续至今。三是中国文明自产
生之日起，连绵不断。世界上四大文明
古国，其他三个都不是连续发展的。唯
有中国文明，一脉相承，历久弥新。

这些理论和方法，也将在红山
文化的考古发掘中一以贯之。

重启红山文化考古如何体现“中国气派”
——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李新全

本报记者 高 爽

此次共展出文物 164 件（套），
其中 152件（套）来自辽宁省博物馆
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12 件

（套）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玉玦形
龙、玉勾云形器、玉斜口筒形器、玉
人、玉凤等红山文化代表性玉器都
在展览中展出。展览以辽宁域内红
山文化科学考古发掘的文物为基
础，以红山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为
理论支撑，运用先进的陈列展示手
段，呈现红山文化出土的精美文物，
让观众欣赏并了解 6500 年至 5000
年前西辽河流域的灿烂文明。

用先进的展陈手段
呈现精品文物

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大厅，首
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序厅里的玉玦形
龙、玉斜口筒形器和玉勾云形器3件文
物。这3件文物是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
的玉器。展览通过这3件玉器介绍了
红山文化重要遗址和牛河梁遗址主要
遗迹的分布情况，并以设置问题的方
式，引发观众对红山文化的兴趣与思考。

接着是展览的第一单元“礼重
在祭”，包括“筑坛设祭”“女神庙堂”

“彩陶祭器”和“雕塑人神”四部分，着
重介绍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和出土文
物。红山文化考古发现有多处祭祀
遗址，其中牛河梁遗址内同时建有祭
坛、女神庙和积石冢墓群，是最高等
级的祭祀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出土
了人物、动物塑像等与原始宗教崇拜
有关的遗物，是红山先民自然崇拜、
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反映，对中华
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展览中有多件女神庙出土
的泥塑人像残件，其中耳朵残块大
小约为真人耳朵的 2 倍，人手残件
与真人手掌大小相当。同时展出的
还有女神庙内发现的动物塑像残

件，主要有禽类和兽类，禽类残件具
有鹰的特征，兽类残件具有熊的特
征。展出的多件陶筒形器是红山文
化特有的祭祀用陶器，它们中空无
底，上下贯通，器表多装饰有纹饰或
彩绘图案。

省博物馆副馆长刘宁在展览现
场对记者说，红山文化祭祀用陶器
主要为泥质红陶，且多有彩绘装
饰。这些彩陶祭器明显受到中原地
区仰韶文化彩陶工艺的影响，在发
展过程中又保持了辽西地区更早文
化的传统，反映了红山先民对外来
文化的高度吸纳与充分融合。

在展览第二单元“唯玉为葬”
中，观众可以通过“积石为冢”“治玉
成器”“美石琳琅”“雕刻琢磨”和“灵

韵亘古”五个部分看到精美玉器。
红山文化玉器是新石器时代玉礼器
的典型代表，种类繁多、造型丰富，
可分为 20余种。其中，玉龙是红山
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此次共展出
红山文化出土玉龙8件。值得一提的
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碧玉
C形龙也出现在展厅中，它是已知红
山文化玉龙中体型最大的一件。

展览还特别复原了牛河梁遗址
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让观众
更为直观地了解墓葬的修建过程。

第三单元“文明曙光”中的“来
龙去脉”和“多元交汇”两个部分展
出辽宁阜新塔尺营子遗址出土的石雕
神人碑形器，以多种图案表现神化的人
面，图案整体布局性强，是体现兴隆洼

文化先民信仰观念的艺术杰作。
红山文化是 5000 年前中华大

地上如满天星斗般文明火花中耀眼
的一束，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
重要源头之一。

让文物说话

展览尾厅部分设置了红山文化
考古大事记时间轴和播放《红山文
化》专题纪录片的观影区，让观众重
温红山文化考古发掘的历程。记者
注意到，此展还制作了“中国早期龙
形象比较图”，介绍了距今 5500 年
的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等 10 个不
同历史时期的龙形象。

谈到此次展览的举办，辽宁省
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主任韩伟说，省文化演艺集团

（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下属的省博
物馆、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是辽宁地区
重要的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展示
传播和文化交流机构，在红山文化
的展览与研究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地
利条件。辽宁省博物馆更是承担着
地域文化展示传播与文化交流的重
要责任。此次与国家级平台的合
作，旨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共
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辽宁省博物馆
馆长王筱雯说，本次
展览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举办，将让更多
的海内外观众了解
红山文化，了解辽宁
文化，了解中华文明。

特别关注·辽宁红山文化走进国博

让历史说话 让文物说话——

精品文物彰显辽宁5000年前灿烂文明
本报记者 杨 竞

“玉出红山”看点
本报记者 杨 竞

继去年在沈
阳举办“又见红
山精品文物展”
后，今年又在北
京举办“玉出红
山——红山文化
考古成就展”，专
家们认为，这对
促进全社会对红
山文明的关注意
义重大。

中国国家博
物馆馆长王春法
说，红山文化在
中华五千年文明
进程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红山
文化最早发现于20世纪初，其考古发
掘和研究见证了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
立和发展的历程。其中，最为著名的
朝阳牛河梁遗址作为迄今为止规模最
大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及墓葬群，发
现了具有礼制雏形的“坛、庙、冢”祭祀
建筑群和独具特色的玉器、陶器，从而
以丰富确凿的考古资料证明，在红山
文化晚期，社会形态就已经发展到原
始文明的古国阶段，为中华民族五千
年文明史提供了有力物证。本次展览
集中展示了红山文化遗址历次重要发
现和最新考古成果，同时，展览还通过
红山文化出土文物与仰韶文化、大汶
口文化、良渚文化出土文物等的对比，
深刻揭示了西辽河流域连接南北、沟
通东西的要冲地位在中华文明起源发
展中的重要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
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红山文化
是辽宁的一张金色名片。长期以来，
传统的史学观点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
文明的发源地，而牛河梁遗址的发现
终结了传统中原中心论的观点。红山
文化虽然是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
和辽宁西部，但中心地区是辽宁，辽宁有
历史有文化，就是从红山文化开始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
处长刘国祥说，龙文化是辽宁强有力的
文化形象代表。展览在红山文化发现和
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目前所
知道的很多珍贵的、重要的文物，通过展
览都可以看到。其中，石雕的精美堪比
古埃及文明。展览的最大价值，是用红
山文化来探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形成。

曾经参加“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的
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
古系教授张居中认为，研究红山文化的
现实意义，就是在梳理中华文明的根
脉。他认为，这样的展览策划得非常好，
全景式反映了红山文化考古面貌，具有
较强的专业性；布展内容涉及历史源流、
背后掌故、流传脉络等，文字介绍直白明
了，并不流于枯燥，文物与文字相得益
彰，知识性、趣味性和观赏性较强，堪
称一堂生动的考古题材科普课。

梳理中华文明根脉
本报记者 杨 竞

专家谈展

“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
就展”吸引了众多观众。有位来自天
津的观众匆忙赶到北京，只为了欣赏红
山文化出土文物的风采；有的观众直到
要闭馆了还不肯离去。

专家：展品独一无二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刘宁在现
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玉玦形龙、玉
人、玉凤等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本次展览对红山文化的来龙去
脉、后世礼制的继承与发展作出探
讨，红山文化继承了西辽河流域前
红山诸文化和早期相邻地区文化的
因素，呈现出祭祀建筑规范化、礼仪制
度化的特点。“唯玉为葬”的习俗印证
了“以玉事神”的释“礼”之说，圜丘式
祭坛、“北庙南坛”的布局、龙崇拜的观
念皆为后世礼制所传承，为我们探寻
中华文明的礼制起源提供了重要的
线索，使人们更深层次地认知中华文
明的核心要义，增强文化自信心。

观众：深层次理解了红山文化

77岁的李先生家住北京西郊，获
知展览消息后，一大早就坐地铁来到
国家博物馆。他说，这个展览让他了
解到辽宁悠久的历史，作为老家在沈
阳的辽宁人，他感到自豪和骄傲。

一位画家说，164 件石器、陶
器、玉器珍品，让他领略了6500年至
5000年前的灿烂文明，对红山文化
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独特地位有了
更深层次的理解。

记者在展厅看到很多家长带着
五六岁的孩子来看展览。刘女士
说：“我是沈阳人，带孩子来看展览
是想做一次寻根的旅程。”

冯女士说，这种与新媒体相结
合的展览手段，直观、鲜活、有看头，
吸引孩子观看。

一位王姓男士也带着孩子来
看展览，他说：“我的孩子太小，看
不懂展览，但我也带她来熏陶一
下，这些雕琢精致的玉器、纹饰丰
富的陶器……都吸引着我的女儿。”

奔着国宝来看展
本报记者 杨 竞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
成就展”有三大看点：

■囊括辽宁红山文化代表性文物

本次展览以辽宁省红山文化科
学考古发掘的文物为基础，依托最新
的学术研究成果，展品中既包含早期
发掘出土的明星级文物，又包括近年
来的考古新发现，囊括辽宁红山文化
的代表性文物，同时运用先进的陈列
展示手段，将红山文化出土的精美文
物呈现给广大观众。

■红山文化玉器的盛典

本次展览集中了辽宁地区考古
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和中国
国家博物馆馆藏红山文化玉器，这
是辽宁、北京两地红山文化精品玉
器的首次会师，可谓是红山文化玉器
的盛典。展品还辅以中国国家博物
馆馆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
文化的代表性玉器，是南北史前文化
玉器的一次碰撞。观众通过观看
展览，能够领略史前不同文化类型
玉器的特色，进行对比欣赏与思考。

■“礼制”的寻根溯源

文物承载着文化与文明，本次
展览不是将红山文化文物进行简单
的陈列展示，而是以文化传播与文
明延续作为重点切入，探讨红山文
化的来龙去脉和后世礼制的继承与
发展。“礼制”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要
义，而“祭礼”是“礼制”中最重要的
部分。红山文化继承了西辽河流域
前红山诸文化和早期相邻地区文化
的因素，呈现出祭祀建筑规范化、礼
仪制度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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