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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良渚、殷墟、大运河……每逢节假日，这些“网红
打卡地”从风景到文创，总是引人关注、频上热搜。

你或许不知道，这些“网红”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大遗
址。

“大遗址”几个字看上去颇为“高冷”。按照官方定义，它
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
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
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特点的大型聚落、城
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及文化景观。

事实上，大遗址折射中华文明 5000多年的璀璨光芒，它
们的保护、发掘、展示工作，与公众生活、特别是精神文化生
活紧密相关。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
划》，对未来五年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进行谋篇布局。

自“十一五”开始，经过 3个五年规划的努力，我国已经
形成了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格局，评定公布
了 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些文化瑰宝，是我们感知文
明、赓续文脉的桥梁纽带。“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又将给我们

带来哪些惊喜？
作为这份规划的基本原则之一，“坚持考古支撑”格外抢

眼；在规划的数项主要任务中，“加强大遗址考古工作”排在
首位。

这意味着未来5年，考古研究将贯穿于大遗址保护利用
全过程。

“在确定‘十四五’时期大遗址时，重点考虑能够体现中
华文明发展主线的重要古遗址古墓葬，及时增补重大考古新
发现，确保大遗址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
与考古司有关负责人说。

你可曾想过，为什么神秘的三星堆魅力无穷？原本只是
成都平原上的 3 个土堆，精美奇诡的考古发现让它名扬天
下。

你可曾想过，为什么恢宏的良渚古城引人遐思？那些看
上去与别处并无二致的丘陵与水道，在4代考古人的接续奋
斗中讲述文明的传奇。

我们今日在遗址地看到种种辉煌灿烂，皆由考古揭示。
大遗址之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就在于它所承载

的使命，并不在于呈现一片绝美风光，或是简单展示奇珍异
宝。对公众而言，以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层出不穷的研究
成果，更加清晰而生动地讲述文明故事，是大遗址保持生命
力与吸引力的源泉所在。

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最终是为了传承文脉、赓续文明。
规划提出“提升大遗址展示利用水平”“推动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高质量发展”两项主要任务，并且吸纳已有经验做法，
如举办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艺术周、建设一流遗址博物
馆、实施大遗址研学精品工程等。

一言以蔽之，从强调大遗址的开放数量，转变为重视开
放服务质量和效果。

5000 多年岁月如歌，中华民族并不缺少精彩的文明传
奇。我们盼望的，是悠长历史的精彩讲述与创新表达。

大遗址开放服务质量的提升，最根本的要求是在考古工
作的坚强支撑下讲好文明故事，使大遗址成为一本本人人爱
看的“文明教科书”。一个一流的遗址博物馆，不会满足于客
流量达到多少，不会满足于低层次文创产品销售。它所呼唤
的，是用心倾听、用心品读的观众。

这些文化瑰宝，怎样从“网红打卡地”变成“文明教科书”？
——透视《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新华社杭州11月19日电（记者
冯源） 良渚遗址以古城和水利系统名
扬海内外，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的圣地，但是在古城营建之前，良渚先
民住在哪里？灿烂的良渚文明，源头
又在何方？“早期良渚——良渚遗址考
古特展”19 日在杭州良渚博物院开
幕，向观众集中展示了考古工作者探
源良渚文明的最新成果。

展览分为“前夜良渚”“早期良渚”
“盛世良渚”三个单元，共展出文物近
300件，以玉器为主，陶器为辅。而玉
器中则有玉琮、玉璜、玉镯、玉匕、管形
器、冠状器、箸形器等。

这些文物大多数是在 2010年后，
从玉架山、官井头和北村等遗址陆续
出土的，也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吴
家埠、瑶山等遗址出土的。这些遗址
位于现杭州市余杭区和临平区，分布
在良渚古城遗址的外围，其年代一般
要早于良渚古城。

“良渚文化之前是距今约 7000年
的马家浜文化和距今约 6000 年的崧
泽文化。先民最早在太湖西边定居，
然后经北转东，最后来到太湖之南的
良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
室副主任、良渚工作站站长陈明辉
说，多年以来，浙江几代考古人一直
致力求解“良渚如何形成、从何而来”
的谜题，此次展览就是对已有成果的
系统梳理。

陈明辉说，此次展览重点关注距
今5300年至5000年的时段，在考古学
上属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早期。
在这一时期，良渚社会出现了阶层分
化，最先出现了女性贵族统治者，然
后出现了男性贵族统治者，最后出现
了良渚最早的“王”，像瑶山遗址中就有王一级的墓葬。

在展览中，一枚玉龙首镯和一件玉蝉引人注目，它们均出
土于北村遗址。北村遗址位于良渚古城遗址南侧，两者直线距
离不足2公里。从去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先后对遗址的北部和南部进行了发掘，发现了聚落和
高等级贵族墓地。北村遗址和其他多个遗址共同揭示了良渚
古城建成之前贵族阶层的发展状况，为研究良渚早期社会的发
展、阶级分化和探索良渚古城的崛起背景提供了新的资料。

“良渚考古为我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出了重大贡
献，我们近年来的一项重点工作则是为良渚探源。”陈明辉说，
良渚古城申遗成功后，良渚考古的重点是进一步发掘古城内的
手工业遗存和外围水利工程。同时，对古城外围也进行了全方
位的探查，目前在周边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经发现了300多
处遗址。现在，对早期良渚的考古还有不少空白，他们正采用
多学科手段，将研究推向深入。

展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和中国江南水
乡文化博物馆主办，至12月12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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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时一年策划制
作的首档考古空间探秘类文化节目《中国考古大会》将于 11
月20日与受众见面。

据悉，《中国考古大会》创新运用空间探秘、专家解读、
实景记录、全息影像等多种节目表现形式，从中国百万年人类
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维度，聚焦浙江杭州良
渚古城遗址、北京周口店遗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四川广汉
三星堆遗址、陕西西安唐长安城遗址等 12大考古遗址，呈现
百年来考古工作对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作用。

节目首创考古空间探秘形式，以“发现发掘、整理阐释、
保护传承”为叙事线，邀请“考古推广人”通过空间探秘与任
务解锁，联结考古场景，复现历史图景，营造身临其境的考古
氛围体验，在权威考古专家的伴随式解读下，向观众全景展现
中国考古事业的研究成果和最新发现，反映中国考古工作背后
所承载的时代价值、文化特质和民族精神。

《中国考古大会》依托总台构建“5G+4K/8K+AI”战略格
局的系列新实践，借助超高清视音频制播呈现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技术支撑，充分挖掘总台AI+VR裸眼 3D演播室技术的优
势，针对每个考古遗址量身打造不同的“视+听+触”场景，
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考古魅力的同时，一起抵达文物的

“家”，更好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华文明取
得的灿烂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节目将于11月20日在央视综合频道20:00档首播，同步在
央视频、央视网播出。次日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17:30档重播。

探源中华文明 致敬考古百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大型文化节目《中国考古大会》

新华社长春11月21日电（记者 张博宇） 记者从吉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考古人员在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的永
安遗址发现多处夫余时期遗存，其中部分房址进一步复原了
夫余人的生活场景。

据永安遗址考古队领队王聪介绍，永安遗址位于吉林市
丰满区江南乡永安村二队，松花江东岸，与吉林市城区隔江
相望。自2018年初步发现该遗址，考古人员迄今对其挖掘面
积已达1000平方米。

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夫余、高句丽、渤海等多个时期的
遗存，既发现花纹砖、瓦等建筑构件及罐、盆等陶器残片，还
发现两处房址及一处水井遗迹。

“水井的发现可以证明至迟不晚于渤海时期，该区域内
居住的先民已拥有打井技术和使用水井的历史。”王聪介
绍。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水井的发掘还原了这一历史时期的
打井技术：当时的居民先挖掘深坑，至水层后，用木方垒起井
壁，井壁外填土，直达地面。“挖掘出的井深已有 7米。”王聪
说。

“夫余国”是公元前 2世纪至公元 494年中国东北地区的
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王聪表示，夫余房址在以往夫余遗址发
掘中并不多见，夫余时期两处房址的发现可以证明永安遗址
为一处夫余时期的居住址，这也为进一步复原夫余人的生活
场景和研究周边同时期遗存的性质提供了新的材料。

吉林中部发现多处夫余时期遗存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记者 史竞男）“建党百年”
伟大成就振奋人心，“十四五”开局铺展“乡村振兴”壮美画
卷，“大湾区”建设谱写区域合作发展新篇，“疫苗接种”筑
牢健康防线，“三孩”政策出台备受关注，“双减”落地缓解

“鸡娃”焦虑，“清朗”行动涤清网络乱象，“奥运会”重启，
“三星堆”上新，“神舟十三号”再问苍穹……即将走过2021
年，哪个字词令你印象深刻？

11月 19日，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
书馆等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 2021”活动在京启动。启动
仪式上，主办方推出“专家版本”和“大数据版本”的年度推
荐字词，入选的国内字有：减、兴、碳、党、防、航、稳、富、促、
建、康、治等，国内词有：疫苗、双减、北京冬奥会、建党百

年、神舟十三号、十四五、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入选的国
际字有：变、元、退、空、破、疫、奥、抗、核、冲、离等，国际词
有：碳中和、东京奥运会、德尔塔、虚拟货币等。

据介绍，活动分为启动、票选和发布三个阶段，通过字
词勾勒年度热点，浓缩时代精神，联结语言文化，让人们在
关心中国和世界的同时，体会汉语丰富的文化内涵。活动
期间，将陆续发布“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年度十大流行语”

“年度十大新词语”。12月20日，“汉语盘点2021”揭晓仪式
将公布“年度字词”。

“汉语盘点”活动至今已举办 16年，旨在用一个字、一
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与世界，鼓励全民用语言记录生活，
描述中国视野下的社会变迁和世界万象。

“汉语盘点2021”在京启动将揭晓“年度字词”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记者 施雨岑） 为全面提升大遗
址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大遗址保护利
用“十四五”专项规划》，提出到 2025年大遗址保护利用总体格
局基本成型，文物本体和周边环境总体安全，大遗址考古研究、
保护管理、展示利用、教育休闲、传承创新、传播交流等方面取
得重要成果，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

规划指出，要加强大遗址考古工作。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
源研究、“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支持重要大遗址编制中长期考
古工作计划，系统持续开展考古测绘、调查、勘探和发掘，搭建
全国大遗址基础信息数据平台。

在提升大遗址展示利用水平方面，规划提出实施大遗址展
示提升工程和大遗址研学精品工程，推介一批实证文明起源、
彰显文化传承、见证民族融合、印证文明互鉴的大遗址展示利
用项目。

据介绍，“十三五”时期，我国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具
有中国特色的大遗址保护管理模式。大遗址考古研究、保护管
理、开放服务、队伍建设、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但
是，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仍然存在深层次问题，如考古研究投
入不平衡，整体基础依然薄弱，保护利用理论研究和科技引领
不够，科研成果转化滞后等。

国家文物局：

到2025年大遗址保护利用总体格局基本成型
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不断加强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设，结合当地长号唢呐的民间艺术表演形

式，组织长号唢呐志愿者，深入行政村、社区、学校、景区等地开展长号唢呐吹奏技术教学和表演，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深受群众欢迎。图为11月20日，在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枹木垅村，志愿者在吹奏长号唢呐。

新华社发 胡攀学 摄

当日，“流金岁月——百年中国动画学派的辉煌”特展在
贵阳开展，展览共展出来自《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经典动
画作品的创作手稿、电影胶片、海报等原始档案和资料文献精
品200余件/套。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1月19日。图为
11月19日，参观者从《阿凡提》的海报前经过。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当日，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尧天坪镇幼儿园开展龙狮
文化进校园活动，邀请民间艺人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
的舞龙舞狮课，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龙狮文化的魅力，增
进对传统非遗文化的了解。

据了解，尧天坪镇凭借龙狮项目被授予“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称号；2015年，“尧天坪龙灯”被列入湖南省级
非遗名录。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非遗文化走进乡村幼儿园

11月17日，在尧天坪镇幼儿园，学生在练习舞龙。
11 月 17 日，在尧天坪镇幼儿园，龙狮艺人文麦秋（右

一）带领学生练习舞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