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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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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智慧火花的迸发点

上，青铜器的发明如同火的发明

一样向文明社会迈出了关键性

的一大步，青铜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瑰宝，作者为优秀传统文化的

载体，所代表的比仅仅是一段逝

去的记忆而是承载着太多的历

史和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源远流长的中国青铜器，

充分展示出先辈们的睿智、勤

劳和对生活的左丘，其张开血

盆大口的饕餮纹、幽深空行的

龙纹、展翅欲飞的鸟纹、暴虐霸

气的虎纹、吞噬生物的兽面纹、

多子多孙的蟾蜍纹、陷入迷茫的

涡纹等等反映出古人对生活的

理解，对发展的期盼，对未知世

界的向往。

《大宋收藏》，白俊峰著，百花文艺

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

以收藏的视角关照宋朝

赵世鑫

力津报 荐

古蜀历史由于缺少文字记载，一直云遮雾绕、
扑朔迷离。在扬雄《蜀王本纪》和常璩《华阳国志》
等汉晋时代的文献记载中，地处长江上游内陆盆地
的古蜀国，曾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王
朝。但他们究竟是传说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是
人名还是氏族或部落的名称？他们所代表的各个
朝代延续了多久？相互之间的兴衰更替又如何？
古蜀时代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情形又怎样？这些众
多的疑问，为古蜀历史文化抹上了浓厚的神秘色
彩，也给后人留下了种种想象与猜测。

湮没的古蜀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到
20世纪80年代，有了惊人的三星堆一号坑、二号
坑考古发现之后，才终于撩开了神秘的面纱，露
出了璀璨的真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铸
造精美，形态各异，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栩栩如
生的神秘群体；同时出土的还有青铜神树和众多
的鸟、虎、龙、蛇与各种飞禽走兽青铜造像；还出
土了金杖、金面罩、各种玉璋、铜尊、铜罍等大量
精美文物，为解开神秘的古蜀历史文化之谜提供
了一把极其重要的钥匙，真实地印证了文献古籍
中的记载，证明传说中的古蜀王国并非子虚乌
有。三星堆考古发现，充分揭示了古蜀文明的灿
烂辉煌，告诉我们在商周时期甚至更早，成都平
原就有着繁荣昌盛的古文化、古城和古国，说明
岷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拥有
同中原和其他地域一样悠久而发达的历史文化。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造像群与数量众多的珍贵

文物，展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为我们了解殷商
时期古蜀社会的祭祀活动、生活习俗、礼仪制度、
经济文化以及古代蜀人的族属关系、精神观念、审
美情趣等等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考古成果告
诉我们，地处长江上游内陆盆地的古蜀国，在当时
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繁荣强盛的王国，无论在政治、
经济、文化上都自成体系。但古代蜀人并不封闭，
和黄河流域殷商王朝以及周边其他区域，在经济
与文化上有着源远流长的交往和影响。古蜀文化
与殷商文化的交往，可能有水、陆两途。一条是顺
长江上下，可能是古代四川与中原地区往来联系
的主要途径。另一条是北经汉中之地或通过陇蜀
之间，也是古蜀与中原的重要交流途径。值得注
意的是，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是不丧失主体的
交流。三星堆出土器物说明，古代蜀人在接受商
文化影响的时候，以高超的青铜雕像造型艺术为
代表的古蜀文化特色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
我们也应看到，古代蜀人不仅有极其丰富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而且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并
显示出强烈的开拓精神。古代蜀人与外界有着长
期而积极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从而对古蜀文
明的灿烂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正是由于
三星堆古蜀文化与中原殷商文化各自所具有的鲜
明特色，从而展现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两
个文化系统的绚丽多彩。并随着相互间的传播影
响和交流融合，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谱写了青铜
时代杰出而又辉煌的篇章。

由于有了三星堆考古发现，使我们对绚丽多
彩的古蜀文明终于有了真实深切的了解。但三星
堆之后，古蜀文明的突然湮没，依然是个很大的
谜。湮没之后古蜀文明的去向，给我们留下了有待
破译的空白。学术界和世人都期待着新的考古发
现，期望着有揭谜的一天。果然，在21世纪的第一
年，又有了令人惊喜的成都金沙遗址考古新发现。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再次令举
世瞩目，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
在成都平原上从事田野考古的文物工作者们，自
20世纪中叶以来，为寻觅古蜀文明遗踪，曾付出
了艰辛而勤奋的努力。经过长期不懈的探寻，他
们相继发现了成都十二桥文化遗址、新津宝墩等
八座早期古城遗址，并发现了成都商业街船棺和
独木棺遗址等，为揭示古蜀先民的栖息迁移活动
情形和古蜀文明的繁荣灿烂以及古蜀王朝的兴
衰更替提供了丰富的实证。金沙遗址的重大考
古发现更是意义深远，对揭示扑朔迷离的古蜀历
史文化之谜显得尤其重要。继三星堆之后，金沙
遗址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古蜀社会的真实面
貌。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有许
多器物精美异常，有的更是首次发现，令人叹为
观止。例如金器中的金面具、太阳神鸟金箔饰、
金冠带、金箔蛙形饰、金喇叭形器、金盒等；玉器
中的神面纹青玉长琮、兽面纹斧形玉器、玉人头
像、玉剑鞘、玉璋、玉璧、玉戈、玉矛、玉剑、玉锛、
玉凿、玉镯、玉贝、玉牌形器等；铜器中的小型青
铜立人像、青铜立鸟、青铜牛头、青铜兽面、青铜
三鸟纹有领璧形器、青铜眼形器等；石器中的石
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石斧形器等；此外还有大
量的象牙，以及鹿角等等。这些出土文物具有极
其珍贵的价值，尤其是它们所展现的生动别致的
造型、精湛高超的制作工艺、绚丽多彩的文化内
涵和浓郁的艺术魅力，为研究和了解古蜀文明增
添了新的珍贵资料。

金沙遗址的大面积考古发掘揭示，无论是整
个区域占地面积的广阔，还是出土文物数量的庞
大、种类的繁多以及精美的程度，都说明这里应是
一处非同凡响的大遗址，是商周时期古代蜀人的
重要聚居地。古代蜀人在成都平原上修筑城市和
都邑，最初是从靠近岷山的西北边缘地带开始的，
然后沿着岷江支流河道两岸台地逐渐向平原腹心
地区推进。最初修筑的早期城市规模较小，后来
不断扩展，到殷商时候的三星堆古城已蔚为壮观，
商周时期的金沙遗址更是规模宏大。这不仅与先
后选址筑城的地理条件有关，也与不同时期古蜀国
或古蜀族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强弱有较大的关系。

让我们接近和仔细观赏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
土的众多精美文物，通过对它们风格特征与文化
内涵的探析，解读湮没的古蜀故事，揭示古蜀历史
的真相，去看看这些古蜀时代神奇而珍贵的遗存
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本书甄选90多位艺术巨匠

的近200幅传世名作，全面覆盖

中国古画品类和知名画家，系统

梳理了仕女画、山水画、花鸟画

等古画品类的演变脉络。在对

各品类作品进行赏析之余，作者

深入到古画情景之中，结合历史

背景，解读画面背后的社会意义

以及画家的创作意图，同时佐以

相关的诗词作品、名人逸事，并

挖掘出其中所刻画的花事、茶

事、渔隐、抚琴、博古、雅集等古

代生活细节。

这是一部全面了解中国古

代书画艺术的优质读本，更开创

了多维的视角，带你发散思维，

找到自己进入古画世界的专属

通道，重温千年时光，领略古画

魅力，细味古人雅趣。

瓷器它是人类早发明的材

料，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

进，不但没有被新技术新材料

取代，反而穿越时间的长河，在

人类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它引领全世界时尚风潮

长达数百年，曾是中西方重要

的贸易商品之一，也是中西方

文化交流的纽带。本书通过讲

述18种瓷器的历史，展现了我

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

部分。每章用一种瓷器引出与

之相关的政治、经济和工艺技

术，很好地整合了碎片化的知

识。作者还运用以小见大的写

作手法，勾勒出中国瓷业的兴

衰起落、传承断裂。并深刻分

析了发展陶瓷工艺和贸易的社

会动力和阻力。

近年来，无论影视剧还是图书，宋都是一个
热门的题材。提到宋，人们很容易想到诗词、绘
画、瓷器、斗茶……唯独很少想到收藏。其实，
收藏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不仅在宋代的时候出
现了，而且宋代还是收藏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大宋收藏》首次从收藏的视角，丰富了我们对
宋人生活的认识和想象。
《大宋收藏》是天津博物馆副馆长白俊峰的

作品，作为既有专业素养又有现实接触艺术经
历的作者，他放弃了常见的以时间或藏品为脉
络的写作方式，从收藏主体和行为入手，将宋代
的收藏群体分为两大类——帝王和士大夫，全
书围绕帝王和士大夫，深入系统地考察宋人的
收藏活动及其背后的政治功用、文化活动、社会
现象等，同时提炼收藏对宋人美学生活的影响，
使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宋人的收藏活动，而且可
以领略影响至今的宋代美学生活。
在考察宋人收藏活动时，《大宋收藏》有许

多匠心独运，也有一些让人新奇的地方。比如，
收藏已经深度介入宋人的生活，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文人，也是收藏家，
如欧阳修、苏轼、李清照等。欧阳修喜好金石古
器物收藏，《集古录》《集古录跋尾》就是他在这
方面的著作，欧阳修以金石古器物为媒介，与当
时名人梅尧臣、刘敞等人相互馈赠、唱和，建立
了他的收藏“朋友圈”。欧阳修的《六一居士
传》，从收藏角度解读，就不难理解了。苏轼也
是收藏大家，“乌台诗案”后的黄州生活，“寂寞
沙洲冷”，但收藏也没有离开苏轼的生活，书法
史上著名的《一夜帖》，既是苏轼书法成就的体
现，也是苏轼关于藏品借阅的记载。李清照就
更不遑多让了，《金石录后序》中写到她与丈夫
赵明诚去大相国寺淘宝，有淘到的喜悦，也有与
心爱之物失之交臂的惋惜，《金石录后序》某种
程度上就是李清照收藏生活的记录。
除了深刻影响宋代文人生活，收藏也对帝

王也有着重要影响，最著名的就是宋徽宗。宋
徽宗一方面提升画院规格，将画学纳入科举，
有时还亲自出题。大名鼎鼎的少年天才王希
孟就是他一手发掘并培养出来的。王希孟18
岁就创作出《千里江山图》这样的流传千古的
神品。另一方面，宋徽宗主导了《宣和画谱》
《宣和书谱》《宣和博古图》三本关于藏品的系
统性著录，将宋代的收藏推向高峰。但是宋徽
宗却宠信奸佞，沉溺在艮岳的奇石中，导致北
宋灭亡。
《大宋收藏》不仅开创了宋代文化研究的新

视角，而且填补了宋代收藏史研究的空白。除
了系统考察宋人在藏品搜集、保存、整理的活
动，本书还考察了宋人的收藏理念，并将其归纳
为三种：皇家以“追风三代”为追求的政治集藏
观，欧阳修以“正经补史”为目的的史家收藏观，
苏轼以“寓意于物”为宗旨的艺术收藏观。透过
这些收藏观，我们可以看到，收藏的文化自觉在
北宋已经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在行文上，既有通俗明

快的一面，也有严谨专业的考证，全书引证资料
非常丰富，既包括《宋史》《续资治通鉴续长编》
《宣和博古图》《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等历史和
艺术资料，也包括《梦溪笔谈》《东京梦华录》《梦
粱录》等宋人笔记，此外还参考了当前最新的研
究成果，如伊沛霞的《宋徽宗》等，真正做到了下
笔有出处，言之有据。这是一本值得认真阅读
的书。

推荐理由：三星堆、金沙遗址是我国西南地区两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古代都城遗址，是公

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是原始社会末期至夏商周时期，生活在成

都平原的古代先民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它们的发现，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已消逝的古蜀文明提

供了独特的物证。本书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配以600多幅精美图片，对三星堆、金沙遗址作了较

为详细的描述，全面、系统的探讨了神秘的古蜀文明。

摘自《从三星堆到金沙——中华文明的惊世

发现》，黄剑华著，中华书局2021年9月出版。

分享 读悦

近日，中国画报出版社推出了由日本历史学
者富田升教授撰写的《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从
一位日本学者的角度，以义和团事件为焦点，考
证了在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过程中，中国文物如
何外流于世界，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文物外流如
何影响了流入国的传统审美意识，又如何参与了
传统审美意识的近代化转型。

世纪之交，八国联军侵华，清廷岌岌可危。
内忧外患的乱世中，数不尽的国宝流失海外。究
竟有多少国宝，经谁人之手，以何种方式，以多高
的价格，流落于何方？

在书中，富田升教授用100余篇亲历者的证
言、80余幅图片和20多张表格，细致入微地追查
了近代国宝外流的踪迹。重点关注日本人、尤其

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古董商是如何参与了这些文
物外流过程，并通过分析历史留存下来的买卖记
录和拍卖目录等，试图厘清文物外流的具体真
相。与此同时，本书还通过俯瞰近代日本接受中
国文物的状况，特别是着眼于江户末期至明治时
期，风靡一世、充满浓厚唐物雅趣和文人雅趣的
煎茶道在大正前后急速衰落的背景，来研究接受
中国文物给日本带来的影响和意义。

作者用细腻的笔锋，描述了山中定次郎、大
仓喜八郎、住友泉屋博古馆、茧山龙泉堂、广田不
孤斋等古董商对中国文物海外流出的影响，特别
是通过探寻被誉为“世界的山中”的古美术商“山
中商会”的足迹，通过阐明文物、特别是青铜器的
流出及其文化涟漪，揭示流失在海外的中国国宝
是如何让日本近代鉴赏美术发生了转型，又是如
何让世界形成了中国鉴赏美术的热潮，让中国美
术的魅力在世界范围内熠熠生辉。
《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日文原版由日本权

威NHK出版公司于2014年出版，是21世纪以来
外国研究中国文物海外流失的一部重要学术论
著。作者富田升教授埋头于日本各机构，寻找到
的当年中国古董交易方面的信息格外珍贵，在填
补学界研究空白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而这些
史料是唯有作为“当事人”、作为“当时人”才可知

晓的实情，是洞察事件本质的重要证言。通过这
些史料，我们了解到日本正式开始青铜器收藏是
源于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朝宫廷内外的流出品。同
时，富田升教授作为中国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
特邀研究员，长期研究恭王府文物流失问题，在学
界享有权威地位。书中对关于恭王府文物的流
出、收购、购买方、售价等等都一一作了详细介绍，
其史学价值极高。

本书还得到了权威专家的肯定和推荐。北京
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
心教授、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前中国历
史博物馆馆长、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朱
凤瀚教授评价道：“日本学者富田升先生致力于中
国文物研究，蒐集流散世界各地的资料，系统梳理
长达百余年的中国国宝流失过程，以实证研究为
依托，研究结论有说服力。对于文物的普查和追
索，收藏与鉴定，以及深入系统的研究，本书均有
重要参考价值。”著名清史研究专家、国家《清史》
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也大力推荐本书：“《近
代国宝海外流失录》钩稽散在世界各地的珍稀资
料，系统梳理出近代中国国宝外流的过程、渠道等
以往鲜为人知的史实，为海外流失文物的鉴定与
收藏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海外重要文物的追查
和回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线索。”

揭开古蜀文明的
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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