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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生生不息的多彩磅礴之路
张璇

推荐理由：本书一套六册，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持编写，以国博“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为主线，结合1047件珍贵历史

文物、2300余幅图片，系统介绍中国从170万年前的远古时期直至清末的悠久历史文化，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文物视角的

中国古代通史。全书力图引导读者重温先人足迹，从而探求根脉，涵养文化自信，致敬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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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持编写、朝华出版
社出版的《华夏之路——文物里的中国通
史》入选了2021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
书。该书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十三五”
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从策划到出
版问世历时五年有余，厚重的六卷本成就文
博主题丛书的集大成之作。

（一）

《华夏之路——文物里的中国通史》由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领衔，汇聚了俞
伟超等老一辈文博专家和国博中青年学者
团队数十年研究成果。全书以中国国家博
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为主线，按历史年
代分为“旧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西周至战
国时期”“秦朝至南北朝时期”“隋朝至唐朝
时期”“五代十国至元朝时期”“明朝至清朝
时期”六卷，将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
史、五千年文明史一气贯穿。

从元谋人门齿到红山文化玉龙，从三代
青铜、殷商甲骨到秦砖汉墓，从唐三彩到宋
元青花到明清典籍……全书阶梯式阐释了
中华文明各个发展阶段特点和代表性文物
的特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族
融合、外交关系等方方面面，展示了一条博
大多元、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演进之路。

书中包含全新绘制的中国历史地图38
幅，涉及如“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和主要文化
遗址分布”“西周分封诸侯”“隋朝运河”“尼布
楚条约界定中俄边界”等内容主题；另含大量
实地拍摄影像资料，如偃师商城宫殿发掘现
场和北京积水潭元代码头遗址的照片；每一
卷后附相应时段大事年表和图版索引，使每
件文物的名称、年代、属性、出土时间和地点
等信息一目了然。

一组组图文、数据和论述，构成了彰显
中华文化连绵不绝、丰富多彩的生动佐证，
进而揭示了文明在分合离聚中曲折演进、终
归于进步和发展的历史规律，其中蕴含着简
明朴素的学术史和文化史观察。

（二）

该书由著名摄影家、书装设计师严钟义
先生领衔图片拍摄，并负责装帧设计。从内
容创作到设计编排，体现了东方美学理念的
深度融合，进而为读者打造游览一座“纸上
的中华文明博物馆”般的沉浸式审美之旅。

全六册以商代后母戊鼎作为主设计元
素，分别选取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盆、西周偃
侯盂、西汉彩绘兵马俑、唐代高士宴乐纹嵌螺
钿铜镜、北宋《大驾卤簿图》、清代《乾隆南巡

图卷》作为各册封面主题元素，内封在青黑底
色之上烫印朱红书名与无色龙纹，将礼乐文
明下的古代中国气象与威仪跃然呈现。内页
形制设计充分结合文物特色，如将战国铜编
钟图、《平番得胜图》《清明上河图》和黄公望、
任仁发等绘制的传世名画设置为单张长约70
厘米的组合式长拉页。长卷轻启，文物细部
特征和重大事件、场景、人物细节一览无余。

全书2000余幅文物照片的拍摄与加工，
从角度选取到设计制作，体现了对文物与时
间、空间三者关系的哲学与美学思考。如在介
绍一件明代的剔红花鸟纹长方盒时，跨页整版
展示了其底部雕刻的乾隆御笔诗序全文，巧妙
讲述文房珍宝跨越朝代的传承史事；在介绍一
件西周时期的鸭形酒尊时，打破常规视角，选
取正面、顶部、左右侧面四个角度分别展示，并
对鸭头颈部进行特写，放大后的细部结构之精
美带来强烈视觉震撼；在介绍一件东汉时期的
渔猎主题画像砖时，将砖面以不同尺寸、角度
复制组合展示，选取其上的飞鸟、游鱼图案作
为页面空白处装饰，从而形成了农人成群劳
作、仿佛立体有声的动态效果。

（三）

《华夏之路》展示1000余件历代遗珍，力图摆
脱生硬的说教和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风格，用专
业、简明而平实的口吻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除
全景照片之外，针对每一件文物配加多张细部特
写实拍图，进而将历来鲜有人注意的部件、角度
和细节巧妙呈现，如攀附在吴王夫差鉴口沿上的
小虎、妇好墓鸮尊格外突出的大眼睛、东汉说唱
俑额头的皱纹与夸张的笑容……仿佛各具特色
的古风表情包，观之趣味盎然。此外，本书特意
选取或特写截取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点心化石，
和宋代银盘底部的刻印商标、元代白釉罐上的可
爱男童形象等元素。由此，遥远的历史被拉近，
一件件文物仿佛活起来了。

书中内容充分结合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古
代中国”基本陈列的前身——从20世纪50年代
开始筹备的“中国通史”陈列，力度展现其几十
年来收藏的最全规模，如现已收藏于湖南省博
物馆的青铜象尊等珍宝，亦于本书可见，实属难
得。可以说，本书亦折射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
家博物馆和各地方文博机构馆藏收录的变迁。

本书的整理和出版，也推进了文博专业领
域的争鸣与创新。如一件在1956年于包头市郊
出土的西汉铜饰，此前史料均记载其为仿牛的
外形而铸造。而本书整理加工过程中，国博专
家团队几经研判后指出，其应外观实为卧鹿造
型，这正是匈奴草原文化的物证。

（四）

本书引导读者以文物观史，历史的穹音碰
撞出对文明源流的思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
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可以
说，全书所展现的亦是中华文明8000多年的文
明起源史和5000多年的文明形成史。

如本书第一卷收录的著名的人面鱼纹彩陶
盆，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典型历史物证，反
映了当时的丧葬礼仪以及对自然的信仰与敬
畏，从侧面体现了原始社会朴素的生命宇宙
观。又如，书中介绍的河姆渡文化的鸟形象牙
圆雕、红山文化的陶塑孕妇像、殷墟妇好墓出土
的阴阳玉人等，均是时人对人与天地自然关系、
个体与群体关系进行思索后的物化表达——进

而在与自然、群体的互相依存中发现并认识自
己。可以说，这是我们的祖先对于文明起源、生
息延续的本初认知，也是其文化主体意识逐步
的觉醒与深化。本书对于早期的农业、手工业、
文字、艺术、仪礼、制度等等，有着全方位的历史
关照；基于古代中国的视角，选取清帝退位诏书
及号外为最后一组所介绍的文物——随着最后
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中国历史展开新的篇
章。正如俞伟超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言，了解
中国历史的过程并释其兴盛、中衰、复兴的奥
秘，定将启示今人选择前进的合理途径。回顾
中国历史的已往过程，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以汉
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共同体，具有深邃的智慧、
强大的凝聚力和汲取其他民族优点的勇气。尽
管遇到过若干次的挫折、伤痛甚至迷惘，终是会
复苏过来而再度兴旺发达。

所以，《华夏之路》一书的核心价值在于，生
动诠释了中华文明何以形成并长久赓续其命脉
与前路，带领读者在“我们是谁，又将何去何从”
这个穷极历史的天人之问中，寻找到理性的答
案，沿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多彩磅礴之路走
向未来。

呈现在您面前的，是一本从先秦秦汉文
物中读上古史的“小册子”。

相对于其他介绍文物的读物，本书在浩如
烟海的文物中，主要撷取带有文字的那一类。
因为这方面的文物，相对于没有文字的那些，
往往能承载更多的历史信息，方便探讨更深层
次的历史话题。本书避免对文物作导游词式
的简单介绍，而是将其放在历史文献的大框架
中，一点一点去解读，这件文物讲的是什么，它
与传世文献记录的历史有什么关联，它又是如
何去修补传世文献记录的历史信息的。

先秦秦汉的有字文物，主要包括甲骨、
青铜器、简牍、帛书、汉画像石和陶器、玉器、
金银器等。而其中最具有时代特色的，又是
商周的甲骨和青铜器、战国秦汉的简牍和帛

书以及汉画像砖石。本书所选取的文物，主
要也出自这五类。

甲骨文主要包括在龟甲和牛骨上书写的
文字，主要见于晚商的殷墟遗址和商末周初
的周原遗址，在西周的诸侯国也偶有发现。
殷墟遗址的甲骨文从1928年开始发掘，周原
遗址的甲骨文从1977年开始发掘。其中殷墟
甲骨文的发现是近代古文献重要的考古发现
之一，它直接证明了文献中商朝的可靠性，将
中国历史的信史时代大大提前，而且还介绍
了不少传世文献中没有记录的殷商史。商周
甲骨对商周历史的印证，力度不言而喻。

青铜器铭文主要见于商周春秋时期，商
朝青铜器以族徽为主；西周是铭文的鼎盛时
期，西周毛公鼎铭文接近五百字之多；战国
青铜器则以题铭为主；秦汉以后青铜器逐渐
淡出生活，铭文更少。历代均有零散的商周
青铜器出土，自宋代至今日，有不少介绍新
出青铜器铭文的著录。在商周墓葬的科学
考古中，也出土了不少有铭文的青铜器，主
要集中在商、周和周代诸侯国的都城。其中
最蔚为大观的，还要数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
青铜器。

简牍文字主要包括竹简和木牍上书写
的文字，主要见于战国和秦汉时期，春秋及
之前的已经腐烂，之后随着造纸术的推广也
逐渐被取代。简牍书写的文字最多，也是本
书介绍的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
古发现了不少简牍，比较重要的有湖北荆门
出土的郭店楚简、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
简、山东临沂出土的银雀山汉简等。近三十
年又有不少出土简牍，比较重要的有上海博
物馆藏战国竹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江
西南昌出土的海昏侯墓汉简等。

帛书主要是两批，第一批是1943年在长
沙子弹库出土的一卷楚帛书和若干残片，第二
批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帛
书。其中马王堆帛书最有价值，有三十种左右
文献十二万余字之多，其中包括《老子》《周易》
《战国纵横家书》等极具价值的历史文献。另
外还有一些帛画资料，不在本书介绍范围内。

汉画像砖和汉画像石主要见于汉代，尤
其是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目前发现的画像
石主要集中在山东、苏北及安徽交界地区、
山西及陕西、河南、四川地区。汉画像石创
作较晚，虽然对先秦历史研究价值不高，但

其记录了不少先秦历史事件，有些可以反映这类
事件在汉代传说的变化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文字信息反映的首先是书写
者的主观意识，而未必代表客观全面的历史史
实。甲骨文、金文在反映商周历史时，可信度自
不待言，但也存在“报喜不报忧”的情况。至于简
牍、帛书，在涉及它们之前的历史事件时，其实可
信度与同时代传世文献难分轩轾。拿着简帛文
献的某些记录，就轻率扬言可以颠覆历史，是非
常武断的行为。

其实更多时候，简帛文献提供的只是另一种
说法，它最大的价值在于深化我们对这段历史的
认识，而并不在于对这段历史的颠覆。同时，简
帛文献很多文字的形与义，相关研究都才开始起
步，其中不少问题存在争议，某个学者的释读直
接拿来当结论，可靠性当然也是要打折扣的。

另外，在我国一些周边地区，文字出现较晚，如
四川地区在战国时期才并入秦国，云南地区在秦汉
时期才并入中国，在此之后文字才得到推广。但他
们在此之前，也有过自己辉煌的上古史，同样值得
我们去了解。所以本书的最后两篇，尝试通过无字
的青铜器，来介绍古蜀国与古滇国的历史。

当然，其实还有许许多多先秦秦汉文物，不
管是有文字的还是没文字的，都有值得介绍的地
方。只不过本书限于篇幅，笔者不得不忍痛割
爱，暂且介绍这三十四件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物。
但愿以后还能有机会，将这个选题继续下去，与
读者朋友继续探讨。

8月初刚问世的《中国金银器》，五卷共
1900余页，有4000多幅插图。在以一己之力
完成这部大书之后，扬之水写道：“如同所有
的作者，一部书稿完成会有如释重负的感
觉，这一部尤其如此，因为它是我此生最费
心力的一部书。”

扬之水独立地寻找学术之路，从一篇论
文开始踏入中国古代金银器史这一领域，历
时二十年之久阅读考索、奔走查访，最终完
成了这部从先秦到清代的贯通研究，用了几
近半生之力的《中国金银器》。

写金银器史之难

在中国古代士人的世界中，重“金石”而
很少提及“金银”，这两个词虽一字之差，但相
去甚远。士人对金石（主要指钟鼎碑碣）往往
世代守护，撰写各式的学术笔记、文献目录，
对金银的态度则是重在当下。盛世的时候，
金银首饰和器皿作为富家之物，不断地推陈
出新，通过销熔再造以追求时髦的样式；到了
乱世，这些东西都可以拿出来变卖，成为保命
的本钱。金银器是艺术，也是财富，不论盛
世、乱世，古人都不太在意对金银器的保存。

正因为如此，撰写《中国金银器》既需要对
古代金银工艺了然于胸，熟悉各个时期造型、纹
样的特点，又要能从历代文献中搜寻这些物件
出没的痕迹，结合文献记述以观察实物。同时，
金银器的历史还是一部尚待开口说话的古代社
会风俗史，比起在博物馆中更常见的书画、金
石、玉器、瓷器等，“金银器可谓一俗到骨”（扬之
水语），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被人贪恋和追逐
的角色，研究金银器也要对时代的风气和世俗
的潮流有很深的理解。如此综合的学术能力和
恢弘的文化视野，是这一专题研究不可缺少的，
而对于众多文学作品和诗词的博闻强记、细致
解读，则是扬之水研究十分独到之处，这让本书
成为一部打通文史、文采斐然的学术佳作。

扬之水眼中的“物色”

扬之水在《物色：金瓶梅读“物”记》一书
中，曾写到她最初是如何走入中国古代物质文
化研究的，这与她对金银首饰的学术兴趣密不
可分。她说：“《金瓶梅》里的金银首饰，可以说
是《金瓶梅》研究的小中之小，但它却是我名物
研究的入口。”当时的初衷，是酝酿要写一本名
为“万历十六年”的书，她向孙机先生求教写的

第一封信是有关 髻（明代已婚妇女头戴的金丝
或银丝网帽）的问题。后来，研究名物取代了“万
历十六年”的写作计划，仅仅关于金银首饰本身
就能推动她不断向前追索，聚焦物质文化史中一
器一物的发展演变，从众多“小史”中一点一点深
挖，扬之水用越来越丰富的例证呈现出器物发展
过程中的更多细节。

有关个别金银器物的研究慢慢汇聚在一
起，就有了《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
（2010）、《中国古代金银首饰》（2014），而新作
《中国金银器》是这一方向上的集大成之作，囊
括从先秦到清代的各个时期，五卷分别收录先
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两宋金元、明
代、清代各自有代表性的金银器，既包括金银
器皿，也有金银首饰。这部书的特点是：一方
面揭示古人的做法，也就是器物制作流程和使

用场景；一方面探究古人的说法，即在“诗”和
“物”之间架设桥梁。撰序的李旻教授写下了
这样的评价：“这部研究巨作是一次文化史意
义上的考古发掘——从尘封多年的出土金银
器中发掘关于设计、制作、使用、传承的信息，
进而考察它们的发展脉络。书中构成叙事的
器物图四千余，绚烂如宋人青绿山水长卷。”

用心铺写的辉煌与匠心

《中国金银器》带给读者的震撼，还有一部
分在图文之外。它的书籍设计典雅精致、雍容
有度，与历代金银器的华美灿烂完美地融汇在
一起，让人不禁赞叹纸质书之美是数字媒介终
究无法取代的。
五卷分为五色，取中国传统五行的代表色，

每一卷选择一件器物烫印在护封上，都有这一卷
鲜明的时代特征。像卷一，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
的金银器，当时受域外特别是北方欧亚草原影响
较大。封面的一对金饰，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
墓葬出土，是全书年代最早的器物之一，历经四千
年色泽如新，这类饰品在同期的北方草原分布广
泛，说明这一带曾具有高度的社会流动性。选择
一件器物代表一个时代是很困难的，设计师李猛
和作者在这里兼顾了美感和学术上的准确性，体
现出别具一格的创意。《中国金银器》护封所用的
触感纸，内文的版式和插图编排，等等细微处都有
经营的苦心，让全书展现出无处不在的新意，却又
符合东方独有的美感体验，跟书中金银器富丽、精
细而又古雅的整体风貌如出一辙。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人给我们
留下了无数的宝贵文物。透过这些文物，今人可以
了解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人文风俗；通过《跟着文
物穿越历史》的解读，能够让人们近距离感受古人的
生活细节。

本书作者选取了30件文物，这里面既有越王勾践
剑、曾侯乙编钟、马踏飞燕、马王堆帛画等人们所熟知
的文物，也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传砖、杨贵妃教鹦
鹉图、渎山大玉海、寿山石雕螭“为君难”印等让人略
显陌生的文物。有的文物传承有序，有的文物出土不
久。这些文物上迄偃师二里头夏文化，下至最后一个
封建王朝清朝，在作者的笔下，通过这些文物，让读者
仿佛走进了五千年华夏的文明现场。

一件件文物，就是一个个小小的历史“切口”：三
十件文物，讲述了23个不同朝代和历史时期的宏大
叙事；历史演进的规律、王朝文明的脉络，在作者的
笔下娓娓道来：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小青龙”是中华
文化符号的缩影；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余其宅兹
中国”告诉人们，西周初年就已经出现“中国”的概
念；越王勾践剑不仅反映了春秋时期青铜器制造的
水平，更反映了那个时期远攻的战争逻辑。根据马
王堆汉墓出土的非衣帛画表现的内容，作者提出了
西汉时期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时空观成熟了起
来。而朱然墓中的漆木屐，让三国的东吴鲜活了起
来；契丹人墓中杨贵妃教鹦鹉的壁画，则让人体会到
了唐文化的独特魅力，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或许并不
十分认可汉族文化，但却高度认同唐文化，甚至以唐
文化的传承者自居。而一封“为君难”的印，则让人
对雍正皇帝诸多谜题豁然开解。

带着我们走进历史现场的是一篇篇通俗易懂的
文字，在书的外封折扣处，短短几行字，迅速地拉近了
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秦朝的小朋友们就会背九九
乘法表了！五代十国的《韩熙载夜宴图》实际上是千
年前的“监控录像”。明朝仕女们也爱包包，黄金造的
高定包，秒杀现代奢侈品。考古文物知识的专业性与
语言时尚的普及性的结合，也是这本书的一大亮点。

一如作者在书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文物就像是
没有文字的信札。祭祀、丧葬、首饰、摆设，不论是玉
器、铜器、漆器、瓷器，还是兵器、乐器、礼器，都是古人
最贴己的器物，器物与文献相互比对、配合，既增强了
历史的说服力，又使文献里稍显干瘪的内容得以丰满
充实。而作者本人尝试着打开这样一封封古人的私
人信件，带着读者跨越五千年，用文物梳理文明。作
者试图以这样一种方式，带着读者踏上跨越时空隧道
的探险之旅，感受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源头。

文物背后的“王朝密码”
廖雪

《跟着文物穿越历

史：30件文物里的中国》，

张志浩著，民主与建设出

版社2021年8月出版。

新书 递快

《华夏之路——文物里的中国通史（全六册）》，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著，朝华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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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为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鸟形象牙
圆雕。
2.图为西汉彩绘兵马俑。
3.图为197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
番县出土，唐代饺子点心。
4.图为元代磁州窑白釉黑花婴戏图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