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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遗址反映了当

时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

展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

进程，是探讨南阳盆地、

江汉平原文明起源和文

化发展的关键遗址。中

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

科学家李伯谦曾评价黄

山遗址是“中华瑰宝，千

年一遇”。

◎周 乾

博览荟

◎本报记者 叶 青
通 讯 员 曾 妮 范敏玲 孙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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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头的大榕树下摆开几张方桌，大家坐

在绿荫下，望着古村谈保护。这是近日在广

州市黄埔区九佛街举行的“九佛九人谈”活

动上的场景。围绕“十古”保护，规划专家、

文化学者、街道干部、村民代表交流思想、碰

撞思路。

所谓“十古”，即古村、古树、古屋、古庙、

古巷、古道、古塔、古井、古桥、古码头等十类

古遗存。今年以来，广州市黄埔区全面深入

开展整改工作，对辖内十类古遗存的文化历

史信息进行系统梳理、挖掘，并借力现代技

术手段对古遗存加以活化利用。

走进有着 700 多年历史的莲塘村，远远

可见清濯桥一侧立着一棵 20米高的参天巨

榕，像一把张开的大伞福荫着这片土地。“这

棵古树就像是我们的长辈一样，见证了我们

莲塘村的世代变迁。”莲塘村村民、村史编写

人陈耀松说。

莲塘村在 2013 年被认定为第二批中国

传统村落。老树常青不仅成为莲塘村的佳

话，亦成为黄埔区“十古”文化遗存保护及活

化利用工作成效的真实写照。在陈耀松的

印象中，过去莲塘村不少村舍倾颓、村貌破

旧，而如今街道十分重视古遗存保护，挖掘

它们背后的故事，编号挂牌专人巡查，还编

撰了村史。“有了规划和记录，未来子孙后代

能够一直传承下去，莲塘的‘根’也就守住

了。”陈耀松感慨道。

据统计，黄埔区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数

量为 5208 株，约占广州市古树名木总数的

53%，约有 3096株散生在自然村落的房前屋

后。随着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城市环境与群

众需求之间仍存在一些瓶颈问题，尤其是自

然村落房前屋后大龄果树的保护移植迫在

眉睫。

2020年 12月，《广州市黄埔区全面推行

林长制工作方案》正式印发，其中明确“开展

古树名木的信息化、数字化、智慧化全生命

周期管理”。应用三维 GIS 信息技术，建立

一树一档“一张图”，全区古树全部纳入古树

名木电子地图系统。

在黄埔区长岭街道岭头社区，几棵贴着

二维码标识的大树根枝粗壮，郁郁葱葱。当

前，长岭街道正在实施“古树故事”保护项

目，依托辖内东江纵队革命旧址等红色资

源，挖掘古树名木相关历史故事，拍摄村民

口述视频，人们可以扫描树上二维码，了解

古树背后的历史。此外，摄像头及振动位移

传感器等高科技装备也被应用到古树名木

的保护中，对古树的生长环境、生长情况进

行实时监控。

围绕“十古”保护，黄埔区新招迭出：推

出全国首个导航类应用软件文化保护对象

地图，聘用全省首名文化遗产检察官，实施

全市首个“屋长+保护责任人”制度、构建

“1+N”保护传承政策机制体系、创新“互联

网+保护”……

“我们想方设法把名城保护工作变得更

接地气、更贴近生活。”广州开发区规自局

相关处室负责人李贤说，“在百度地图上

对全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象进行标注，

老百姓手指轻轻一点就能了解历史文物的

信息，公众参与进一步强化了制度落地执行

的实效性。”

“文化传承要‘见人见物见生活’，黄埔

区‘十古’保护及活化利用工作通过分区域、

分类别呈现区域历史文化全貌，多手段、多

渠道传承古遗存历史文化，推动文化、科技、

产业共融，让群众也可以享受到历史文物的

保护成果。”黄埔区文广旅局局长陈文聪说。

守护古树，把它们“栽”进电子地图

紫禁城为明清帝王的居所，“射柳”为帝

王的娱乐活动之一。据清代文人查慎行所

编撰《人海记》卷下之“射柳”记载，在明永乐

时期，宫中就有射柳的游戏，常见于清明至

端午时节。这种游戏的做法是，将鸽子放在

一个葫芦里，葫芦被悬挂在柳树上，游戏者

射裂葫芦，葫芦中的鸽子飞出。谁射中的葫

芦里面的鸽子飞得高，那么谁就取胜。不仅

如此，鸽子脚部系有鸽哨。鸽子飞到空中

时，鸽哨可发出清脆的声音。而当游戏者接

连射中葫芦时，则不断有鸽子飞出，产生连

绵不断的鸽哨声，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清

代官员潘荣陛所撰《帝京岁时纪胜》之“天

坛”载有“仍修射柳故事，于天坛长垣之下，

骋骑走繲”，可反映清代皇宫里浓厚的射柳

习俗。从科学角度而言，射柳不仅仅表现出

的是一种娱乐活动，其中弓箭的制作、鸽哨

的使用，均包含了诸多古代物理知识。

弓是发射箭的工具，主要由富有弹性的

弓臂和柔韧的弓弦构成。我国有着悠久的

造弓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的科技文献《考工

记》，其“卷下·弓人”记载：制造精良的弓，离

不开干、角、筋、胶、丝、漆六种材料。其中，

干是指弓臂的主体，可使箭射得远；角主要

是指牛角，可使箭射得快；筋主要是指牛筋，

可使箭射得深；胶主要是指用动物的皮、角、

膘等材料熬成的黏合物，可将角、筋黏合在

弓臂上；丝即丝线，主要用于缠绕粘有角、筋

的弓臂；漆主要是指清漆，用于涂刷制作好

的弓臂，以消除霜露的侵蚀。另弓弦多用蚕

丝制成，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撰《天工开

物》，其“弧矢”载有“凡弓弦取食柘叶蚕茧，

其丝更坚韧”。

角、筋对弓的使用效果起重要的作用。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二十二之“兵

部”，载有“（弓）面傅牛角，背加以筋胶，外饰

桦皮”，即弓面向射手的表面会用胶贴上牛

角片，面向目标的表面会用胶贴上牛筋，且

在弓的内外表面包有桦树皮。这样，在射手

拉弓时，牛筋丝可抗拉，牛角片可抗压，上述

构造犹如复合弹簧片结构一样，发挥弹性作

用。其主要机理在于：相对于木材而言，牛

筋、牛角的储能密度更大，且均具有良好的

弹性和韧性，因而更有利于弓的能量释放。

另外，桦树皮富含丰富油脂，可以保护弓不

易受潮，且还有一定的保暖功能。

箭主要由箭镞（箭头）、箭笴（箭杆）、箭

羽、箭括（箭尾）4部分组成，其中对箭的稳定

起至关重要作用的部分为箭羽。《考工记》“卷

下·矢人”记载了制作箭羽的方法：箭羽安装

在箭的后部，占箭总长的 1/5，且为箭镞（箭

头）长度的3倍；羽毛进入箭杆的深度与箭杆

半径相同，且在箭杆的上、下、左、右对称设

置。书中认为，按此方法制作的箭可达“虽有

疾风，亦弗之能惮矣”的效果，即如果发生强

风，箭也能稳定飞行。分析认为，箭被射出

后，其飞行的稳定能力与箭羽密切相关。如

果箭羽尺寸过大，那么箭在飞行过程中受到

的风阻变大，会让飞行速度变低；而箭羽尺寸

过小的话，箭在飞行中则会产生偏斜。

清代宫廷的箭羽一般采用雕翎做成，雕

翎为上等的箭羽材料。古人基于长期实践

经验，发现雕翎具有极佳的带风效果，有利

于箭在飞行过程中保持轨迹稳定。《天工开

物》之“弧矢”载有“羽以雕膀为上，雕似鹰而

大尾长翅短角。鹰次之，鸱鹞又次之”。书

中认为：雕翎做成的箭飞的又快又端正，优

于鹰、鹞翎箭；而在南方地区有用雁或鹅毛

做箭羽的，箭射出去则手不应心，一遇到风

就歪向一边了。

此外，鸽哨亦为物理科学知识在古代娱

乐生活中的运用。鸽哨为老北京风俗物之

一，由苇、竹、葫芦等材料制作而成，其内部

空心，顶面、侧面设有开口。鸽子飞行时，气

流穿过哨孔，从而发出声音。鸽哨被固定在

鸽子尾翎正中部位，不会因鸽子的飞行而产

生偏移。哨的数量不同，鸽哨发出的声音不

同。分析认为，鸽哨发声的主要机理在于：

鸽子飞行时，外部气流在哨内壁产生气旋，

激发鸽哨内的空气柱振动；而外部气流变化

时，引起气旋的速度变化，可改哨内空气柱

的振动频率，进而使得哨声出现或高或低的

变化。古人利用该原理制作的趣味性娱乐

工具并不鲜见。如清代官员张廷玉编写的

《骈字类编》，其卷八载有“于鸢首以竹为笛，

使风入，作声如筝”，即在纸鸢的头部绑扎一

根小竹笛，放风筝时，气流穿过竹笛会发出

鸣响。

由上可知，紫禁城宫廷里的皇家射柳活

动，不仅仅表现出趣味性的一面，其中还包

含丰富的古代物理科学知识，更能体现出古

人的智慧。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古代皇家

连“放鸽子”都这么有科学

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也是国家图书

馆文津图书奖的揭晓日。

文津图书奖设立于 2004 年，是国家图

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

公益性图书奖项。历时近 5个月的推荐、讨

论与评审，第十七届文津图书奖评出 19 种

获奖图书（社科类 9 种、科普类 4 种、少儿类

6种）以及 51种推荐图书。

《月背征途：中国探月国家队记录人类首

次登录月球背面全过程》（以下简称《月背征

途》）就是获奖图书之一。颁奖现场，这本书

的主创代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深空探

测控制室主任于天一说道：“我现在就像是看

到‘玉兔二号’成功登陆月背时一样，内心充

满自豪感和成就感，还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自豪，是因为中国人自己的月球车能够

代表全人类，在月球背面行走探测，揭开古

老月背的神秘面纱。自豪，也是因为设计寿

命 3个月的“玉兔二号”，在团队的精心守护

和精准操控之下，在月面生存了 3 年又 3 个

月的时间，早已打破了在月面工作时间最长

的月球车的世界纪录；自豪，还因为“玉兔二

号”的科学探索发现，在世界航天领域不断

获得关注。

于天一说，他是航天人，同时也是孩子

的父亲。和所有的家长一样，他希望下一代

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希望他们有

更多、更好的科普读物。“当然在这里也有一

份‘私心’，我们希望孩子能够理解我们扎根

航天的选择。”于天一坦言，写作《月背征途》

的过程实属不易。对他们这些理工科出身

的科技工作者来说，难度不亚于搞科研创

新。“但是我想，写作的意义，也不亚于完成

一次航天任务。”他说。

完 成 这 本 书 ，团 队 实 现 了 自 己 的 愿

望 —— 记 录 下 了 中 国 人 的 探 月 故 事 ，让

更 多 孩 子 看 到 中 国 航 天 事 业 的 发 展 ，还

让更多读者欣赏到了那些精彩的一手照

片，给予中国航天更多关注。

“今天的获奖，也让我和我们的团队多

了一份使命感——既要干好航天事业，也要

用心做好航天科普。”于天一说，这么多读者

愿意和他们心心相印，愿意感受中国航天人

的不懈追求和别样浪漫，也许今天的读者，

在几年之后，就会成为和他们并肩作战的伙

伴。“我们愿意为此继续努力和奋斗”。

文津图书奖评委杨虚杰介绍，对科普类

图书，评委一直坚持如下评选标准：一是科

学性、严谨性。科普书是传播科学知识的一

种途径，展示给读者的知识更应是准确真实

的。二是可读性、趣味性。文津奖是面向大

众的，对科学知识的讲述要通俗易懂，即有

普及性。三是新颖性、创新性。科学探索永

无止境，选题要与时俱进，内容要有所创新。

杨虚杰说，本届文津奖科普类图书评选

的一大特点，就是出现了不少展示科学研究

和科研工作历程的著作。“未知和不确定性

是科研工作吸引人的一面。把科研工作和

科学探索的过程，以文字的方式，用扣人心

弦的文笔以及创新的编辑方式展现给读者，

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好的科普形式。”杨虚杰

表示，这些书籍，还能鼓励年轻一代了解科

学、热爱科研。

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作者：

写就科普佳作的意义不亚于完成一次航天任务

◎本报记者 张盖伦

近日，河南南阳黄山遗址入选“2021 年

度 全 国 十 大 考 古 新 发 现 ”。 这 是 继 入 选

“2021 年度河南五大考古新发现”“2021 年

中国考古新发现”六大项目之后，该遗址拿

下的又一个考古界“年度大奖”。

根据考古发现成果可以确定，黄山遗址

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

家河文化涉及玉石器制作性质的中心性大遗

址，反映了当时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社

会复杂化和文明进程，是探讨南阳盆地、江汉

平原文明起源和文化发展的关键遗址。中国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曾评价黄

山遗址是“中华瑰宝，千年一遇”。

黄山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重要遗存，相

关的科技考古成果亦非常突出，已在测年、

植物、人骨 DNA、玉石器岩性分析等方面取

得重要成果。通过现代科技，我们也许可以

一窥仰韶时期当地人们的生活。

堪称史前大型玉石
生产基地

南阳自古以来就以独山玉闻名。位于

南阳独山之畔的黄山遗址更是以玉惊艳天

下，堪称“史前大型玉石生产基地”。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黄山遗址出土的玉

石料中，砂岩质的制玉石工具 2.3万余件，另

有玉器 116 件、独山玉半成品或废品 500 余

件、玉片 3518 件、玉料 4500 余件，还有大量

的玉料、石器、陶器与少量玉器原地保存。

根据鉴定，这些玉材主要为独山玉，玉器种

类有耜、斧、铲、锛、凿、璜、珠等，种类丰富，

数量惊人。

“之前学界有个说法，叫‘中原玉文化塌

陷’。黄山遗址的发掘推翻了这一观念，刷

新了人们对中原玉文化的认识，填补了中原

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

的空白。”黄山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公共考古与对外交流室主任

马俊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发掘研究表明，当年生活在黄山遗址的

相当一部分人属于“专业玉石手艺人”，不仅

技术高超，而且以此为生。

在发掘现场，考古技师程永刚指着一处

遗址说：“这是我们 2018 年发现的最为重要

的仰韶时期编号 F1、F2房址以及作坊遗址，

都是长方形多单元房基，呈前坊后居的布

局。”他指向另一侧的房址介绍：“除居住生

活功能外，这里主要磨制生产玉器石器，地

面有很多砂石浆残存，经过成分分析，大部

分为独山玉石和砂岩磨石粉的混合物，为玉

石作坊的定性提供了关键证据。”

在新近发掘的编号 F16、F30、F37 仰韶

时期房屋遗址中，推拉门道、木骨泥墙、红烧

土是这一时期典型建筑特点。室内的炉台、

工作台以及散落的石钻头、砺石、磨石墩、石

钺生动再现了玉石器的制作流程。

马俊才告诉记者，发掘中，他们曾发现一

个玉石工匠族群墓葬的陪葬品工艺水平极

高，基本可以确定这是一群“靠玉吃饭的人”。

5000 年前“黄山玉
器”销路甚广

玉石器物不仅能产，还要能销。在黄山

遗址西侧，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条仰韶和屈家

岭文化人工运河以及一座码头。这条人工

运河宽 27 米、深 7 米、长 500 米左右，连接起

了通往独山的自然河，并与其他河流一起构

成了水路交通系统，完备了独山、蒲山对遗

址的玉石资源供给体系。“这是中原地区首

次发现的史前码头性质的遗迹，其与自然

河、人工河道、环壕一起构成了水路交通系

统，体现出古人对水资源的重视和利用能

力。”马俊才说。

不仅如此，多地出土的文物似乎也在

证实约 5000 年前，“黄山玉器”已经销路甚

广。“独山玉石具有很强的唯一性和标识

性。灵宝西坡墓地、巩义双槐树遗址、湖

北保康穆林头遗址、沙洋城河遗址、淮滨

沙冢遗址以及南阳盆地和其周围的西峡

老坟岗遗址、浙川下寨遗址、镇平安国城

遗址等多个遗址出土的多件和黄山遗址

相类似的独山玉器，疑似为‘黄山造’。”马

俊才说，这反映了该遗址生产的玉石器已

走出南阳盆地，到达豫西、豫东南、鄂长江

北岸广大地区。

“黄山遗址是中原玉文明的一个发源中

心。”南阳市文广旅局副局长赫玉建表示，结

合黄山遗址呈现的独山蒲山两山环抱、白河

人工河互通的特征，证明相当一个时期内这

里是玉器的生产、交易汇聚之地。

一些屈家岭人或是
外来人口

黄山遗址出土的上百座屈家岭时期墓

葬，是目前豫西南乃至汉水中游地区这一时

期最高等级的墓葬群，头枕白河、足蹬独山，

排列有序、等级森严。墓葬中的人骨遗存几

乎都保存完好，十分罕见。马俊才说，这得

益于黄山周围的土壤环境。这些遗存也给

多学科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

与北京大学合作进行的人骨 DNA 采

样测试表明：编号 M44 墓中的个体和黄河

流域古代人群有着显著关系。“M44 墓中

的个体是迁徙、贸易还是战争原因由北至

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马俊才说，成功

分析黄山遗址大墓人骨 DNA，是研究文明

源流的重大突破。目前，人骨 DNA 采集

还在进行中。

喝酒吃肉让他们的
平均寿命在55岁以上

在大墓 M77 中，出土了双玉钺、象牙

梳、玉璜、弓箭、骨镞以及 400 多块猪下颌

骨。这些下颌骨由小到大排列，分层摆放。

“这些东西应该是酋长级别墓的标配，他们

直接掌管着这个区域的玉器生产和加工。”

马俊才介绍说，黄山遗址墓葬区的陪葬品

中，作为财富象征的猪下颌骨最具特色，总

数达 1600 多个，堪称新石器遗址之最，目前

还在不断出土中。

“一个猪下颌骨意味着吃掉一头猪。这

说明当时人们的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在大

墓中，我们还发现有疑似酒杯，经过成分分

析，其中很可能有酒类的遗存。当时的人喝

酒吃肉，很有排场。”马俊才说。

据介绍，考古团队通过对出土遗骸进行

骨病理分析发现，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在

55 岁以上，这也是该群体营养状态比较好

的又一佐证。

生活精致爱打扮还
兼具艺术细胞

在黄山遗址 M171 女性墓中，遗骸的头

骨位置有一排细小的骨片，每一块骨片长约

1 厘米，两端打磨圆滑，程永刚推测，这些是

串缀起来的冠饰。一枚精美的滑石耳珰也

在该墓中现身，足见墓主人是一位生活精

致、爱打扮的女性。

该墓中还出土了一些精巧的小陶罐。“我

们怀疑可能是盛放化妆品、香料之类的容器，

正在依靠科技手段进行分析。”马俊才说。

同样是女性墓葬的 M172 墓出土了一

把疑似象牙质的编织针，应该具有编织功

能。考古人员进一步清理墓葬，或许可以找

到编织材料，为我国史前纺织考古提供重要

材料。

精致不仅体现在女性身上。黄山遗址出

土的三块砾石上绘有褐红色人物劳动、卧猪、

兰草写意图，更是让人叫绝。“我们一开始挖

出来以为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结果清洁之后

发现“这是一幅彩画，人、动物、植物三位一

体，在当时来讲艺术水平极高。”马俊才说。

制玉贩玉、喝酒吃肉、精致打扮

5000年前能有这样的幸福日常，你敢想？
◎本报记者 乔 地

实习记者 孙 越

作者：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月

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山顶台探方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山顶台探方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
的屈家岭文化玉璜的屈家岭文化玉璜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