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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本报讯 由中国美术馆、澳门特
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澳门艺术博物
馆共同主办的“融——2019 澳门艺
术家作品特展”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开
幕。展览展出 65 位澳门艺术家创作
的书法、国画、水彩、油画、版画、
混合媒材、陶瓷、雕塑、装置作品
76 件 （套），以此呈现澳门当代视觉
艺术创作成果，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周年。

本次展览的参展作品经公开征集
评审。作品 《此山中》 结合客观山石
元素和主观环境感受，营造出既真实
又虚假的心中世界，作品既保有中国
画传统特色，又突破传统。作品 《迷
墙系列之三》 中加入当代语言和心理
暗示，探讨自然与人的关系，构图题
材别有创意，叙事语言丰富多元。装
置作品 《东张西望》 将澳门特有元素
和历史痕迹巧妙糅合，以一种独特的
视觉艺术呈现澳门古今风情。

据介绍，“美在新时代——中国
美术馆典藏大师展”于今年 5 月在澳
门艺术博物馆成功开展，此次澳门艺
术家作品特展与之呼应。 （晓暖）

“融——2019澳门艺术家
作品特展”开幕

本报讯 由文化和旅游部、四川
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五届中国西部交
响乐周11月1日至7日在四川成都举
行，汇集了四川交响乐团、陕西交响
乐团、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等 12 个西
部交响乐团，同时，还邀请了天津交
响乐团、青岛交响乐团进行交流演
出，参演艺术家超过1800人。

本届西部交响乐周首次以国内著
名指挥与西部交响乐团合作演出的方
式进行，邀请了汤沐海、谭利华、俞
峰等国内一流指挥名家，指挥西部交
响乐团进行演出；同时，中国原创作
品精彩纷呈，比如叶小钢、关峡等著
名作曲家创作的 《少陵草堂》《花山
歌潮》 等原创作品陆续上演；还举办
了“西部交响乐发展座谈会暨 2019
中国交响乐 （成都） 峰会”，邀请国
内外著名专家、艺术家及国内 70 余
家交响乐团的团长、艺术总监约 150
余人，围绕西部交响乐团建设发展，
创作演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特色的原创交响乐作品等议题进
行研讨。

（伊湄）

第五届中国西部
交响乐周举办

本报讯 由腾讯社会研究中心主
办的第四届腾云峰会日前在北京举
行，来自文学、哲学、艺术等领域的
人文学者和创作者与腾讯杰出科学家
一起进行了科学与人文的跨界对话。
从“向善”“创造”“温度”三个维度
探讨数字时代的人文关怀、艺术创造
与哲学思考。

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在开幕致辞
中表示，如何促进科技与文化的跨界
融合，将成为未来时代发展的重要课
题。围绕“科技向善”，哲学家周国
平谈了对“善”的理解，他认为“善
就是好的生活”。作家毕淑敏认为科
学是中性的，技术则带有强烈的倾
向性，她希望技术从业者具有更高
的人性。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徐冰表
示，艺术作品中如果只有科技，艺
术家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艺术概念，
科技艺术马上就会成为旧艺术，他
认为数字科技带来的未来世界会是
一把双刃剑。在分论坛中，与会嘉
宾还从汉字文化、人工智能与科技向
善、基于社群的艺术公益、数字新青
年等角度进行了研讨。 （问水）

第四届腾云峰会
探讨科技与艺术交融

⦾资讯

在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之际，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与中国国
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证古泽今——纪
念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周年文化展”引
发社会对甲骨文的关注。展览通过“契
文重光”“契文释史”“契于甲骨”三个
单元190件甲骨、青铜、玉石、书籍实
物构成叙事链条，共同讲述那段甲骨被
发现与发掘的惊世过往，带领观众重温
甲骨文背后的商周文明，致敬甲骨学者
们的卓越成就。

对公众而言，也许会觉得甲骨文很
遥远，但它其实离我们很近，因为，我
们今天使用的每一个汉字都延续着甲骨
文的基因。

“龙骨”现世 殷文始识

清光绪时期，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
民掘地得骨，清洗之后发现骨上多有刻
字，因出土骨片都是龟甲和兽骨之类，
故被称为甲骨。最初，当地民众将出土
的大量甲骨作为中药的“龙骨”以极低
价格售卖。甲骨作为文物最早被认知的
细节历来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时任
国子监祭酒的山东福山人王懿荣是最早
发现收藏并认识其学术价值者。王认为
甲骨“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
籀之前”。1900年夏，王懿荣在庚子之
变中自杀殉国，其对甲骨文的进一步认
识也戛然而止。

王懿荣之后，其好友刘鹗在王氏旧
藏甲骨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他认为，甲
骨文“皆殷商纪卜之文，以刀笔□于甲
骨，即殷人之亲笔书也。”并对甲骨文
细致考释。1903年，刘鹗出版了中国甲
骨文研究的第一部著录性著作《铁云藏
龟》，该书自序中说，甲骨刻字内容皆
较为简短，“往往可得其概”，这样就相
对易于释读。限于当时条件与认识，刘
鹗仅释读出40余字（经后人研究有34
字无误），于今看来，释读虽有舛讹之
处，但已经开启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

1904年，学者孙诒让在刘鹗著作
基础上，著成《契文举例》一书，被后
世认为是第一部甲骨文的研究性著作。
其后，罗振玉亦开始专注于搜集甲骨，
前后共得甲骨3万余片。罗氏以丰富的
甲骨收藏为基础，与王国维一起展开对
甲骨文的细致研究，于文字释读、历史
考证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先后整理
撰写了 《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
契》《铁云藏龟之余》等著作，罗、王
二人也因此成为甲骨文研究的奠基人。
1920年，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刊印了
学者王襄所著的《簠室殷契类纂》，这
是最早的甲骨文字编。此后，甲骨文引
发学界的广泛关注。

192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成立，发掘殷墟当即
被视为第一件大事，时为研究员的董作
宾随后赴小屯，这是甲骨出土后的第一
次官方考察。同年10月，在组织的第一
次发掘过程中即获得甲骨残片784件。
自此而始，甲骨文进入到科学发掘的时
代。截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央研
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组织了对殷墟
的15次大规模发掘，其中的12次都获
得了大量刻字甲骨，总计24902片之多。

在当时众多的研究者中，郭沫若率
先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甲骨文研究，将文
字研究与史学研究相结合，按郭氏所述，
其研究目的在于“通过一些已识未识的
甲骨文字的阐述来了解殷代的生产方

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他通过缜密
的释读，科学论证了殷商时代的奴隶制
社会性质，开辟了甲骨文研究的新途径。

国宝流散 文化之殇

甲骨文的价值发现自私人收藏而
始，在客观上使其被当作中药售卖的无
知行为得以中止。然而，近代的中国，
政府孱弱无能，致使大量甲骨流失海
外。据统计，从甲骨被发现的清光绪时
期直至1928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
达10万片以上，其中的5万余片都被
盗卖至国外。

当时盗卖甲骨的外国人主要来自加
拿大、英国、美国、日本等地，以传教
士、政客、学者和商人等身份为主，其
中以传教士最为猖獗。在盗卖队伍里，
获取甲骨数量最多的是加拿大传教士明
义士，他先后利用在中国传教的便利在
河南安阳等地收购6000余片运回加拿
大。英国驻天津领事霍布金与美国传教
士方法敛甚至组成英美联合收购集团大
肆盗卖甲骨。方法敛自1901年开始收
购甲骨，至1912年因病回国，前后11
年间源源不断地把大量甲骨从中国盗卖
到海外。此外，中国学者罗振玉在避居
日本期间，将部分收藏的甲骨计5745
片散失在当地，分藏于京都大学人文科
学研究所、天理大学参考馆、东京国立
博物馆、东京大学考古研究室、学者富
冈谦藏等5处。

古契重光 学术日新

新中国成立后，甲骨文的发掘和研

究进入全新时期。1950年，中国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在小屯村成立了工作站，
1961年，殷墟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考古部门先后
组织了30余次对殷墟的发掘，收获了极
为丰富和珍贵的甲骨。仅1973年在小
屯南地组织的一次发掘中，便出土甲骨
7150 片（有刻辞者达 4825 片）。1991
年，殷墟花园庄东地的甲骨窖藏坑又出
土甲骨1583片（有刻辞者689片）。截
至当今，中国所藏甲骨已达128044件
（大陆97611件、台湾30343件、香港90
件）之巨。大批甲骨的出土不仅丰富了
国内甲骨收藏数量，更重要的是为商代
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很多都是
以往未曾了解的重要信息。

与此同时，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国
内学者的甲骨文研究也取得了极为丰硕
的成果。1978年至1982年，由郭沫若
任主编的大型资料集成《甲骨文合集》
（十三册）出版，收录自清末至当时出
土的甲骨 41956 片 （实为 39476 片），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甲骨学领域的标志
性成果。《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甲骨文
字典》《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合集释
文》《甲骨文献集成》等大量著述也纷
纷问世。在中国学者带动下，目前关于
甲骨文的研究论著已遍布世界范围内
16个国家，数量达15000余种之多。

书传上古 殷商可证

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前，国人对于上
古文字的了解，仅仅限于零星的早期文
献记载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成书于先
秦时期的《尚书》中有“惟殷先人，有

典有册”的记载，足见在商之前，中国
人就已经有了成熟的书写载体——简
牍，既有书写载体，必有文字记录。而
商代文字若何，如何书写，并无实证，
以至清代学者发出“欲窥三代文字难
矣”的感叹。在甲骨文中有“聿”之字
形，犹如人执笔而书写的图形，聿为笔
之本字，《说文》 曰：“聿，所以书
也。”在一些甲骨刻辞中还存在填涂朱
墨的现象，更有一些以毛笔书写而未经
铭刻的文字，这些都足以说明书写活动
在当时已是常态。甲骨文的发现，为研
究中国文字的早期形态及流变提供了直
接而生动的史料。结合甲骨文和少量同
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我们甚至可以推定
商代简牍书写字体的形态特点。只是因
为自身质地和保存环境原因，简牍典册
或在当时被烧毁、或埋入地下化为泥土
而已。

透过甲骨文，我们可以知道，汉字
的“六书”法则在商代已有不同程度的
体现，但它更多显现出早期文字的特
征。从造型结构来看，文字整体还富有
图画符号的特点，在字体构造上更强调
象实物之形，异体字较为多见，常出现
字同形不同的内容。从书写形式来看，
文字笔画并不标准，字体正反与大小布
局也不尽统一，风格也多有变化。正因
如此，在出土的近16万片甲骨中，共
发现单字约4500多个，至今可被辨识
的还不到三分之一。无论如何，甲骨文
作为已知中国文字的最早形态都极为珍
贵，其上承原始陶文，下启金文大篆，
是中国文字发展演变中的关键阶段。

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前，人们对商
代历史的认知主要得自于成书于西汉
的《史记·殷本纪》，该书完成时，商
代已经灭亡900余年，其中所记录的
历史并无原始文字证据，因此引发历
史上很多学者对其可信度的质疑。甲
骨文发现后，随着学界对其文字释
读、内容考证的不断深入，不仅印证
了《史记》中记载的准确性，而且将
商代历史更为全面、细致地展现于
世。以教育为例，从丰富的甲骨文内
容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商代教育的状
况，卜辞中“丁巳卜，右学”的内
容，与《礼记》“殷人养国老于右学”
的记载相符合，右学即当时的大学。
与大学相对的是小学，殷人称小学为
左学或内学，卜辞中“乍（作）学于入
（入即内）”便记载了建造小学之事。
学校的教学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学舞
便是学生必修的功课，“丁酉卜，今日
丁万其学。于来丁乃学。⋯⋯若呐于
学。”就生动记录了学生为学习万舞
（一种舞蹈名称）而占卜的内容，其中
“呐”即跳舞时的呐喊声音。在校学生
对于请假也比较慎重，“甲卜，子其延
休，昱乙若。己卜，子其疫，弜往学。
庚卜，子心病亡延。”从这段卜辞中我
们可知，在甲日患病的学生占卜乙日能
否痊愈，然而到了己日病情加重，还强
支病体到校学习，庚日，又患心疾，仍
然坚持上学。寥寥数句，就把一名孜孜
不倦的学生形象描绘出来。

“今日所不知者，异日或知之。在
我所不知者，他人或知之。”在前辈学
人成就的基础上，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
探索发现和文化学者的研究普及，甲骨
文研究领域会有更多的新成果，昔日少
有人知的冷门绝学一定会变为家喻户晓
的热门显学。

（作者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师）

那么远，这么近
——走进契于甲骨的文化记忆

崔凯

中国国家博物馆

供图

上世纪80年代，我的父亲、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杨先让，为了
刚刚成立的民间美术系的基础教
学，组织师生对黄河流域民间艺
术进行考察。这是对民间艺术的
梳理，也是对民间艺术的学习。
当时考察条件艰苦，交通工具除
了火车就是长途汽车，乘坐拖拉
机与大马车赶路，也是常有的事
情。住宿皆为地方招待所或小旅
社，吃饭大多是在路边摊、小饭馆
或老乡家解决。队员们都是利用
寒暑假及课余时间组队，为节约
经费，每次组队不能超过8人。
大约4年时间，出行十余次，最终
整理出大量的文字、图片，总结成
文，成为当时中央美术学院民间
艺术系坚实的理论教学基础。

33年过去了，尽管中央美术
学院的民间美术系已经消失，然
而这个系在短短十几年间培养出
来的学生却在当今艺术界以及传
统文化保护工作与艺术教育工作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活跃在文
化艺术领域的大舞台上。

中国民间艺术是艺术金字塔
的基座，同时也是中国百姓生活
的一部分，体现了中国百姓对人
生的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社
会的变化，中国的民间艺术也发
生着巨大的改变。今天的民间艺
术和30年前的民间艺术，虽然在
形式与表象上有很大的差别，但
仍然有巨大的生命力。

民间艺术就是百姓的生活，
是在生活中活着的艺术，非功利
性使其真诚自然。民间艺术往往
不受任何条款的约束，而是随心
所欲，心到笔到意到，大多是以剪
刀、针线、泥土来完成的作品。民
间艺术作品造型大胆、奔放、夸
张、生动，色彩浓烈、醒目，纹样吉
祥、含蓄、寓意深刻。

民间艺术当然不是一成不变
的，它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时间的
推移、百姓的意识而产生巨大的
变化。对时代而言，其是随之进
步了，对传统而言，其在文化深刻
性上或许是退化了。在这个问题
上，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保守或
者是激进，而要随着社会发展的

自然规律看待问题。从历史的角
度来看，彩陶时代、青铜时代都远
离我们而去，然而它们传递给我
们的文化精神却是不可磨灭的。
因此，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
民间艺术，这一点应该明确。

当今，我们对传统民间艺术
的回顾与怀念，是因为我们认可
其中的优秀性。人们欣赏几千年
积淀下来的民间艺术中造型、色
彩、纹样、内涵以及制作工艺，这
些优秀之处，可以说是民间智慧
的结晶、人类文明的产物。虽然
许多经典之作在时间的长河中已
经逐渐消失，然而我们可以根据
其优秀之处，收藏入博物馆，更可
以为现代所用。优秀的传统民间
艺术永远是后人学习的范本，也
永远是现代设计可汲取的源泉。

目前，传统民间艺术经历了
时代的洗礼，在当今冷静思维与
自然规律发展的前提下，消失、沉
淀、延续、转化为新的生命，优秀
的作品永远会被记住并发扬光
大，无用而退的或消失或转化，以
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示于世，这不
是传统民间艺术的死亡，而是再
生。人类就是沿着曲折的道路不
断迂回前进的，这应该是事物发
展的自然规律。我相信民间艺术
将以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大地
上茁壮成长。

（作者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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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下定决心，率队走访
黄河流域各地，才像捅破窗户纸，
看清楚民间美术的来龙去脉，也
摸着了民间美术的根⋯⋯”说起

“黄河十四走”的缘起，杨先让的
语调变得沉重。在日前由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黄河回
响——《黄河十四走》艺术回顾
展”上，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
系”创办者杨先让带观众重新

“走”了一回黄河。
为组织民间美术系的教学工

作、收集教材并建立民间美术的
理论，杨先让于1986年年底开始
了组队“黄河十四走”的壮举。前
后持续4年的黄河民艺考察，杨
先让一行人的足迹遍及青海、甘
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
山东八省（区），从黄河上游一直
搜寻到黄河入海口。其间，他们
更数度出入民俗活动特别丰富的
中游地带，如新绛、华县等地，进
行了深入的考察和记录工作。

在“黄河十四走”一行人中，杨
阳多年来一直追随父亲，进行民间
艺术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她看
来，这些是她一生的指引和财富。

在走访中，考察队积累了近
千张图片资料，并整理出二十多
万字的文本，汇集成为台湾汉声
杂志社1993年出版的《黄河十四
走》一书。书中不仅详述了诸如

安塞腰鼓、汉画像石、木版年画、
剪纸、农民画、石刻、泥（面）塑等
民间技艺，还分析了其艺术风格、
反映的民俗风貌、折射的文化内
涵等。

通过《黄河十四走》，民间艺
术家们的姓名第一次传出了村
落，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也留存
成为珍贵的图文资料。广西师大
出版社出版了大陆首版《黄河十
四走》后，尘封多年的民艺考察之
旅得以经典重现，成为今天民间
艺术研究的珍贵参考。

虽然一部分民间艺术可能因
旅游商品开发，或因保留民族民
间文化而存在，但性质将有所变
异。“总体上说，民间美术的消失
将是世界性的，中国也不会幸
免。”杨先让说，“在走黄河、考察
民间艺术的过程中，我对中国当
代艺术的走向，也逐渐有所思考，
有所领悟。与西方艺术和中国非
民间艺术的造型体系相比，中国
民间艺术的造型显得独特而丰
富，我遗憾自己认识它太晚了。
作为中国艺术之源的民间艺术，
所包括的民间传说、音乐、舞蹈、
歌曲、戏曲、工艺和美术，构成了
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具有共同的
民族气质、风格，是民族艺术的元
气、精华所在。珍惜它，发扬它，
应该是严肃而且迫切的课题。”

杨先让：“我遗憾认识民间

艺术太晚了”
缇妮

⦾现场

本报讯 2019 青少年戏剧教育成
果展演11月21日至12月4日在中国儿
童艺术剧院举行。本届展演由北京市教
育委员会、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等联合主
办，主题聚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

展 演 活 动 参 演 剧 目 围 绕 爱 国 主
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主题展开创排，旨在通
过生动的戏剧教育，将爱国主义情怀
浸润到少年儿童心中。中国儿艺利用
自身资源优势，将中国出版集团有限
公司推荐的红色读物 《长征》《将军胡
同》《董存瑞》 等改编为 《小红军》

《将军胡同》《董存瑞》 三部儿童剧，
并根据央视“孝心少年”节目素材，
推出反映当代少年孝心品质的戏剧作
品 《我的二十斤》，由专业主创人员进
驻校园，帮助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小
学、革新里小学、黑芝麻小学优质教
育资源带和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
小学的学生排演。青少年戏剧教育成
果展演已成为剧院践行深入生活、推
广校园戏剧教育的艺术文化品牌活动。

（非戈）

2019青少年戏剧教育
成果展演启动

杨先让杨先让 （（右一右一）） 访山西新绛剪纸艺人苏兰花访山西新绛剪纸艺人苏兰花 （（右二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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