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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1995 年，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一间
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王建新和同事们画下了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宏伟的学术蓝图。

大漠沙如雪，天山月似钩。20 余年来，王建新教授领衔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足迹
遍布天山内外，从中国到中亚的广袤大地上，取得了一系列首创性的重大考古发现，最
终确认了《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古代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遗存，相关成果入选“全
国十大考古发现”。

在丝绸之路上，他们以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寻找历史印记，用尊重包容的品格架起
丝路文明对话的桥梁，为丝绸之路的国际研究发出了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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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考古路上的追梦人
本报记者 冯丽 通讯员 李琛

今年 68 岁的王建新对 30 年前的
一场学术报告记忆犹新。

1991 年 6 月，日本著名考古学
家樋口隆康来西北大学作关于阿富汗
考古的学术报告，作为考古工作者、
同时又精通日语的王建新担任翻译。
报告过程中，樋口隆康问道：“中国
境内月氏的考古文化遗存在哪里？”
满座哑然。

樋口隆康接着说：“要知道，中
国才是月氏的故乡”。

月氏是曾经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
的游牧民族，在西汉时被匈奴击败西
迁中亚。公元前138年，张骞为联合
大月氏夹攻匈奴，第一次出使西域，
由此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标
志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全线贯
通。

作为中国的考古学者，却说不清
一支故乡在中国的游牧民族的历史踪
迹；丝绸之路的开创者是中国人，但
其考古研究却被欧美及俄罗斯、日本
学术界所把持和主导⋯⋯樋口隆康之
问，深深刺痛了王建新。

痛心之余，他决心“一定要在丝
绸之路考古方面有所建树！”

做好了充分的学术准备，1999
年，一支由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专家教
授和学生组成的考古队，走出了“象
牙塔”，踏入了茫茫戈壁，走进了
2000多年前的历史风烟。

“走马观花—下马观花—精准
发掘”，10 年间，他们数百次地往

返 于 陕 西 、 甘 肃 、 新 疆 。 在 实 践
中，王建新等人提出了“游牧文化
聚落考古”的理论，打破了学术界
长久以来“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
论断。2007 年，考古队在东天山地
区发现了疑似是大月氏王庭遗址的

“东黑沟遗址群”，成果入选当年的
“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然而这个重大发现到底是不是大
月氏遗址？要想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
认，就必须走进中亚，沿着其西迁路
线“走出去”，找到西迁中亚的大月
氏遗存，做两相印证。

“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只有
把中国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来看
待，才能更清晰地认知中华文明的特
质和优势。”早在1999年中国考古学
会年会上，王建新就向同行们阐述中
国考古走出国门的重要性，提出“开
展境外考古，掌握世界文明的一手资
料，不再吃‘学术剩饭’，才能发出

‘中国好声音’！”
“走出去”，意味着要面对混沌不

明的前景，更意味着离开自己深耕多
年的“舒适区”。面对陌生的国度，
王建新既茫然又担心——在中亚开展
考古研究，能不能得到国外同行的支
持与配合？能不能得到政策支持和条
件保障？

“既然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
那就由我开始吧！”2009年，王建新
成为了首个进入中亚开展考古研究的
中国学者。

樋口隆康之问的中国应答1
从东天山出发，踏着张骞的足

迹，一路向西行进。
都说塞外好风光，野外考古却不

是想象中的“诗和远方”。
西域夏季干旱，是开展考古发掘

的黄金时段。在大漠、在戈壁，考古
队员们忍受着太阳暴晒、蚊虫叮咬，
开探方、看剖面、清理文物。一天下
来，汗渍和浮土常常让人看不出衣服
本来的颜色。

常年野外工作，幕天席地是常态。
他们住过废弃的工厂、牧民的羊圈，甚
至在深山戈壁就地宿营。没水洗脸就
用湿巾擦，吃不到热饭队员们就自己发
明了“考古套餐”：一个馕饼、一根香肠，
一个西红柿、一根黄瓜是标配，如果能
再用手铲切个西瓜就变“豪华套餐”了。

走出国门、走进中亚，考古队没
有前期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充足的
条件保障，还面临着国内同行的不
解、当地学者的疑虑，以及陌生的环
境和语言隔阂，一次又一次令人气馁
的徒劳无功。

第一次走进中亚，是王建新的
个人行为。没有项目经费就自费，
没有旅行社开展中亚旅游业务就找
中国人在当地开设的公司联系办理
手续，语言不通就带上懂俄语的朋
友做翻译⋯⋯

初到乌兹别克斯坦考察时，在一
次国际会议上，王建新遇到了国际公
认的欧亚考古三巨头之一的意大利著
名学者妥金。妥金很不客气地说：

“我们在这里调查了十几年，该弄清
楚的都清楚了。你们还来干什么？”
顶着这样的质疑声，作为首支进入中
亚的中国考古队，他们只能咬紧牙关
去自我证明。

当过铁道兵的王建新，凭着一股
不服输的闯劲，带领考古队员从河西
走廊一路追寻月氏人迁徙足迹到撒马
尔罕，几乎走遍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吉
尔吉斯斯坦的所有州县，在国际学术
界认为的“空白地带”，新发现了数
百处古代文化遗迹。终于，他们在撒
马尔罕西南的山区内找到了“月氏
人”的蛛丝马迹。

2015 年，考古队先在撒马尔罕
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找到了属
于康居文化遗存的撒扎干遗址。这是
个令人振奋不已的发现。因为据 《史
记·大宛列传》 记载，张骞当年正是
经康居抵达月氏的。

2016 年，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
坦南部小城拜松发现了拉巴特墓地，
经过对时空范围、文化特征等方面的
系统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界一致认
可，拉巴特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寻找已
久的西迁中亚的大月氏！

2016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
乌兹别克斯坦前夕，在乌媒体上发表
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国家文物
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西北大学
等单位积极同乌方开展联合考古和古
迹修复工作，为恢复丝绸之路历史风
貌作出了重要努力。”访乌期间，习
近平主席专程接见了包括西北大学中
亚考古队在内的中方考古队员。

“走出去”十二年，中亚考古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考古队在游牧考古
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方面，都得到
充分的检验。

2019 年，“中乌联合考古成果
展——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发现”在乌
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引
起当地公众、国际学术界以及全球媒
体的高度关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米尔济约耶夫给予了高度赞许，肯定
了中乌联合考古队的工作和取得的
成果。2020 年 12 月，西北大学与故
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绝域苍茫万里
行——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段）
考古成果展”在故宫博物院举办。

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亚考古研究
领域的重要突破。这些成果为用中国
话语阐释丝绸之路历史提供了实证资
料和科学依据，对国际学术界的一些
流行观点甚至写入教科书的结论提出
挑战，从而获得了不容忽视的学术话
语权。西北大学考古队员也被称为

“现代张骞”。
“考古连着过去，也为现在和未来

服务，想要知道我们的文明会走向何
方，就必须找到我们的根。”王建新说。

踏遍天山追寻大月氏遗踪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
席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正式
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倡议。当年 12 月，在陕西
省政府的支持下，西北大学与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双方组成中乌联合考古队。学
术研究与国家战略深度契合，
并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服
务，让考古队员们备受鼓舞。

研究有底气，对待他国文
物也有底线。考古队在中亚建
立和推行的“考古发掘+遗址
保护+人才培养”三结合模
式，得到了中亚人民的普遍称
赞。

“我们不能在中亚进行掠
夺式考古，只要资料不保护文
物。”王建新说。

从进入中亚开始发掘的第
一天起，考古队就秉持负责任
的态度——所有发掘的探方在
考古工作结束后，一定要全部
回填保护。在撒扎干遗址发掘
工地，考古队还建立了保护板
房，并安装中国自主研发的环
境检测和安防监控系统。各国
考古队在中亚考古多年，只有
中国考古队会做回填这件花钱
又费力的事。

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苏河
是王建新指导的第一个外籍博
士。2018 年，他代表陕西高
校 在 纪 念 改 革 开 放 40 周 年

“学在中国”来华留学博士生
论坛上发言，他说，“中国的
老师，不仅毫无保留地教导
我，还为我国的遗址保护、文
物保护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
作。从老师那里，我学到了大
爱无私。未来，我也将会成为
中乌文化交流的使者。”

在工作中，考古队更是秉
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毫
无保留地向合作的乌方人员介
绍考古专业技术及经验。除了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塔
什干大学、费尔干大学等高校
的百余名师生加入，更有在丝
路沿线开展了数十年的西方国
家考古学者寻求合作。

“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国际
合作的考古项目中，只有中国
人有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整体
计划，发掘面积小，发掘后重
视保护遗址。中方打下了良好
基础,今后会推广中国伙伴的
做法。”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
考古所所长阿穆尔丁说。

在考古队的推动下，西北
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签署了关于“西天山
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
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合作
协议，与乌方共建“丝绸之路人
类与环境国际联合实验室”。

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
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
学演讲时说：“我的家乡陕西，
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站
在这里，回首历史，我仿佛听到
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
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这一
切，让我感到十分亲切。”

6 年后的同一天，由西北
大学中亚考古队发起，包括中
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学者在内的
费尔干纳盆地四国联合考古工
作在吉尔吉斯斯坦启动，开创
了中外联合考古工作的新形
式、新局面。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
生入玉门关。”年近七旬、头
发花白的王建新依然豪情满
怀。

一 份 耕 耘 ， 一 分 收 获 。
2019 年 ， 中 亚 考 古 队 荣 获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
号。王建新先后入选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最美奋斗者”候
选人、陕西省道德模范、陕西
省岗位学雷锋标兵。

将报国之情洒满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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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如何安排？师生心理健康怎样保障？作
业怎么布置？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教育部门决
定建立教育惠民十大机制，进一步提升家校社协同
育人质量，提升教育惠民服务水平，为进一步落实
成都市龙泉驿区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作好行业
贡献。究竟有哪些“福利”呢？一起来看一看吧！

质量提升机制
建立“五育”并举质量保障机制，实

现“四个一”全覆盖
龙泉驿区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

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建立实现中小学、幼儿园
“五育”并举质量保障机制，实现“四个一”全覆

盖：建立一套学校育人目标体系、一套学生全面
发展高质量标准体系、一套“五育”并举课程及
实施体系、一套“五育”并举实施保障体系。

同时开展“五育”并举全面提质行动、品牌
学校创培行动、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行动，实
施名园培育工程、小学强基工程、初中强校工
程、高中培优工程，深入实施“三长”（局长、科
长、校长）“两员”（督学员、教研员）进课堂、课堂
技能大赛、优质随堂课评选、课堂专题科研等聚
焦课堂与提质增效行动，探索建立“五育”并举、
科学提质的“龙泉驿模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特长彰显，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显著提升教育品
牌，全面改善区域教育口碑。

三大攻坚机制
建立学位动态供需“531”机制

龙泉驿区将坚持工作项目化、组织专班化、

推进协同化，集中力量，攻坚突破，加快推动“三
大攻坚”。成立学位、质量、品牌攻坚专班，强化

“七个一”攻坚推进机制。同时将建立学位动态
供需“531”机制，即：提前5年预判需求，提前3年
规划建设，提前一学期落实基本供给。强化工作
前置，确保基础设施、队伍、环保、文化等同步到
位，确保快建快投快用，有效解决学位供需矛盾。

困难援助机制
建立心理危机早发现、早预警、早

干预机制
龙泉驿区将落实教育资助政策，确保应助

尽助，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健
全学生临时困难救助办法，增加学前教育助学
金比重，对遭遇突发性事件而导致生活困难，影
响正常生活、学习的，建立困难互助基金、师生
捐助、社会捐赠等救助机制。

做好学生心理援助，加强自我心理保健教
育，提升家长、学生自觉求助意识。建立心理危
机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机制，强化龙泉驿区
心理中心组和心理维护中心建设，建立局校两
级心理关爱专班、心理辅导室，外聘心理健康教
育专家，保障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家长减负机制
作业时间以班上三分之二的学生

能按时完成为标准
龙泉驿区将严格落实“作业减负提质八条”，

明确家校责任，统筹整合精简家校群、APP等，切
实减少家长师生不必要的“指尖上的负担”。

实行尊重和适宜学生个体的作业分层布置
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家庭作业，
三至六年级书面课后作业不超过 60 分钟；初中
书面家庭作业不超过 90 分钟。作业时间以班
上三分之二的学生能按时完成为标准。保障学
生的亲子交流、体育锻炼、家务劳动、社区服务、
各类实践和睡眠等时间。不得将家庭作业变成
家长作业，不得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家教服务机制
制定区域落实学生作业、睡眠、手

机、读物、体质管理意见措施
龙泉驿区将建立健全家庭教育工作机制，

加大家长学校培训力度，举办家长培训讲座、家
庭教育经验交流会，引导家长明确教育职责、科
学育人方法。定期组织开展家长和学生共同参
与的参观体验、专题调查、研学旅行、红色旅游、
志愿服务和社会公益活动。制定区域落实学生
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管理意见措施，编
发各学段《家庭教育指导手册》，指导家长转变
家教观念，树立科学家教意识，做好学生作业、
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管理和近视防控，共同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

家校沟通机制
开展学科教师全员家校联系，倡导

每家每年一访
龙泉驿区将拓展家校沟通渠道，用好家长

委员会、家长学校、家长会、膳食委员会等平台，
优化家校育人氛围。开展学科教师全员家校联

系，倡导每家每年一访，教师全员参与，交流学
生情况，共商育人策略，宣讲教育政策，征求家
长意见。开展每学期家长开放日、每月家长接
待日，探索倡导家长进课堂等活动，规范家长会
流程、内容，探索实施上级主管部门领导、校长
等列席家长会制度，宣传政策、解疑释惑，提升
家长会质量。设立校长家校沟通邮箱、微信，设
立咨询电话答疑专员、校情线上公开专栏、校外
公开宣传栏、查阅点等，主动回应家长、群众诉
求，主动公开学校情况，加强互动交流。

实践体验机制
绘制龙泉驿区生涯规划职业体验

地图
龙泉驿区将建立健全劳动、职业、艺术综合

实践基地、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等开放共享机
制，积极协调和引导企业公司、工厂农场、艺术
场馆等组织开放实践场所，建设一批校外实践
基地，绘制龙泉驿区生涯规划职业体验地图，每
年开展一周左右的社会实践，组织家长、学生共
同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与新型服务性劳
动，共同品鉴欣赏艺术。

政策上门机制
设立政校“两级”接访下访机制

龙泉驿区将定期召开教育专题现场咨询
会，由政府部门、校干部集中面向企业、职工、社
区、家长开展教育政策宣讲咨询；设立政府部门
和学校“两级”接访下访机制、群众接待室、热线
电话，定期发放政策宣传单，设立教育政策社区

巡回展板，实现教育政策宣传“四进”，即“进企
业、进部门、进社区、进家庭”。

协同育人机制
完善学校与区域内文化教育科研

机构、高校、博物馆等双向开放机制
龙泉驿区将完善学校与区域内文化教育科

研机构、高校、博物馆等双向开放机制，推动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等项目免费或优惠向中小学师
生开放；加强学校文化教育资源开放力度，有条
件的学校运动场、图书馆等在非教学时段面向
社区开放。

整合关工委、教育文联、学科中心组、“驿都
三团”等力量，组建心理健康辅导志愿者、体育
美育活动指导志愿者、文艺活动志愿者、留守儿
童爱心帮扶志愿者、学校体育场馆开放志愿者、
营养健康培训志愿者、“五老”志愿者队伍，鼓励
家长、学生自愿参与志愿服务，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宣传、青少年校外综合实践、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教育、关爱留守儿童和特殊教育群体等
方面做好志愿服务，并指导学校改善食堂食品
营养和体验。

生态治理机制
建立教育行风监督员制度

龙泉驿区将面向社会公开“师德师风八条”
“负面清单十条”，落实好“红黄牌”制度。建立

教育行风监督员制度，从社会各界人士中公开
选聘兼职政府部门督学和行风监督员，对龙泉
驿区教育行风、师德师风和社会重教风尚全面
观察监督，建立教育惠民“金点子”征集机制，形
成问题收集、交办、反馈全流程闭环机制，有效
解决群众所盼、学校所急、社会所需。对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打着教育旗号侵害群众
利益的行为，坚决紧盯不放，坚决改到位、改
彻底。

（侯丽）

成都市龙泉驿区

为市民发放教育惠民十大“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