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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晋文婧 张理想/文
本报记者 徐旻昊/图

重量级遗址的考古发掘，常常需要几代人的
坚守与努力。

春日的午后，明中都遗址，和煦的阳光洒向
出土的石构件和一旁的考古人。 王志，安徽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2015 年以来负责明
中都遗址考古发掘，他说，脑海里常常会浮现这
座古都的建设者和后世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的
开拓身影。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重现这座古城的荣光。”王
志说。 在明中都遗址 40 多年持续发掘的基础上，
2021年，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故宫博物院合
作， 重点发掘前朝区核心宫殿基址和涂山门遗址。
此轮发掘，较为完整地揭露出涂山门的城台、马道
及其旁侧城墙的地上、地下结构，首次揭露出前朝
宫殿的真实面貌，并从实物上印证了明中都在古代
都城规划中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历史地位，为中
古以来中国都城布局、宫殿建筑的演变研究填补了
关键环节的重要材料，具有重大意义。

首次揭开前朝宫殿的神秘面纱

从明中都遗址西华门进入考古发掘现场，几
位考古人员正在用小小的毛刷清理覆盆直径达
1.8 米的巨型础石。 他们脚下，600 多年前曾是一
座初现雏形、辉煌壮观的大国都城。

洪武二年（1369 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在家
乡凤阳营建中都，洪武八年（1375 年）又以“劳费”
为由罢建，此时城市轮廓已经形成，城垣、宫殿、坛
庙、钟鼓楼、军事卫所、公侯宅第等多数遗址留存至
今，与水系路网和建城时开设的窑址、石料厂等工
程遗存共同构成了庞大的明中都遗址群。 近年来，
经过系统发掘，明中都城址布局日渐清晰，承天门、
东华门、外金水桥等多组单体建筑遗存的形制和结
构逐步得到揭示，但宫殿的形制始终是个谜。

翻开史书， 关于明中都宫殿的记载极为简
略，仅有“临濠宫殿”“凤阳宫殿”等只言片语，宫
殿名称、建筑布局和结构均未明确。 “连续多年发
掘宫殿基址，我们发现宫殿的形制越来越复杂。 ”
王志说，一边参照简略的史料，一边进行复杂的
考古发掘现场分析，考古队员们意识到，这项挑
战会带来世人对这座古城的全新认识。

2021 年，经过坚持不懈的发掘努力，明中都
前朝区宫殿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宫殿由前殿、
后殿和穿堂组成，均位于夯土台基之上。 通过台
基夯土内的磉墩分布，复原出前殿与后殿的建筑
开间均为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前后殿之间有阔
三间、深七间的穿堂。 前殿中部偏后处还发现一
座黄土中心台，土质纯黄，所处位置正是金銮殿
中放置龙椅之处，也是整个明中都宫城的几何中
心，且其建造早于宫殿与城墙，是筑城选址理念
研究的重要材料。

“经过发掘， 明中都前朝宫殿的布局并非
‘中’字形，而是‘工’字形，且是前后殿加穿廊的
整体结构。在宫殿形态上，明中都与南京、北京两
座宫殿的三殿布局不同，而更接近元大都的宫殿
形态。这解决了 40 余年来的猜测和争论，极大地
推进了对明中都的认识和研究。 ”王志说。

补实了中国建筑史元、明
之间的关键缺环

明中都前朝宫殿的布局接近元大都而迥异
于南京、北京，发现这样独特而真实的面貌具有
怎样的意义？

考古界普遍认为， 明中都宫殿虽参照元大
都，但又存在大量创新。明中都创造性地将中国
传统的“三朝五门”制度转化为前导区 ，安排在
宫殿之南。相比元大都，明中都南宫门到南城门
间的距离长了两倍， 因此可以在午门与洪武门
之间摆下端门、承天门、大明门。同时，象征皇室
正统的太庙，移到了阙门之左；象征疆域版图的
社稷坛，移到了阙门之右。 这种布局，用一重重
的墙与门，把中轴线上的皇权威严，推向顶峰。

“明中都宫殿基址的考古发现，补充完善了
中国建筑史元、明两大篇章之间的缺环，帮助我
们进一步理解明早期官式建筑在基础做法、用材
与结构等方面的嬗变，其设计理念、结构布局和
工艺做法， 无不体现出由宋元向明清过渡的特
征。 ”王志解释道，明中都从实物上填补了中国古
代都城宫殿制度转变的关键环节资料，其主体宫
殿对元代宫殿制度、 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对
明代南北两京宫城规划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充
分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对于考古人而言，到了凤阳，“这里更能施展
得开”。 因为北京故宫考古慎之又慎， 只能进行
“微创”发掘，而明中都考古可以全面铺开，其考
古成果，对北京宫殿变迁、营建时序以及施工工
艺甚至哲学思想等都有重要启发意义。

此轮发掘还揭示出了叠压在明代宫殿基址
上的清代县学建筑的基本布局。县学为南北向长
方形院落结构，有不断向南增扩建现象，发现的
五组建筑与文献中的县学建筑及维修、扩建的记
载基本吻合。 “清代县学院落的考古新发现，为明
清县级官学制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安徽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点评道。

几代人精心守护共同的文

化遗产

明中都皇故城，1982 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013 年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立项名单，2017 年 12 月被国家文物局公
布为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安徽首个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明中都遗址在考古界的重要
地位，离不开几代考古人辛勤探索的汗水，也离
不开凤阳人作出的重要奉献。

明中都虽然大部分地上建筑不复存在了，但
留存的遗址格局基本保存完整，包括城墙、城门、
护城河、宫殿、金水河、建筑、道路、水利设施等。
如今，为了保护这些遗址，凤阳城内建了 10 余处
城市公园。 随着明中都历史充分展示出来，凤阳
人的保护意识也迅速提高。为保护城市中心这一
片遗址， 凤阳县委县政府将城内的居民全部迁
出，并对城址周边建筑严格控高，让城市风貌与
遗址相协调。

田野考古发掘的工作量很大，考古队聘请了
很多当地农民参与发掘， 马大姐就是其中一员。
她的家原来就在这片遗址之上，和大部分村民们
一样，她对这座古城的印象停留在厚重的砖砌城
墙、白玉石须弥座上连续不断的精美浮雕。 迁出
之后，亲身参与明中都的考古发掘，聆听考古队
员的专业解释，给了她一个重新认识家乡这片土
地的机会。 “没想到凤阳还能和南京、北京攀上亲
戚。 ”马大姐打趣道。

“我们现在发现的，远不止城墙砖块和须弥

座上的浮雕。 ”凤阳县博物馆副馆长刘欣对库房
内门类繁多的出土文物如数家珍 。 2015 年至
2021 年，大量明初的砖、瓦、石建筑构件被陆续
发现。字砖较少，有地名砖、字号砖、纪年砖等。瓦
主要为黄色、赤色、酱色等琉璃瓦，以筒瓦、板瓦、
龙纹、凤纹瓦当、滴水为多。 石构件有台沿螭首、
龙、凤纹雕刻石栏板和雕龙望柱、抱鼓石、须弥座
组件、础石等。此外，还出土了少量明代中晚期至
清代的瓷片、铜钱、铁器等。

随着考古发掘推进，明中都的昔日荣光逐渐
显现，北京的一些历史地理爱好者，也来到凤阳
寻找明都城的“前世”。在凤阳县城内，长安街、午
门、东华门、西华门、角楼等诸多富含历史意蕴的
称谓，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寻访一座城，守护一座城，无论是远道而来
的游客，还是土生土长的村民，他们都珍视着这
份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

关注·江淮考古探源①

回望明中都，重现历史荣光

·文苑微谈·

云端演艺，
如何更具观演“张力”？

■ 晋文婧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之下，演艺行业受
到影响，随之产生的云端展演模式，越来越为大
众熟知。

随着传统演出行业不断尝试向线上输出内

容与产品，人们发现，疫情仅仅是产品走上云端
的一个动因，更为深远的背景在数字科技对于文
化产业的推动。云技术的应用正改变着大众观演
方式、文化消费方式，艺术生产方式和内容也必
须相应转变。

目前， 大中城市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演艺
市场， 很多艺术爱好者已经拥有固定的演艺消
费习惯。可以不出家门就享受高雅艺术，给大众
文化娱乐生活增添了一种新选择。 线上演出产
品体验如何，能够真正满足文艺需求吗？目前看
来，评价集中在“两极”：一种认为线上演出打破
了空间阻隔与时间限制，为大众提供了高效、便
捷、经济的观赏方式，值得推广；另一种则认为
云端舞台缺乏氛围感和仪式感， 很难让观众有
沉浸式艺术享受。

能否真正发挥优势、改变劣势，将决定云演
出的未来天地有多宽广。

云端演艺，不能简单理解为舞台演出的移
植版。 只用直播的方式，把线下演出整体搬到
线上 ，是运营手段的创新 ，不是舞台艺术的创
新。小小的屏幕，是否能够承载复杂、立体的舞
台艺术语言，尚存在疑问。 如果技术水准限制
了小屏前的观看体验 ，不如另辟蹊径 ，从不同
维度对艺术作品进行创新表达，艺术大师的艺
术课 、经典片段的解析式呈现 ，或许都是可行
的选择，而多样形式也可以与线下演出互为补
充、相得益彰。

“观众在哪儿，演出就应该到哪儿。 ”一位院
团负责人的话意味深长。 目前，一些艺术院团转
战线上，主要还是在常规演出之外，借由各种网
络平台和直播平台，扩大艺术传播力和品牌影响
力。 面对日益多元化和分众化的用户需求，线上
演出必然会与线下相互融合，构成演出全产业链
的重要一环。 无论如何，打通演艺线上线下需要
科学、可行的商业模式，应以演艺产品为核心，在
艺术创作打磨、用户流量转化、新技术应用等方
面下足功夫。

·文化播报·

书法篆刻作品展
弘扬廉政文化

由省文联 、 省纪委宣传部等部门主办 ，省
书法家协会 、合肥市文联 、肥东县委县政府承
办的第二届 “包公杯 ”全国书法篆刻大赛作品
展，近日在合肥举办。 廉政文化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廉政文化建设载
体，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书法艺术形式反映廉
政建设的成果，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本
次大赛得到全国各地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积
极响应 ， 投稿参赛作品近 5000 件 。 经严格评
审，遴选出参展作品 134 件，其中一等奖 3 件 ，
二等奖 8 件 ， 三等奖 15 件 。 参展作品形式多
样，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融思想性、艺术性、时
代性于一体，彰显了包公廉政文化的凝聚力和
影响力。 (晓溪 )

明清时期女性题材
绘画展在安博开展

近日 ，由安徽博物院主办 、安徽中国徽州
文化博物馆协办的“绿鬓朱颜———明清时期女
性题材绘画展”在安徽博物院开展。 这是安徽
博物院首次系统地展示女性题材书画作品。本
展览分为 “簪花初罢 胜日寻芳 ”、“闺中心事
逝水年华”、“四艺精绝 才媛风雅”、“素手持家
不让须眉 ”四个部分 ，展示了中国古代女性在
闺阁、婚姻、家庭、社会中的不同情态。 展厅陈
列采用现代多媒体技术、 场景复原等手段，以
绘画作品中的代表性场景为背景，营造雅致唯
美的氛围。本展览还是跨地域联动策展新模式
的一次成功探索 ， 安徽博物院与浙江省博物
馆、江西省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湖州市博物馆
以“1+4”展览模式，五馆联动，并借助数字技术
实现五馆间“云互动”。展出时间将持续至 6 月
8 日。 (文讯)

徽剧《晓天歌行》入选
“戏剧中国”线上展演
3 月 10 日，“戏剧中国”2021 年度优秀剧目

线上展演推选结果公布，由安徽省徽京剧院创排
的徽剧现代戏《晓天歌行》荣获“戏剧中国”2021
年度线上展演优秀剧目。“戏剧中国”优秀剧目展
演是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常态化保留活动 。 自
2019 年开始，“戏剧中国”系列活动相继开展，并
得到戏剧界的高度认可与支持。 (郜磊)

农民画家画农家
■ 杨坤

位于黄河故道边的刘套镇，是国画大师萧龙
士的家乡。 不过，如今萧县刘套镇的农民书画家
们也小有名气，上过央视的报道。 农民画家夏乾
利用手语告诉全国观众，文化惠民工程，让他有
机会接触画画和装裱，是艺术改变了他的生活。

夏乾利今年 42 岁，是位聋哑人，生长在书画
之乡，深受艺术熏陶，从少年起就喜欢练习毛笔
字。 他看到乡里书画高手的春联或国画作品，就
钻研揣摩，用心临摹，但苦于没有老师指导，不得
其门而入。 1987 年，萧县知名画家郑正，在刘套

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农民
书画院。夏乾利成了郑正的弟子，白天下地干活，
晚上就到农民书画院学习书画创作。夏乾利是残
疾人，郑正在画室里单独设立一个小画案，供夏
乾利使用，对他小心呵护，细心指导，夏乾利的书
法和绘画水平大有长进。文化惠民工程让夏乾利
掌握了一技之长， 从农民变身成为一名画家，作
品不光受到乡邻的喜爱，还销售到萧县、徐州、淮
北，甚至武汉、南京等大中城市。

文化惠民工程实施以来，刘套镇文化站站长
刘世德和继任者陆中华等积极发挥文化民生工
程的优势，把刘套镇基础较好的农民画家集中起

来，请市、县美协书协专家和刘套镇在外地的知
名书画名家定期开课，免费提供笔、墨、纸、砚，供
他们创作、研习，夏乾利和画友们晴天挥锄劳动，
雨天辛勤笔耕，结合自己的职业，种桃子的就画
桃花、鲜桃；种藕的就画荷塘、荷花；养鸡养鸭的
就画小鸡、 小鸭……展现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
劳动场景，勾描瓜果蔬菜、一草一木，作品格外富
有生活气息、草根意趣，夏乾利和画友们也由浅
入深、由表及里，掌握了写意画法的技法，每个人
进步都很快。 当地还连续举办了多届 “桃花笔
会”，一大批外来书画家与本镇村民雅集于此，或
写、或画、或评、或赏，热闹非凡。 笔会的举办，丰

富了农民书画家的精神世界，提升了他们的能力
和知名度，也给农民书画家们提供了一个互相交
流学习的平台。 夏乾利和画友们如鱼得水，如饥
似渴地加强学习，进步更快。

2019 年， 由于刘套镇农民书画传承有绪、底
蕴浓厚、普及度广，刘套镇被文旅部评为“中国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 这下热闹了，去年，长三角 50
多家主流媒体对刘套镇农民书画家进行了集中
采访报道，中央电视台“沿着高速看安徽”节目也
对萧县刘套镇农民书画进行了专题报道。夏乾利
和画友们一起，用自身的蝶变，讲述了文化艺术
改变命运的经历。

如今，萧县已形成了以书画为主导的文化产
业，在萧县刘套镇，像夏乾利这样在书画领域崭
露头角、用草根创作脱贫致富的故事还有很多。
文化惠民工程， 为刘套镇农民群体增添鲜亮的
文化底色，实实在在地涵养文明乡风、推动乡村
振兴。

凤阳明中都遗址日前进入 202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
单，这是安徽唯一入围的项目。 2021
年，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故宫
博物院合作， 重点发掘前朝区核心
宫殿基址和涂山门遗址。 此轮发掘，
较为完整地揭露出涂山门的城台 、
马道及其旁侧城墙的地上、 地下结
构， 首次揭露出前朝宫殿的真实面
貌， 并从实物上印证了明中都在古
代都城规划中上承宋元、 下启明清
的历史地位，为中古以来都城布局、
宫殿建筑的演变研究填补了关键环
节的重要材料。

明中都遗址重要文物

蟠龙石础

蟠龙石础在中都皇故城西北处集中发现

3件，石础质地为白色花岗岩，产自凤阳栗山。
石础长 2.62米，宽 2.52米，通高 1.25米，
中间圆形凸起础槽内直径 1.2米，内高 0.23
米，重达 22.2吨。 础面雕饰翔云纹图案，础槽
凸起精雕飞舞蟠龙。明中都蟠龙石础是目前全
国罕见最大最豪华的都城主殿大石础。

黄琉璃釉五爪龙纹瓦当

黄琉璃釉五爪龙纹瓦当 2017 年出土
于明中都奉天殿遗址，圆形，直径 16 厘米，

通体施黄釉，上模印五爪奔龙。龙体呈“S”形，
五爪腾云，头生双角，龙须后飘，曲颈折腰，长
尾略曲， 扬爪做奔跑状。 龙纹外有一周阳弦
纹，窄边轮。 缸胎，胎质细腻，呈灰白色。

台沿螭首

台沿螭首 2016 年出土于明中都前朝
宫殿遗址，位于宫殿台基西南边缘处，为大
型圆雕螭首，保存基本完整。 通长 175 厘
米，高 92 厘米，宽 58 厘米。 其形呈两前爪
用力抓地向前爬行状态，平首，翘嘴，龙有
獠牙 、凸眼珠 、双角 、鳞 、鳍 、须 、卷毛等特
征，后部为平底安装凹槽。

·链接·

▲ 明中都考古现场。 荩 出土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