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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
美术作品展举行

近日，“百人百村”暨“走进乡村看小康”———美丽乡村主
题美术创作作品展在合柴 1972 文创园·合肥当代美术馆开
展。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5 月 22 日，同时参展作品也将
陆续进行线上展示。

2020 年、2021 年，省文联、省美协先后组织开展了“百人
百村”———美丽乡村美术主题创作作品征集和 “走进乡村看
小康”美术作品征集活动，展现脱贫攻坚成果，加强文化建
设，助力乡村振兴。 （文迅）

走进垓下，天地悠悠观城址

··影影视视赏赏析析··

文创盲盒
开发别“盲目”

■ 韩小乔

拿起精巧的洛阳铲， 小心翼翼地刨土，“文物”大
将军虎符在“抽丝剥茧”中终现真容……河南博物院
推出的考古盲盒，为考古爱好者带来真实、奇妙的考
古体验，一经推出便供不应求。

开盲盒和考古很像，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出现什
么。 收获的不可预知性是探索的快乐源泉，让公众体
验发现“文物”的惊喜感、代入感和满足感。 考古盲盒
的火热出圈，契合年轻人的生活趣味、审美时尚，带来
可观的经济效益，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播，也为不少文
创主体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一些博物馆跟风开发同类文创产品却遭遇尴
尬。 有的挂羊头卖狗肉，明明打着“考古”旗号，开发
的盲盒和文保不沾边；有的同质化严重，缺乏鲜明特
色，甚至粗制滥造、以次充好，考古爱好者买回家直
呼“上当”。

出现这种状况， 是因为一些博物馆的文创思路
是“什么火做什么”。 盲盒产品市场前景好，也需要自
家有独一无二的文物资源和稳定可靠的品质来支
撑。 一些博物馆不是没有可以衍生创作的文物资源，
而是缺乏对资源的整理归纳， 不了解自己优势在哪
儿，更不愿花费时间精力细细打磨文创产品。 为了蹭
上盲盒热度，将资源胡乱授权，创作跟风模仿抄袭 ，
一窝蜂制造出的盲盒没有创意，欠缺品质，终究难逃
被消费者抛弃的命运。

注重价值挖掘，是创新创造的根本。 每件文物都
承载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审美价值，文创开发就是要
把文物的独特价值通过新的形式、 载体充分呈现，使
之富于时代气息， 这是需要下功夫的创造性转化过
程。 河南博物院不是简单地授权开发文物，所有文创
产品均由文创部门主导， 参与产品全链条开发过程，
对每个环节严格把关，深入挖掘文化内涵，这才是爆
款出现的原由。

既要尊重文物的历史价值，又要契合当下审美和
热点，玩趣科普兼具，已成业界共识。考古盲盒在文化
内涵上叠加“创造力”，才能孵化出更多的专属“IP”，
顺应新的潮流趋势， 为公众带来更好的文化消费体
验。 如有些考古盲盒还能二次互动，这种体验远非普
通盲盒“买买买、拆拆拆”所能媲美。

文创盲盒开发别盲目， 把握守正和创新的平衡，
实现古老与新潮的交融，激活更多人的好奇心、求知
欲，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制胜法宝。

有“霸王城”之称的固镇县垓下遗址，伴随着考古不断深入，正次
第揭开垓下古城面纱。 考古工作者在秦汉时期的垓下古战场之下，还
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代城址，填补了安徽史前城址的研究空白，并为
中华文明溯源提供了重要研究材料。 散尽烽火的故事被重新打捞，失
落的史前文明进入当代视野，数千年前古城再现风华，成为文旅融合
的网红打卡地。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本报通讯员 陈秋瑾

秦失其鹿，楚汉相争。 一个量如海，一个
力拔山，刘项在垓下一战定乾坤。 “四面楚歌”
唱得十余万楚军军心离散，“霸王别姬” 定格
成末路枭雄的悲怆历史身影， 垓下由此青史
垂名。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还埋着
淮河流域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座新石器时
代城址。

“五一”假期，固镇县垓下遗址风景区游
人如织 ，散尽烽火的故事被重新打捞 ，失落
的史前文明进入当代视野 ，千年古城再绽芳
华， 成为蚌埠及周边地区新晋网红打卡地 。
“风景区还在建设中， 周末及节假日每天人
流量都已在千余人次，大家迫不及待前来寻
幽怀古览胜。 ”固镇县垓下遗址管理中心主
任张艳梅说。

考古揭开面纱 古城重见天日

沿着固镇县城往东驱车行驶 20 多公里，
记者来到毗邻沱河的濠城镇北 ，这里就是垓
下遗址所在地。 许慎《说文解字》中将“垓”字
释为“河边高地”，形象地概括了垓下遗址地
貌———考古勘探表明， 遗址为不规则土筑四
方城 ，地势北高南低 ，沱河由其西侧绕至北
侧向东流去。 城内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南部
为村庄， 北部及城垣外围均为耕地或林地 ，
包括护城河在内，整座遗址占地总面积近 20
万平方米。

江山留胜迹，后人复登临 ，品楚汉故事 ，
发历史幽思。 公元前 202 年，项羽率十余万大
军退至垓下，深堑防守，兵少粮尽。 刘邦汉军
及各路诸侯重兵重重包围，展开垓下决战，留
下了举世闻名的垓下古战场遗址。 在当地，垓
下遗址又有“霸王城”的俗称，遗址上的村庄
称为霸王城村。

据村内老人介绍， 在上世纪 30 年代，霸
王城的土城墙还有两人高。 抗战初期，土城被
推平，形成今日地貌。 古人利用沱河半绕城垣
西部、北部的自然形态，在城址四周开挖人工
河，互相联通形成护城河。 遗址内外还有“虞
姬浣发池”“榆抱桑”“御花井”“许慎桥” 等古
迹。 1986 年，垓下遗址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2007 年至 2009 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对垓下遗址进行了连续考古发掘。 通过大
面积的考古勘探、局部试掘和发掘，考古工作
人员在秦汉时期的垓下古战场之下， 发现一
座新石器时代城址，城内外发现壕沟 、城墙 、

台基等遗迹，主体年代为大汶口文化晚期。
城墙解剖是揭秘城址建筑年代的关键 。

考古人员在遗址东城墙中段开挖两条探沟 ，
解剖结果显示，遗址地层分布较清晰，城墙墙
体所在层位较明确。 根据出土的遗物年代推
断，城墙的修筑时期主要为史前和汉代。 汉代
城墙墙体斜压于史前墙体的内侧呈坡状 ，出
土遗物主要有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片和零星汉
代绳纹红陶片，墙体构筑方式以堆筑为主。

垓下遗址拥有淮河流域 “大汶口文化第
一城”的美誉。 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考古
发掘成果被评为 2009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之一。2013 年，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多方合力探索 揭秘文明演变

根据垓下遗址发掘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
垓下遗址所处的淮河中下游地区， 正是古代
重要的文化交汇地带， 垓下史前遗址的规模
令人惊叹。 它是淮河流域迄今发现年代最早
的一座史前城址， 填补了安徽史前城址的研
究空白， 为探索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
文化面貌提供了材料， 为该区域与中原同时
期文化交流提供了证明， 为早期城址形态与
筑城技术等的演变轨迹提供了线索。

垓下遗址是揭秘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遗
址。 发掘过程中，在遗址内出土的陶片，从质
地来看，兼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从陶片颜色来
看，有灰陶、黑陶和少数黄陶、白陶。 可分辨的
陶器有罐、鬶、盆、壶、杯、器盖以及鼎足等；除
素面外，器物表面装饰的纹饰以篮纹为主，还
包括附加堆纹、绳纹、方格纹、凹弦纹等。 陶器
本身既有本地特征，也受外来文化影响。

对照周边其他遗址的发展过程， 垓下大
汶口文化城址的出现并非孤立和偶然， 但其
源头、发展和最终去向，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
从考古材料上看， 垓下遗址从大汶口文化至
秦汉时 1000 余年的发展过程仍有缺环，有待
进一步的探索工作。

2021 年， 固镇垓下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
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 同年 7 月，山东大学
垓下遗址考古实践基地成立， 山东大学考古

系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固镇县政府三
方联合对遗址进行发掘， 目的在于通过科学
严谨的发掘，进一步廓清整个遗址的年代、性
质、布局、结构及演变等方面的内容 ，同时结
合后期的多学科研究， 深入研究垓下遗址的
文化内涵和价值， 为遗址的有效保护和合理
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打造文化地标 让遗址“活起来”

“垓下古城和汉文化资源不仅是固镇的
宝贵财富， 更是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 保护
好、 利用好作为大汶口文化城址和垓下之战
标志地的垓下遗址，对于研究、展示中华民族
文明史和汉民族历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 ”固镇县文旅局局长王中华说。

近些年， 固镇县将文化旅游产业列入全
县四大主导产业之一，发力实施文化立县、垓
下遗址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两大专项攻坚工
程。 按照“保护文物资源、挖掘文化底蕴、优化
投资环境、推动旅游发展”原则，固镇县争取 4
亿元文化旅游专项债资金，在本级财政拨付 1
亿元的基础上， 每年再从本级财政拿出不少
于 2000 万元资金用于遗址保护利用。

“2019 年 ，我们在保护优先的基础上启
动垓下遗址旅游风景区建设 ，全面提升垓下
历史、文化、民俗魅力，打造固镇文化地标和
旅游新名片。 ”张艳梅介绍，风景区规划设置
文旅融合发展区 、垓下古战场展示区 、遗址
保护展示区 、综合服务区 、滨河景观带等功
能布局。

走进风景区， 随处可见再现先民生产生
活场景的钢丝人雕塑。 考古展示馆还原垓下
考古的艰辛历程， 文物展陈室和修复室集观
赏体验为一体。 在文旅融合发展区，一个个仿
古土坯房排列整齐，剪纸、陶艺、泗州戏、琴书
等非遗项目进驻，《拾棉花》 等经典剧目接连
上演，引来游客喝彩叫好。

目前，垓下遗址展示馆 、景观大道 、游客
接待中心、停车场、景区道路等基础设施修建
完成，虞姬浣发池等部分景点已改造提升，以
虞美人、菊花、粉黛乱子草为主打造的四季花
海基地初具规模。 垓下遗址青少年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

“我们深入挖掘和阐释历史文化遗产蕴
含的丰富内涵和时代新义， 加快推进历史文
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 力争将固镇垓下遗
址打造成集考古科研、遗址展示、休闲观光于
一体的品牌景区，让千年古城既有 ‘说头 ’又
有‘看头’。 ”王中华说。

题图上：鸟瞰固镇垓下遗址。
题图下：项羽怀抱虞姬雕塑。

（图片由固镇县文旅局提供）

秉承父志 丹心向阳
———电视剧《人世间》观后感

■ 陆灿林

有人说《人世间》是一部生活史诗剧。 它
以北方城市的一个平民社区 “光字片” 为背
景，讲述周家三兄妹周秉义、周蓉、周秉昆等
平民子弟近 50 年的跌宕人生。 从 1969 年到
2010 年， 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再现了支援三
线建设、1978 年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等重要历
史节点， 甫一登陆荧屏便勾起无数人的青春
回忆，引发大众共鸣，堪称为现象级电视剧。

剧中数不尽的瞬间不由引人泪目，“我的
眼里常含着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

沉”是对该剧的最佳注脚。 时光缓缓而逝，父
辈的友情、爱情和事业，映照着峥嵘岁月的种
种过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每一个人都随着
历史洪流，绽放了人生的最美芳华。 剧中平凡
的“小人物”们，无不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华
民族赓续了五千年的善良、坚韧、真诚等美好
品质，展现了时代精神风貌。

大哥周秉义，本性纯良，聪明能干，“一身
正气，官场清流”是其一生写照。 作为一名干
部，周秉义用行动践行何为 “为天地立心 ，为
生民立命”。 当总有人选择为金钱自甘堕落，
落得锒铛入狱的结果之时， 周秉义却始终像

一股清流，闪耀着“清廉正直”的光芒。
“坚韧独立” 是二姐周蓉的标签。 有主

见、有思想的她，爱上了一位诗人，毅然决然
替换了弟弟的名额选择“下乡”，前往贵州山
区与爱人相守一方。 “知识就是力量 ”，周蓉
充分发挥出色的文化能力 ，在山洞里建起了
学校，教当地孩子读书、学习。 力图冲破现实
拘囿 、奋力追寻理想生活 ，周蓉以实际行动
妥妥诠释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女性知识分
子形象，不失为对传统女性“温顺软弱 ”刻板
印象的一种挑战。

而三弟周秉昆，看起来头脑简单，实则正

义有原则。 他不像哥哥姐姐那般拥有远大理
想，他是个一心想要过好平凡“小”日子的普通
人。而普通人的生活，依然可以发光发热。周秉
昆始终保有对生活的那份热爱，总能发现生活
的新机、为无望的人送去温暖和希望……小小
的人物亦有着大大的能量， 周秉昆身上这股
热诚劲儿深深感染着观众。

所谓共鸣，大抵如同涟漪泛起的波，荡漾
在观众心间，回味无穷。 剧中周家三兄妹的人
生故事，呈现了流淌在父辈们骨子里的自强不
息，那么平凡却又如此扣人心弦，并感召着新
时代的青年人自觉传承。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
“愿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愿平
凡的我们一身风雪不问去哪， 不管人世间多
少沧桑变化。 我们像种子一样，在这片土壤，
一生向阳。 ”正如该剧片尾曲所唱那般，躬逢
新时代，愿我们能承袭父辈的青春之志，尽情
挥洒青春的汗水，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宿州举行抗疫书法“云”上展
日前，宿州市埇桥区举行抗疫书法“云”上展，截至目前

已有 100 多名书画家为抗疫“云”上展泼墨创作。
连日来，埇桥区文联发出倡议书，倡导全区广大文艺工作

者和文艺志愿者开展“艺心抗疫”活动。 埇桥区书法家协会广
大书法家积极响应倡议，举办“我为抗疫泼墨，艺心抗疫书法
‘云’上展”，通过乐观向上的书法作品，鼓舞干群士气，积极引
导广大群众加强自我防护，踊跃投身疫情防控。 （张成伍）

省博物院
“吾心安处———古琴文化空间”展延展

记者日前从省博物院获悉 ，受疫情影响 ，该院 4 月 8
日至 4 月 29 日闭馆 ， 部分观众未能及时观赏 “吾心安
处———古琴文化空间 ”展 ，为此该院决定将展览第一 、二
展厅延展至 5 月 29 日。 广大观众在做好个人防护前提下
可前往观展 ，感受古琴魅力 。 该展自 1 月 20 日开展以来 ，
吸引了众多热爱古琴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观众前来打卡 、
观展 。 （朱琳琳 ）

回眸了楚汉争霸的烽烟，
再品读淮河流域“大汶口文化
第一城”———

太湖县培养花梆舞文艺种子
5 月 11 日， 由太湖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主办的太湖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送文化”志愿服务乡村文艺种子工程·花梆舞
培训班开班。据介绍，本次培训班为期 3 天，由省级非遗项目
花梆舞省、市、县三级传承人 3 位老师分别授课，培训内容包
括花梆舞基础理论、舞蹈教学、视频赏析等。 通过培训，让更
多的人认识花梆舞、了解花梆舞、会跳花梆舞，展示传统舞蹈
的魅力。 （文迅）

固镇县垓下遗址风景区内的先民生活场景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