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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多年的房基疾病缠身

“以木为骨，以草为筋，拌泥
砌筑成型后，再进行火烧处理使
其硬化。”这种在我国仰韶时期，
由古人从制陶工艺中吸取经验
而发明的建筑工艺被称之为“木
骨整塑”。正是因为这道特殊的
工艺，才使得大河村遗址中的房
屋，在经过5000多年的岁月后，
仍有1米多高的墙体屹立不倒。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馆长胡
继忠告诉记者，自1972年发掘
大河村遗址以来，对它的保护工
作一直没有间断，“但这些房基
年代实在久远，目前地下水位就
在它下面五六米处，对它的侵袭
还是比较严重的。再加上这种
红烧土建筑的保护修复课题在
国内以及国际上基本可以说是
空白。”因此，墙体存在的红烧土
坍塌、碎裂、脱落、酥碱粉化等问
题，有逐年严重的趋势，影响着
房基墙体的稳定和安全，急需
进行保护加固。

2018年12月，在国家文物
局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的支持
下，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房基
F1—F9保护加固工程全面启
动。为维护房基墙体的稳定性
和安全性，大河村遗址博物馆
联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
严格系统的保护加固方案，重
点对红烧土墙体的病害分析和
治理，并建立和完善对应的房
基保存环境监测系统。

“计划工期为期一年，这对
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个挑战，因
为没有先例，所以一切工作方
法都需要自己来摸索。”胡继忠
说。专家论证后决定，先对遗址
西侧保存情况较差的墙体进行
试验性修复，边试验边修复，再

根据修复结果再次论证、试验。

试验性修复取得进展

之所以采取如此谨慎的态
度，胡继忠向大河报记者解释
了原因：“一是因为这个遗址的
重要程度。就目前来看，它是
全国保存最完好的，而且这种
木骨整塑的陶房对于研究我国
民居起源有着开创性的作用。”
胡继忠指着遗址内一处房基继
续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天下第一屋’，可以看到这是
一个套房的房基，类似于我们
现在的三室一厅，功能分区非
常清晰。我们推测这套房的主
人身份较高，著名的彩陶双连
壶就是在这个房子里被发现
的。”

此次修复工程，大河村遗
址博物馆特别聘请了全国顶尖
的土遗址保护修复团队——中
国遗产文化研究院的专家们来
进行了方案编制以及工程实
施。修复方式主要采取物理修
复为主，与化学方法相结合的
方式，尽可能保持原来的状态、
颜色和风貌。

“光是加固材料，我们就已
经进行了上百次的试验，并对
每次试验的结果都进行了详细
地记录。填充破损墙体的材
料，我们就地取材，用的都是遗
址本身的土壤。”胡继忠说。

大河报记者在大河村遗址
内看到，三位“全副武装”的修
复人员正在紧张地工作着。其
中一位手拿量杯和滴管的修复
人员告诉记者，量杯内是特别
调制的加固药水，需要将其一
滴一滴地慢慢滴入受损部位，

“我们前期需要对墙体进行清

理，清除它表面的灰尘、盐碱和
苔藓死亡体等，再进行加固药
水浸入”。

在对西侧墙体进行试验性
加固后，2019年3月大河村遗
址博物馆召开了一次专家咨询
会，对前期的试验修复成果进
行了评估。“专家们对于我们采
取的修复方式、工具和流程表
示了认可，认为基本可以达到
预期的效果。”胡继忠介绍说，

“基于这些经验，我们又对遗址
东侧区域的墙体进行了修复。”

大河报记者看到，在遗址东
侧呈反“L”状的一面红烧土墙
体已经呈现出其原有的红色，与
旁边“天下第一屋”布满盐碱的
白色墙面形成鲜明对比。“我们
准备近期再召开一次专家论
证，保证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再
对我们核心区域的‘三室一厅’
进行加固修复。”胡继忠说。

修复成果将填补国际空白

胡继忠告诉大河报记者，
为保证修复结果的稳定性，修
复工期结束后，还将进行为期5
年的观测检查期，“主要是对修
复后期的成果进行评估，并实
时进行调整”。

胡继忠说：“修复成果将填
补中国乃至世界关于红烧土房
屋遗址保护的空白，为我国下一
步开展这种同类遗址的保护提
供成功的范例。修复过程我们
不单单当做一个工程来做，更是
当做一个学术课题来做。”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一直实
行免费开放政策，修复工作也
是在遗址内开放式进行，“因
此，欢迎公众来近距离观看我
们关于遗址的修复工作”。

工作服、口罩，
“全副武装”的工作
人员正蹲在被誉为
“天下第一屋”的大
河村遗址仰韶文化
时期“三室一厅”套
房残留墙体旁，时而
用毛刷轻轻地扫，时
而拿出滴管、量杯，
将杯中的液体小心
翼翼地滴在斑驳的
墙体上。这是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5月22日探访位于
郑州市区的大河村
遗址博物馆时看到
的场景。据悉，大河
村遗址博物馆仰韶
文化时期房基2018
年开启加固维修工
程，目前已完成检
测、试验，正式进入
维修关键阶段。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 王峰 文 孙贝
摄影

6月6日，电影《最
好的我们》将在全国上
映，5月22日，应河南
奥斯卡电影院线之邀，
该片主演陈飞宇、何蓝
逗等到郑州为电影宣
传造势。在接受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采
访时，提到父亲陈凯
歌，陈飞宇表示父亲曾
给过自己很多表演建
议。

电视剧版中，河南
演员刘昊然饰演的“余
淮”收割了不少粉丝，
大河报记者问及陈飞
宇会不会担心上映后
观众拿两人的表演来
对比，陈飞宇表示：“我
倒是没有什么压力，我
和昊然是好朋友，接这
部戏后也问过他应该
怎么来演，他说你就放
开演，别多想什么，演
出你自己就好。”谈到
这次饰演“余淮”的挑
战，陈飞宇认为年龄跨
度是个问题，因为片中
的角色都是从十几岁
演到二十多岁，要表现
出成长的跨度需要有
一定的阅历，这对自己
是一个挑战。

作为陈凯歌和陈
红的儿子，陈飞宇从影
之路很顺畅，年幼时就
在《赵氏孤儿》中饰演
少年时期的“王”，后来
又在《妖猫传》中担任
导演助理，还主演了电
影《秘果》和网剧《将
夜》，谈到父母对自己
的影响，陈飞宇认为是
他们让自己爱上了表
演：“我从小就热爱表
演，但从来不认为当演
员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其实刚出道时我对自
己的表现很不满意，父
母一直在问我有没有
做好心理准备，他们给
我的建议就是要努力，
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
依靠别人，凡事都要靠
自己奋斗。”

本报讯 一组组精美的展
板展示着郑州历年来在考古
领域取得的成绩,也展示着顾
万发的考古人生。5月22日，

“顾万发考古学术成果展”在
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开幕。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
来，郑州市有13项重大考古
发掘项目入选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遥居全国之首，

跻身于“中国八大古都”、中国
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历史都
市联盟成员城市。而这些成
就的取得，自然离不开考古人
员的发掘和研究，作为他们中
的代表人物，郑州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院长顾万发主要从事
史前、夏商考古及中国早期艺
术史的研究，在仰韶文化聚落
考古研究、新砦期与早期夏史

研究、中国古代鸮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玉器研究、彩陶文化
研究、绿松石铜牌饰宗教内涵
研究等方面取得业界影响
力。先后参与了“夏商周断代
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
带一路”丝绸起源研究等重大
课题的学术研究工作。同时作
为考古领队，长期坚持在田野
考古一线工作。此次“顾万发

考古学术成果展”，既让更多的
公众了解顾万发的研究成果和
学者精神，也是对郑州市考古
发掘、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所
取得成果的部分展示。

据了解，该展览是2018
年郑州市文艺人才宣传推介
工程的组成部分。展览将持
续15天，公众可自行前来，免
费参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康翔宇

不怕与刘昊然相比

陈飞宇：
做好自己

顾万发考古学术成果展在郑州开幕

大河村遗址屹立5000多年的房基疾病缠身

“天下第一屋”如何“维修”
公众可近距离观看

郑州这几十年的考古成就，贯穿他的考古生涯
相关新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康翔宇 文 李佩瑶 视频

考古人员正在进行修复工作
郑州市文物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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