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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3日上午，郑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
丝绸博物馆在荥阳青台遗址举
行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
重点科研基地（中国丝绸博物
馆）郑州工作站揭牌仪式和仰
韶时代丝绸发现新闻发布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会
上获悉，继上世纪80年代郑州
荥阳青台遗址发现5000年前
中国最早丝织物之后，荥阳汪
沟遗址的数个瓮棺葬中再次发

现同时期丝织物。那么，这些
丝织物在当时是用来干吗的
呢？它们的发现又是否能确定
郑州是中国丝绸之源呢？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为您解答。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
最早养家蚕、缫丝织绸的国
家。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瓦莱
丽·汉森（Valerie Hansen）
2012年在其新著《丝绸之路新
史》中认为“中国人确实是世界
上第一个制造出丝绸的民族”。

丝绸起源于何时，又源自
中国哪里，一直众说纷纭。郑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
发介绍说，中国可能在裴李岗
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丝蛋白，
仰韶文化遗址内出土尖底瓶及
部分罐的外表饰有线纹,个别
器物底部发现有布痕，说明原
始纺织技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
甚至更早阶段已经比较发达。

“上个世纪河南荥阳青台
遗址（距今5300—5500年）出

土的罗织物，被证实是中国发
现最早的丝织品，而此次在荥
阳汪沟遗址又再次发现同时期
的四经绞罗织物，我们可认为，
中国丝绸的起源时间很可能在
黄帝时代，丝绸之源在郑州。
这也与古籍文献中记载的嫘祖
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
的传说的时间地点相互印证。”

顾万发说，2015年以来，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
丝绸博物馆联合向国家文物局
申请“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项
目，分别在荥阳青台、汪沟，巩
义双槐树等相关黄河流域仰韶
文化遗址展开工作。2017年
和2019年，中国丝绸博物馆科
研团队利用自主研发的酶联免
疫等技术对荥阳汪沟遗址瓮棺
内提取的碳化织物的纤维材质
和组织结构进行鉴定，发现绞
经织物，纱线较细，是四经绞罗
织物碳化后的痕迹。根据酶联
免疫检测结果，可以确认绞经
织物是丝织品的残存。这与
20世纪80年代青台遗址出土
的织物属于同类丝织物。

“这些瓮棺葬中的丝织物，
跟当时的祭祀和崇拜有一定关
系。”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
介绍说，瓮棺葬是当时一种比
较普遍的幼儿墓葬形式，将丝
织物包裹死去的儿童，再放入
如同蚕茧一般的瓮棺中，“是希
望这些夭折的孩子，可以像蚕

一样，剥茧成蝶，重获新生。”
是不是可以认为，当时的

丝织品是儿童墓葬的专属呢？
面对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的提问，顾万发说：“我们目前
还没有在遗址其他的区域内去
着重寻找丝织物残留，但这并
不能说明丝织物是儿童墓葬的
专属，我相信在当时这种丝织
物是在生活中广泛应用的，这
也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此外，12月3日上午，中国
丝绸博物馆与郑州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在荥阳青台遗址联合建
立了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
局重点科研基地（中国丝绸博
物馆）郑州工作站并举行了揭
牌仪式，双方今后将加强考古
单位与科研基地的协作，为郑
州地区的纺织品文物保护事业
提供技术和人才保障。

“中国丝绸博物馆设立纺
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
科研基地，重点开展纺织品相
关文物分析检测鉴定、传统工
艺与价值挖掘、纺织品文物保
护修复关键技术研究等工作。
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
自信具有重要意义。”郑州市文
物局局长任伟表示。

五千年前郑州已有丝织物
荥阳再现5000年前丝绸,再次证明郑州是中国丝绸之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康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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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出租招租

●二七商圈地铁口，铭功路商铺

写字间优价招租13838583605

房地产

●钢结构设计施工18637123478

公告

● 公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规定,经核准,下列社会

团体符合要求，准予变更登

记，现予以公告。单位名称

:巩义市旗袍协会,统一代码

:51410181MJF840559P,变更

事项:住所变更,变更前:住所

:巩义市新兴路56号,变更后

:住所:巩义市桐本路81号,
变更日期: 2019年07月02日。

●公告:郑州天星仓储服务有限

公司年分装270万吨图书基地
厂区建设项目(1#厂房,2#厂
房,3#厂房,4#综合楼,5#仓库)
位于荥阳市刘河镇任洼村村
委西侧,于2018年12月通过环
保验收。杜先生13733872021
●新乡市卫滨区新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拟注销，望债权

人速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南阳市翔宇网吧(411391000
004834)经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登报60日内

向本企业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南阳市大众网吧(411302000
000946)经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登报60日内
向本企业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洛阳天行健工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3001000584)经股东
会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特此声明。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疏通、抽粪、清淤13525520178
●鸿飞家政保姆 15617750052

声明

●郑州市二七区曹乐美容院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41
0103600098040，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蜜雪冰城饮品
汉飞店(92410105MA464AR275)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余永芝产权证第0301075167号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声明
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本人（仝云鹏）郑州名门国际
2号楼1626业主，不慎将装修
押金条遗失，押金金额2020
元，票号2019MMGJ0021
7，特此声明。
●铁道警察学院李奥运2018100
20212学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滑县新区香磊名烟名酒店营
业执照正本410526600844694
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嘉泰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公章、发票章、合同章、财
务章、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李锡明，男，曾用名李西民，
身份证编号为:411528195306
070014。不慎将私有房产证丟
失，证书编号:1557，特此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新祥汽车装饰
用品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410105601113217声明作废
●近期，我公司发现有不法人
员冒用本公司名义伪造本公
司印章签订相关协议、合同、
承诺书、担保函等文件，严
重侵害本公司合法权益。自
今日起凡我公司签订的相关
文件一律加盖在兰考县公安
局备案的专用公章方可生效。
如再发现伪造本公司印章等
行为，我公司将追究其法律
责任！特此声明。
河南腾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人姜战国于2018年4月4日
向郑州凯浦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缴纳履约保证金7800元，

票据号为8100209，票据丢

失，特此声明作废。

●新密市刘寨镇鹏超服装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182600106867，声明作废。

●李莎莎遗失郑州大学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护理学(独立本科

段)专业毕业证书,证书编号65
412701101014620,声明丢失。

●郑州市二七区惠文化妆品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103600881545声明作废。

●成都修谱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编号为 I410070699，姓名

为邵正一，出生日期为200
8年04月09日《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作废特此声明。

●编号为N410334590，姓名

为高墨翰，出生日期为2013
年10月13日《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作废特此声明。

●编号为Q410958735，姓名

为戎紫婷，出生日期为2017
年8月21日《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作废特此声明。

●郑州市建筑企业管理办公室

工会委员会工会法人资格证

书正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81410100MC29037
33D，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天明谷幼儿园
现声明：法人及举办者由王
小多变更为张丽华，变更前
无债务债权，变更后债权债

务由张丽华承担。联系人:
赵丙景13683839691
●内乡县小曾电焊加工部营业
执照正本遗失,代码9241132
5MA452HUN55声明作废。
●中牟县姚家镇佳丽女人化妆

品商行，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10122197805091221)、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公章、机
打发票(代码141001320043，
起止号51039271- 51039275 )
均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M410106510,姓名:郭家
铭,出生日期为2011年12月19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李渊,男,遗失河南艺术职业
学院音乐表演系大专毕业证

书，证书编号1430812015060
00835，声明作废。

●河南航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
5MA40WW6W6C)营业执照正
副本、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康丰医药零售有限公
司郑州平康大药房药品经营

许可证正本豫CA37122059
丢失，声明作废。
●王明强豫（2019）荥阳市不动

产权第0032030号遗失,房地坐

落:荥阳市广武路与繁荣路交叉
口东北侧家和万世10号楼4单
元6层610号,特此声明,如无异
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王小占座落于巩义市通桥路

27号3号楼付10号3幢10号
房的房屋所有证（1401303
726号）丢失声明作废。

●开封湃通广告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212MA4722F373)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
法人:陈俊山)遗失声明作废。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中州中路证券营业

部“开户专用章”、“柜

台专用章（非合同用章）

”和“数字证书业务专用

章”于2019年4月1日起

废止停用，特此声明。

●洛阳拓朗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
303MA4606X739)财务专用

章丢失(章号4103030157415)
声明作废。

汪沟遗址发现丝织物的瓮棺葬 资料图片

▲汪沟遗址发现的5000多年前的
四经绞罗织物残留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