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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刚刚过去的
春节期间，洛阳孟津黄河河
道内的一处考古工地上，考
古工作人员们正在抓紧时间
对墓葬进行发掘和清理。工
作人员徒手从淤泥中扒出一
件件随葬品。这处墓葬，就
是2020年12月份在孟津黄
河河道内发现的一处汉代墓
葬群，经过近一个月的考古
发掘，已经清理空心砖墓39
座、小砖墓18座，出土文物
200余件，并在洛阳市区范围
内首次出土完整的西汉时期
陶仕女俑。

洛阳地区
首次发现完整陶仕女俑

洛阳的天气连日回暖，
但是站在黄河岸边，依然能
感受到阵阵凉风。随着温度
的不断升高，河道内的水位
也在连日涨高，这让本就困
难的水中发掘工作更加难以
顺利进行。“这处汉代墓葬群
是于去年12月份发现的，发
现后考古工作队随即就进入
现场进行清理和保护，并在1
月份正式开始发掘考古工
作。”考古现场负责人、洛阳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刘斌告诉记者，2020年夏季
由于黄河涨水，墓葬群所在
的台地被河水冲毁，黄河河
道向南侵蚀约300米，进入
枯水期后这些墓葬便逐渐露
出水面。因为现场地形地貌
和水文条件多变，为保证考
古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对周
围修建临时围堰并排出河水
后，考古工作人员正式开始
考古发掘工作。

据刘斌介绍，经过现场

实地勘查统计，共发现各类
遗存（含水面下）墓葬110余
座。遗址分布区域为河道中
部沙洲上和南岸边，各类分
布面积约30万平方米。目
前，共发掘清理空心砖墓39
座，小砖墓18座，出土各类文
物200余件，主要有陶壶、陶
鼎、陶敦、陶罐、陶仕女俑，陶
马、陶鸡、陶狗、陶案、陶圈
等，并在现场已经修复50余
件。刘斌告诉记者，近几日
考古现场水位较低，主要是
清理河道中部沙洲上已经暴
露的墓葬，防止其被水流再
次冲刷破坏。同时在对南岸
边滩地经考古勘探，又发现
墓葬30余座，也一并安排人
员进行清理。

在已发现的文物中，陶
仕女俑、陶马在洛阳地区较
为少见。“完整的西汉陶仕女
俑的发现，可以说是填补了
洛阳地区一项空白，较为罕
见。”刘斌说，在以往发现的
西汉墓葬中，往往只能发现
陶仕女俑的头部或者身体，
而此次就发掘出完整的陶仕
女俑。记者看到发掘出的陶
仕女俑分为跪姿和站姿，身
穿有明显汉代特征的广袖长
袍，梳着整齐的发髻，面目含
笑，十分清秀动人。而且不
同以往，这些陶仕女俑的头
部和身体部分分开制作，可
以自由活动，也能说明当时
陶俑制作技艺的高超。

墓葬发现
将进一步印证史料记载

墓葬遗址群所在区域位
于邙山北麓，黄河南岸，地形
平坦开阔，在两汉时期属于

平阴县、平县，汉代洛阳八关
之一的孟津关也在该处区
域。“墓葬群所在的区域有很
多史料或者传说，并且已经
广为流传，这些墓葬群的发
现也能够进一步印证这些历
史信息。”刘斌告诉记者，孟
津渡口自古以来就是南北往
来的交通要道，在交通不便
的古代，渡口、关口的地位极
其重要。因黄河历代摆动改
道变迁，上述历史记载中的
城址、渡口等一直没有找到
准确的位置，缺乏考古证据
的支持，此次发现的大量墓
葬及其他考古遗存，为寻找
平阴县、平县的方位以及孟
津关的具体位置和历史变迁
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而在发掘中，不仅发现
有墓葬群，还发现有烧窑、水
井等生活遗迹。刘斌告诉记
者，根据目前这些遗迹推测，
墓葬群距离当年的生活区域
并不算太远，而如果继续勘
查或许还会发现更多的生活
遗迹。在考古发掘正式开始
以后，不断有各类文物出土，
但因埋藏条件不佳，文物多
有损坏，再加上泥水浸泡，急
需进行现场的文物保护工
作。考古院为此派出专业文
物保护修复技术人员进驻发
掘现场，在现场对出土器物
进行清理修复，共修复各类
陶罐、陶俑等50余件，同时对
陶器上的彩绘进行了封护和
加固工作。

目前由于水位逐渐涨
高，水下墓葬的发掘工作已
经暂停，岸边墓葬的发掘仍
在有序推进。刘斌介绍，下
一步将继续开展工作，尽最
大努力提取信息采集文物，
并组织考古调查和勘探的技
术人员，对沿黄及周边区域
开展进一步的考古工作，重
点目标是寻找城址、渡口以
及相关建筑的遗存。黄河文
化内涵丰富、历史深远，从中
国文明诞生到唐宋时期，黄
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
济、文化等的中心和重心。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赵晓军表示，这次黄河河道
内墓葬群的发掘，不仅丰富
了黄河文化蕴含，还为今后
洛阳地区沿黄考古工作的开
展，增加了许多珍贵的历史
资料和信息。

《唐宫夜宴》姊妹篇
《宫灯舞》即将亮相

这次河南博物院元宵奇
妙夜，郑州歌舞剧院的小姐
姐们又将带来什么好看的舞
蹈？记者从节目组获悉，一
场《宫灯舞》即将在河南博物
院元宵奇妙夜亮相。

记者了解到，《宫灯舞》
是《唐宫夜宴》的出品方郑州
歌舞剧院创作的优秀舞蹈。
公元220年，曹植途经洛水时
灵感迸发，写下传世名篇《洛
神赋》，郑州歌舞剧院以《洛
神赋》《七步诗》和中原传说
为依托，用创新的艺术表达，
创作了舞剧《水月洛神》，《宫
灯舞》是舞剧《水月洛神》中
的精华片段。

2021河南元宵晚会总导
演路红莉告诉记者，“河南博
物院元宵奇妙夜”继续主打
优秀传统文化牌，以河南博
物院中的镇馆之宝为吸睛
点，以穿越时空、次元交汇为
时间轴，将河南历史文化中
最耀眼的元素与精彩的歌
舞、戏曲、武术等艺术表演结
合起来，用“传统文化+现代
科技”的手法，展现河南的文
化底蕴之厚度，文化创新之
力度，文化建设之成就。

在她看来，《唐宫夜宴》
的火爆，印证了中原厚重文
化是会被年轻人所接受并喜
爱的。“我们去河南博物院实
地考察后，觉得这里为我们
提供了无尽的创作源泉，所
以我们想结合文物，突破传
统思维，给大家一些惊喜，比
如古今穿越。既然是奇妙
夜，自然有它独到的地方。”

河南六地联手
展示两千多年河南文化

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
了解到，早在春节之前，在录
制2021河南春晚的同时，导
演团队就已经全部完成元宵
节晚会的节目策划和录制工
作。

随着春晚节目爆红后，
创作团队深受鼓舞，直接推
翻了原定晚会既定方案，目
前正在录制中的“河南博物
院元宵奇妙夜”是2月18日
才定下来的全新特别节目。

2021河南春晚元宵晚会
执行策划、宣发组长徐娜表
示，这次紧急制作的特别节
目分别在河南博物院、郑东
新区、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
播厅、洛阳明堂、开封清明上
河园和登封观星台六地录
制，是拍摄地点跨度最大的
一次。

“时间紧，任务重。”徐娜
感慨道，“不过，45分钟的特
别节目几乎涵盖了河南从商
到宋两千多年的文化。其
中，90后明星霍尊演唱的古
风歌曲《莲鹤方壶》是商文化
的代表，洛阳明堂是大唐盛
世的象征，此外还有开封清
明上河园的两宋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节目中，
神秘嘉宾TA将在整期特别
节目中多次公布谜面，邀请
观众扫码参与，猜中谜底者
可领丰厚奖品，此外，TA还
将和表演《玉兔浑脱》的小演
员们一起在清明上河园放灯
祈福，在如梦似幻的夜景中
为国祈福，为国祈愿。

《唐宫夜宴》携姊妹《宫灯舞》
一起穿越时空舞动元宵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张弋

孟津黄河河道内发现一处汉代墓葬群，出土文物200余件,进一步印证史料记载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曼 文图

洛阳西汉陶仕女俑首次“亮相”

发掘出的完整跪姿和站姿陶仕女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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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版“博物馆奇妙夜”真的来了！2月22日下
午，记者获悉，河南春晚原班创作队伍将于2月25日正
式推出2021元宵特别节目“河南博物院元宵奇妙夜”，
继续为观众带来一场别致的文化盛宴。

那么，这场元宵特别节目除了本报此前报道的河南
博物院现场版《唐宫夜宴》外，还有哪些看点？且看记者
为您剧透一番。

2021元宵特别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