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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代娟）“世界上有
两本书，一本是书本，一本是生活。”6
月 12日，在新乡学院 2017年学生毕
业典礼上，该校特聘教授、著名作家
刘震云身着导师服，寄语该校 4633
名毕业生，生活这本书或许充满着艰
辛、挫折和失败，但只要做事时心怀
远见，认真完成每一个细节，日积月
累，一定能读好这本书。

刘震云虽然长期居住在北京，

但他的每篇作品中，无不透着浓浓
的乡情。2015 年 4 月，新乡学院成
立了“刘震云研究中心”。两年多来，
该中心相继发表了《论刘震云小说
的文化内涵》《浅论电视剧〈手机〉的
故乡情结》《影视文化背景下刘震云
小说的思想特质》《新历史主义视角
下的〈温故一九四二〉》《关于〈一九
四二〉的历史言说》《试论刘震云乡
土小说中的多重意蕴》等学术论文，

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去年 12
月，刘震云受聘为新乡学院特聘教
授。

当天的毕业典礼上，刘震云拿
行道树树种作比喻，勉励大学生们
要做虽然长得慢但品质好的松树、
杉树，而不做长得快却质量差、价值
低的杨木。

刘震云还以舅舅“刘麻子”为例，
说舅舅是个木匠，同样做一个柜子，

别人只要100元，可他要200元，但是
所有顾客都觉得“刘麻子”的手艺好，
做的东西耐用。“我问舅舅，为啥你手
艺这么好？舅舅说，无非是我下的功
夫多，同样一个箱子，我花五天打出
来的一定比别人两天打出来的好，道
理就这么简单。”

刘震云幽默地说，希望大家做事
更认真一些，成为各行各业的“刘麻
子”。③6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6月 13日，
2017首届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
年会新闻发布会在郑州大学举行。记
者从会上获悉，首届中国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联盟年会将于6月24日至26日在
郑州大学举办，清华、北大等约 600所
高校将凝聚共识、发挥合力，共谋我国
创新创业教育发展。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2015

年6月11日在清华大学成立，首批成员
由137所高校和50家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组成。

本次年会是该联盟成立以来的首
届年会，为国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
创新创业教育盛会。年会期间将举办
创新创业教育校长论坛、学术研讨会、
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展及优秀论文展等
一系列活动。③6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 通讯员 付
加才）6月 13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农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基地”在省农
科院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挂
牌。据悉，这是全省建立的首个“农业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基地”。

我省是农业大省，是全国粮食生产
核心区，育种及食品加工业在河南经济
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拥有一批在国
内知名度较高的农产品品种和食品加
工企业，涉农知识产权保护尤为重要。

为更好地服务农业，增强涉农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促进我省农业科技创新，郑
州市中院与省农科院合作，共同设立了

“农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基地”。
据了解，下一步，郑州市中院将利用

这一平台，加强与科技部门之间涉农知
识产权保护的信息共享，定期组织涉农
法律知识宣传服务，开展典型案例审判，
加强农业科技领域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
研究，发挥涉农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功
能，促进我省农业科技创新。③6

刘震云寄语大学毕业生——

要成为各行各业的“刘麻子” 首届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联盟年会花落郑大

全省首家“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基地”挂牌

本报讯（记者 孙欣）6月 14日，记
者从省司法厅获悉，省司法厅、省财政
厅联合下发了《河南省人民监督员工作
经费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为全省人民监督员工作深入开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我省也成为全国第
三家出台人民监督员工作经费管理办
法的省份。

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办理的直
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进行监督。在
监督过程中，人民监督员的工作量大，
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

《办法》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
积极与同级财政部门协商，把开展人民
监督员工作所必需的专项经费，纳入司

法行政业务年度经费预算予以保障。
依据《办法》规定，人民监督员工作

经费分为司法行政机关业务经费和人
民监督员履职补助等。业务经费包括
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培训、考核、奖惩、
宣传等工作经费；履职补助包括人民监
督员参加案件监督评议、座谈研讨、学
习培训等活动所产生的交通、食宿、差
旅补助、履职补贴等费用。

《办法》明确，省级人民监督员履职
时，除交通、食宿补贴外，每人每案300
元；省级人民监督员在常驻地履职的，
无交通食宿补贴，每人每案400元。市
级人民监督员的履职补贴标准，由各地
参照《办法》制定。③3

我省建立人民监督员经费保障机制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 通讯员
马龙 高光）6月 14日上午，省高级
人民法院首批 186名入额法官，在
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立勇带领
下面向国旗集体宣誓。

张立勇在宣誓仪式上告诫大
家，成为一名员额法官，是职业生
涯的新起点，是一份荣耀，更是一
份使命；是一份信任，更是一份重
托。他要求全体法官，要心怀忠
诚，始终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
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要心系人民，在人民的监督下
推进公正司法。要心存敬畏，秉公
执法，守住廉洁底线，做有良知、敢
担当的法官。

在法院工作 27年的立案二庭
庭长卜发中和年轻法官、刑四庭审
判员牛志英，作为法官代表在宣誓
仪式上发言，表示将切实担负起党
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忠诚履职，
让每一份裁判文书都带着司法者的
温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③6

省高院首批入额法官集体宣誓

6月14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首批186名入额法官举行集体宣誓。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中国西北地区东起陇山西

至伊犁河谷的区域，是古代丝绸

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公

元前4300年左右，彩陶文化就

从渭水上游持续西渐，直抵新疆

西部。在此后的四千多年间，史

前丝绸之路上至少出现了十九

支彩陶文化，这些彩陶文化的发

展可划分为四大阶段：仰韶时

代、马家窑时代、夏时期和商至

汉初。在这四个阶段，每支彩陶

文化表现的发展模式不同，呈现

的演进态势各异。

□任瑞波

彩陶文化在史前丝绸之路的演进
公元

前二千纪
中 叶 以
降 ，中 原

腹地逐步向大一统的帝国迈进，而
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则呈现出“百
花齐放”之势。

公元前 1600 年左右，四坝文
化逐步解体。部分四坝文化向西
进入哈密盆地之后，焉不拉克文
化形成。焉不拉克文化逐渐壮
大，排挤本地的天山北路文化，导
致后者进入巴里坤草原，与西进
至此的四坝文化余脉融合，形成
南湾类型。另外，还有部分四坝
文化在河西走廊东部与董家台类
型结合，逐步形成沙井文化。

在四坝文化解体之时，甘青
河湟谷地以圜底陶器为标志的山
家头文化出现，该文化圜底器的
出现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而彩
陶 的 出 现 却 带 有 鲜 明 的“ 隔 代
性”。山家头文化的形成预示着
第三次彩陶艺术浪潮的到来。

公元前 1400 年左右，山家头
文化结束，辛店文化在甘肃西部
和青海东部兴起。辛店文化彩陶
图像生动，线条简练，画风清新。
公元前 1200 年左右，唐汪类型通
过借用、承袭以及改造辛店文化
的彩陶纹样，最终成型。唐汪类
型表现活跃，与辛店文化和卡约
文化的关系异常复杂。但尚无充
足的证据表明，它与新疆的苏贝
希文化有过接触。

在唐汪类型形成之际，苏贝
希文化出现在新疆吐鲁番盆地和
博格达山南北两侧。虽然苏贝希
文化遇到了来自欧亚草原的多种
文化，但其西进之势未减，在焉耆
盆地甚至伊犁河流域都可见其影
响。与此同时，以带有石堆和石
围墓葬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元素和
以彩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元素在
新疆焉耆盆地交汇、融合，产生出
以带流器为特色的土著文化——
察吾乎沟口文化，并以漩涡之势，

将带有浓厚土著色彩的元素——
带流器像飞沫一样撒溅于周邻各
处。

公元前二千纪下半叶，来自
西方的索墩布拉克文化向东进入
新疆伊犁河流域，取代了当地的
安德罗诺沃文化。这支彩陶文化
属于西方系统，它在新疆伊犁河
谷地向东发展，与西渐至焉耆盆
地、属于东方系统的彩陶文化进
行了直面接触。不过，公元前二
千纪末至公元前一千纪初，河湟
谷地和河西走廊的彩陶文化逐步
消逝；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偏晚
阶段，新疆地区的彩陶文化也日
渐没落。

历时 4000 多年，西北地区的
彩陶文化在仰韶时代和马家窑时
代从渭水上游持续西渐，在夏时
期正式开启了东西文化交流的进
程，而商至汉初，东西方人群的交
往和文化的互动达到高潮。在仰
韶时代和马家窑时代，彩陶文化
的先民从事以农业为主的“兼业”
生产活动，而从夏时期到商至汉
初，游牧业和畜牧业逐步开始占
据主导地位。在新疆地区，游牧
民族最终成为了彩陶文化的创造
者和经营者。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
仰韶时代至夏时期，中国西北地
区的彩陶文化主要由蒙古人种经
营，在商周至汉初则由蒙古人种
和欧罗巴人种共同承袭。可以确
认，面对彩陶所承载的相同、相近
和相似的历史文化信息，不同的
人种都能欣然接受，蒙古人种如
此，欧罗巴人种亦然。

彩陶的消失可能与快轮制陶
技术的传入有关，但彩陶文化的
消逝，还有更多、更深层次的原
因。诸多不利于彩陶文化生长的
因素的出现，都有可能让适宜彩
陶文化生存的文化生态平衡遭到
破坏。于是，西北地区存续 4000
多年的彩陶文化逐步退出历史舞
台，最终绝迹。

商至汉初
东西文化合璧

公
元前三
千纪末
至二千

纪初，中原腹地已进入夏王朝的纪
年。从晋南豫西到甘青河湟谷地，夏
文化、客省庄文化、齐家文化和马厂
文化自东向西依次排开，互动频繁。
在这种大背景下，西北地区夏时期的
第一支彩陶文化——西城驿文化诞
生。

西城驿文化是一支特殊的彩陶
文化。首先，它因“过渡”性质显著而
被识别；其次，该文化陶器常与齐家
文化陶器共存；再次，新疆东部、甘肃

河西走廊以及青海东部因西城驿文
化连接在一起，首次成为一个完整的
文化单元。

西城驿文化结束之后，四坝文
化兴起。四坝文化彩陶承袭西城驿
文化，并另有创新。该文化彩陶施
彩浓厚，易脱落。四坝文化墓地多
成群、成片出现，与西城驿文化零星
散布的墓葬形成巨大的反差。与此
同时，新疆哈密盆地出现天山北路
文化。由于文化面貌较为复杂，这
类遗存的准确属性暂时无法完全认
定。但是，天山北路文化彩陶花纹
相对简单，特征不明显。

夏时期的彩陶文化传承了马家

窑时代的基本特征，彩陶整体呈现出
东方传统，但以小麦、铜器和欧罗巴
人种为代表的新元素表现格外醒
目。驯化小麦和青铜冶炼技术从其
发源地自西向东，或是直接进入新疆
东部和甘肃河西走廊，成为当地彩陶
文化的一部分；或是在进入这一地区
后，开启本土化进程。但是，同一彩
陶文化、不同地区的先民对小麦的食
用偏好不一致，选择、掌握和使用的
冶炼技术也不相同。此时，欧罗巴人
群首次东迁至新疆哈密盆地，与东亚
蒙古人群在此融合。种种迹象表明，
夏时期，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已经正
式开启了东西文化的交流进程。

夏时期
甘青新始呈一体

公元
前四千纪
下 半 叶 ，
陇山东侧

先后经历了泉护文化的兴衰和庙底
沟二期文化的崛起；西侧，石岭下类
型分化成两支——大地湾四期文化
和马家窑文化。

大地湾四期文化与泉护文化
东西相邻，它虽继承了石岭下类型
的小口尖底瓶，但将石岭下类型的
彩陶艺术崛起之势终结于渭水上
游；马家窑文化与泉护文化东西相
隔，它虽完全弃用了小口尖底瓶，
但将彩陶艺术推陈出新，整个文化
也展示出强势的扩张姿态：正东方

向，在渭水源头一带与大地湾四期
文化你来我往；东北方向，进入六
盘山，形成曹洼类型；西向，逆黄河
而上，直抵青海境内黄河上游的共
和盆地，变身宗日类型；西北向，进
入河西走廊，到达酒泉一带；南向，
挺进川西山地，创建营盘山类型。

公元前三千纪上半叶，马家窑
文化和大地湾四期文化同时结束，
半山文化形成。此时，西北地区彩
陶文化的中心已经完全转移到兰
州、河湟谷地，而且显示出一种“内
敛”和“收缩”之态：西北方向，早期、
中期完全退出河西走廊，直到晚期
才出现在河西走廊东端；南向，洮河
上游、甘南地区以及川西山地已经

完全不见半山文化的踪迹。不过，
与其发展态势相反，半山文化的彩
陶艺术水平却上升到一个新的高
度：黑红复彩的运用、锯齿花边的流
行、规整的图案以及繁缛的花纹，使
得中国彩陶艺术达到第二次浪潮的
高峰。

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偏晚，半山
文化尚未完全结束，马厂文化即已
出现。从一开始，马厂文化便表现
出一种“被动”的西迁之势。同时，
马厂文化的彩陶艺术在晚期衰落明
显：笔画晦涩、线条生硬、图案潦草、
布局随意。种种迹象表明，史前中
国彩陶的第二次艺术浪潮此时已经
退却。

马家窑时代
终入河西走廊

公元
前六千纪
初，老官
台文化出

现在陇山两侧的渭水流域和汉水上
游，该文化的部分典型陶器口沿外侧
常见一条红彩宽带。正是这种装饰
艺术的出现，拉开了中国北方地区彩
陶文化的发展序幕。

公元前五千纪初，甘、陕境内的
老官台文化结束，半坡文化兴起，虽
然两者的亲缘关系尚存争议，但是在
彩陶装饰艺术方面，后者对前者的传
承不可否认。当半坡文化在陇山以
东先后经历“北首岭期”和“半坡期”

之时，陇山西侧半坡文化经历了六百
多年的空白期，直至公元前4300年，

“史家期”半坡文化才出现，并最终止
步于甘肃陇西附近。

公元前四千纪初，半坡文化尚
未完结，庙底沟文化即已萌生。西
北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在形成之初，
豫西晋南的东庄类型便将重唇小口
尖底瓶向西输入关中地区，并且长
驱直入，进入陇山以西的渭水上
游。伴随重唇口小尖底瓶，以弧线
三角和圆点为基本组合的各类彩陶
花纹风靡庙底沟文化。与半坡文化
不同，庙底沟文化的西进并未止于
甘肃境内，而是一直深入到青海东

部的黄河沿岸。随着西进的深入，
庙底沟文化在其分布地带的西陲
——青海东部的黄河沿岸开启了本
土化进程。

公元前四千纪中叶，庙底沟文化
全面瓦解，中国史前彩陶艺术的第一
次浪潮开始逐步消退。陇山以西、甘
肃东部的庙底沟文化率先结束，石岭
下类型在渭水上游形成，它不仅继承
了庙底沟文化的小口尖底瓶，而且一
改其他地区彩陶艺术衰败的颓势，创
造出的彩陶花纹独树一帜。石岭下
类型的出现，掀起了中国史前彩陶艺
术的第二次浪潮，以绚丽彩陶为标识
的马家窑时代呼之欲出。

仰韶时代
渐进甘青河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