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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黄河河道首次发现
完整西汉陶仕女俑

本报讯（记者 郭
歌）2 月 21 日，记者
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获悉，在清理黄
河孟津会盟段河道内
古代墓葬群过程中，
发掘出土十余件西汉
时期彩绘陶仕女俑。

考古发掘现场负
责人刘斌介绍，此处
共发现各类（含水面
下）墓葬110余座，截
至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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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物主要包括
陶壶、陶鼎、陶仕女俑及陶马、陶鸡、陶
狗等，现场已修复各类文物50余件。

“这是洛阳首次发现完整的西汉陶
仕女俑和陶马。此前洛阳地区墓葬中
出土的多为陶俑头、陶马头，没有这种
头、身均有的陶仕女俑、陶马。”刘斌说。

仕女俑分为站立、跪坐两种姿
态。站立仕女俑约高 60厘米，跪坐
仕女俑约高 40厘米，“身上”还留有
橙红、浅黄、深红等彩绘的痕迹。从
服饰、发髻及制作工艺来看，其与汉
阳陵发掘出土的陶仕女俑分外相似，
可以确认为西汉时期的物品。

而经过简单修复的陶马，或张嘴
嘶鸣、或闭嘴发力，双目圆瞪，看上去
威风凛凛。

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时，陶
仕女俑、陶马的头和身体是
分开的。“他们不是因为损坏

而分开，而是本身就
是拼插在一起的，可
以拆分开。”刘斌介
绍，陶仕女俑和陶马
的身体上方有一个孔
洞，与它们头部下方
的孔洞正好对应，据
此推测，应该是有某
种“连接件”将头和身
体拼插在一起。

此外，发掘出土
的陶罐、陶壶等纹饰
精美、制作精良，透过

这些珍贵的文物，时隔千年的我们依
然能感觉到汉朝社会的生活气息。

这片墓葬群所在区域位于邙山
北麓、黄河南岸，地形平坦开阔，汉代
洛阳八关之一的孟津关也在该区
域。刘斌说，此次发现的大量汉代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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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

目前，对该墓葬群和遗址的抢救
性考古发掘在持续进行中。③6

上图 考古人员从黄河孟津会盟
段河道内发掘出土的西汉时期彩绘陶
仕女俑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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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履职进行时

杨显明同志1938年6月出生于
山东省莱州县，1956年1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53年11月，任东北电
工局第二工程公司通信员；1955年
在黑龙江阿城仪表厂技工学校学
习；1957年5月至1960年5月，任黑
龙江阿城仪表厂工人、车间副主任；
1960年5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分校
学习；1963年2月至1970年9月，任
黑龙江阿城继电器厂车间副主任；
1970年 9月，任许昌继电器厂三线
搬迁副总指挥长、副主任、副厂长、
厂长；1980年11月至1983年3月，
任许昌地委常委、行政公署副专员；
1983年 3月至1985年 1月，任河南
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5
年1月至1994年12月，任河南省计
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党组书
记；1994年12月至1998年2月，任
河南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1998年 2月至2003年 1月，任政协
第八届河南省委员会副主席。2004
年 4月退休。杨显明同志是中国共
产党第十二次、十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代表。

杨显明同志青年时期离开家
乡，赴东北投身经济建设。1953年
11月，在东北电工局第二工程公司
任通信员，1957年 5月转到黑龙江
阿城仪表厂。在阿城仪表厂 13年
中，他爱厂如家，率先垂范，兢兢业
业，从一名工人到车间副主任。
195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在河南省计划委员会工作期
间，正值全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大
变革时代，机构改革也很频繁。铺
通了周口连接安徽的漯阜地方铁
路，把郑州到禹州的窄轨铁路改成
准轨，河南境内高速公路网建设，新
郑机场的建设，郑州军用机场搬迁；
许昌南水源基地建设、鹤壁盘石头

水库建设、板桥水库复建；郑州、洛
阳热电厂的改扩建，首阳山电厂、鹤
壁电厂、鸭河口电厂建设；计划并实
施完成了郑州市天然气管道化建
设；修建了中原大化、中原乙烯，扶
持南阳酒精厂发展成全国定点陈化
粮转化乙醇生产厂，使河南成为全
国第一批使用乙醇汽油的省份；开
工建设禹州新龙矿；双汇、黄河旋
风、豫能、许继电气、安彩高科的发
展和上市；商丘神火煤电重组上市；
支持宋河酒厂、周口莲花味精扩大
规模，安阳钢厂、济源钢厂发展，还
有很多在全国领先新技术的推广，
不断提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种政
策，助力提升河南经济总量跃升至
全国第五名，改变了河南在全国发
展大局中的地位。

在担任省领导期间，认真贯彻
党的统战政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团结民主两
大主题，广泛团结各党派团体和各
族各界代表人士，选准角度，深入基
层，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真诚了解群
众愿望，如实反映社情民意，履职尽
责，心系群众。他多次组织带领各
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
大政协委员，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
了很多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很
好地履行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职能，发挥了协调关系、汇聚
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作用，为
我省人民政协事业健康发展和不断
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显明同志经组织批准退休后，
仍然心系大局、情系人民、勤于学习，
时刻关注党和国家大事，始终关心我
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曾先后
担任河南省科技协会名誉会长、河南
省交通协会会长、河南省老区建设促
进委员会副会长，保持了一个共产党
员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服务的
高尚品质。

杨显明同志对党、对人民、对
事业忠诚，敢于担当，他的一生是
艰苦奋斗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
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③6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 通讯员
王雷）组织实施“奋进‘十四五’建功
新时代”主题活动、举行“寻找身边党
史人物、讲述机关党史故事”活动、开
展省直机关助力乡村振兴行动……

2月 19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机
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何群峰认真翻阅
着刚刚收到的《2021 年省直机关党
的工作要点》，不时用笔做着标记。

“今年省直机关党的工作思路清、部
署早、举措新、抓手实，我们干起工作
来更有方向、更有底气了。”他说。

据了解，今年省直机关党的工作
要点聚焦营造“三个氛围”创建模范
机关这条主线，以“奋进‘十四五’建
功新时代”主题活动为载体，共分为
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锻

造坚强有力的机关基层党组织、从严
正风肃纪反腐等六部分。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围绕机关党建助力“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突出抓
早抓实，春节假期后立即专题研究巡
视整改和年度工作，印发《2021年省
直机关党的工作要点》，对全年重点工
作、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逐一明确责任
分工，实行项目化管理、精细化落实，
充分激发机关党建新动力、新活力。

“今年是‘机关党建质量提升
年’，我们将进一步突出政治统领、党
建引领、强基固本、制度保障，用高质
量机关党建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以
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
年。”该负责人说。③6

□本报记者 马涛

黄河流域立法应当定位为黄河
流域综合管理法、设置统一的流域专
门管理机构行使涉流域管理职权、立
法要与现行涉水法律规范协调兼
容……这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观
点，都出自全国政协委员、洛阳理工
学院副校长马珺去年全国两会上
的提案——《从立法层面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现有涉水法
律规范难以从根本上满足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双赢的高标
准要求，迫切需要研究制定一部能够
体现黄河流域现实需求的流域专项
法律。”马珺说，去年她这个提案被中
共中央办公厅专报采用。

2月 19日，记者联系马珺时，她
正在做关于黄河文化传承保护的调
研。今年全国两会将至，她依然把关
注的焦点放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上。

其实，去年全国两会期间，马珺
共提交 6项提案，除上述提案被中共
中央办公厅专报采用外，她的《金融
部门减税让利稳住经济基本盘》提案
被中央统战部《零讯》采用，《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总干渠沿线生态保护建
议》提案获民革中央优秀社情民意一
等奖，《发挥高校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的提案》被教育部采用。

迈开步子探实情，深入调研献良
策。2020 年，马珺先后奔赴辽宁省
以及我省的郑州、周口、驻马店等多
地调研，在全国政协移动履职平台上
提交建议 20余条，参加了《中国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关于开展百
姓提升行动建设“两个健康”实践创
新区的实施意见》《建议将库存侵权
商品的数量作为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法定赔偿》等多个立法协商座谈会和
专题议政会。

去年，还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
作的马珺立足岗位职责，取得了不少
成绩：组织参加省“双特”申报工作、
学校成功入选省特色骨干大学，推进
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完成第九批省
级重点学科中期检查、组织“经济管
理与现代服务业”优势特色学科群顺
利通过期满验收……

“成绩只代表过去，今年是开局
‘十四五’、开启新征程的关键之年，
在新的工作岗位，我将继续深入基
层、深入一线，用脚步丈量民情民意，
用实干诠释担当作为，积极为我省高
质量发展献计出力。”马珺说。③6

省直机关党的工作要点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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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温小娟

“感觉像是穿越时空回到了唐
朝，跟‘唐朝小姐姐’共舞。”2 月 20
日，《唐宫夜宴》编导陈琳带领 14位

“唐朝小姐姐”走进河南博物院，录制
博物馆现场版的《唐宫夜宴》，这将是
2月 25日晚播出的河南省元宵节晚
会的“重头戏”。

陈琳说，河南博物院院藏乐舞俑
正是舞蹈《唐宫夜宴》的创意来源之
一，这些乐舞俑姿态各异、惟妙惟肖，
共同组成一个小型宴乐演出场面。

从如在画中的虚拟舞台到走进
博物馆跟千年文物共舞，《唐宫夜宴》
再次进入观众视野，该如何满足观众
的期待？在陈琳看来，演员穿行于文
物之间，一动一静，将唐朝少女参加
宴会的故事娓娓道来，同时用舞蹈艺
术形式赋予这些少女独特的个性，能
充分展现中原文化的厚重和时尚。

随着《唐宫夜宴》的火爆“出圈”，
节目中“唐朝小姐姐”的一颦一笑令
人难忘，它的创意来源之一乐舞俑也
成了“网红”，吸引了无数观众前往河
南博物院探寻传统文化的魅力，几天
来，前去观展的观众甚至能排出 200
多米的长队。

“这组乐舞俑可以说是最贴近这
支舞蹈原型的文物。”河南博物院文化
信息中心主任荆书剑介绍，1959年，
河南安阳的张盛墓出土了隋代乐舞俑
共 13件，形制完整，为研究隋唐时期
的音乐舞蹈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

料。其中乐俑8件，她们形象生动，长
裙铺地，分别手持琵琶、竖箜篌、排箫、
横笛、钹、筚篥等乐器踞坐演奏。同墓
葬出土的5件舞俑，服饰与乐俑相同，
长裙曳地，双袖挥舞，神情恬静，营造
出一种幽静平和的气氛。

在荆书剑看来，《唐宫夜宴》瞄准
了青年群体的需求，将传统元素与当
代视角相结合，运用年轻人喜闻乐见
的方式，展现了文物“萌”趣及内涵，
引发了大众的共鸣。

河南省元宵节晚会的宣传统筹路
大年介绍，这次录制时间共3天，最终
剪辑成一个完整的现场版《唐宫夜宴》。

在华美绚丽的大唐梦境中，除了
再现大唐仕女的形象，节目还重点拍
摄了贾湖骨笛、妇好鸮尊、莲鹤方壶
等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涉及 4个
展厅。河南博物院此前还从未有节
目团队进行现场拍摄，之前央视《国
家宝藏》来录制时，也只是单个明星
拍摄，团队活动直接将拍摄地安排在
这里还是头一次。

“拍摄节目过程中，我们首先要确
保文物安全，不允许将文物移出展柜拍
摄。”河南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王景荃
说，不同的文物有不同的安全标准，彩
绘陶俑对灯光强度较敏感，强光照射会
影响色彩变化造成文物损伤，所以要求
节目组在拍摄时不使用强灯光。

王景荃说，近年来，在《国家宝
藏》等热播文博节目的带动下，越来
越多的节目组走进博物馆录制，很好
地拉近了文物与公众的距离。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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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宫夜宴》在河南博物院录制 顶端新闻音视频中心供图

当传统文化
遇到二次元

二次元
可以让传统
文化焕发新
活力，提高
用户黏性，
将成为传统
文化产业化
的 重 要 通
道。

□本报记者 温小娟

14位“唐朝少女”凭借一支舞蹈《唐宫夜宴》
火速“出圈”后，河南博物院也频频登上热搜，因为
这支舞蹈里唐朝少女造型的主要灵感，就来自河
南博物院里的一组乐舞俑。

在观众的期待中，从 2月 16日开始，河南博
物院官方微博联合@微博热点 @微博美学 @微
博艺术等发起了“唐宫夜宴手绘大赛”互动话题，
邀请插画师、设计师还有广大网友就唐宫夜宴、唐
朝少女进行创作。截至目前，这个活动已经有
5000多万阅读量、1.2万多条讨论。不少插画师
除了创作绘画外，还自发设计了环保袋、鼠标垫等
系列衍生品。

“河南博物院的微信、微博后台每天都收到很
多留言，催促我们尽快推出乐俑的相关文创产品，
比如手办、明信片、贴纸等。”2月 21日，河南博物
院微信、微博运营负责人王苏佳说。

提到观众的热烈反应，王苏佳表示始料未及：
“从唐宫夜宴手绘大赛反馈情况看，这个作品二次元
形象的重塑，使得唐宫小姐姐原本就无比讨喜的造
型越发可爱生动，获得了大家加倍的喜爱和认可。
现在大家‘求出周边’的呼声很高，我们也一直在和
文创办积极对接，争取尽早满足大家的需求。”

其实，传统文化与二次元的跨界融合早已不
是新鲜事。2015年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上映后大受欢迎，被观众誉为“中国动画电影十年
来少有的现象级作品”，让人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
二次元融合产生的强大吸引力。此后《国家宝藏》
《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传统文化
类综艺节目，在以二次元发家的网站哔哩哔哩（B
站）相继走红，更是证明了除动漫外，传统文化与二
次元在更多领域可以实现更广泛融合，让年轻人
在喜好二次元文化的同时也爱上传统文化。

如今，观众走进博物院不再仅仅满足于简单
观看，而是寻求互动感、参与感、体验感。近年来，
河南博物院在展览、文创、融媒体宣传等方面积极
探索且频频“出圈”，让古代文物和当代观众产生
情感上的认同与共鸣。

其中，创新文创开放模式是一个重要尝试。
该院从2019年开始专门成立文创办，建设智库平
台，积极打通授权、生产、销售等各个营销环节。
短短两年的时间，该院推出文创产品728款，以明
星文物妇好鸮尊、彩陶双连壶、武则天金简等为主
题开发的系列产品，在文创大赛上屡获佳绩。眼
下最火的“考古盲盒”，从去年12月初到现在销量
已经突破 10万个。在今年春节期间再度推出的
新颖文创“古钱币”巧克力，成了参观者争相购买
的“网红”产品。

在河南博物院文创办主任宋华看来，二次元
可以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提高用户黏性，将成
为传统文化产业化的重要通道。她说，事实上，在
去年第七届河南省博物馆文创大赛上，这组古乐
陶俑就是参赛设计元素，当时已有参赛选手制作
出了很可爱的手办样品，并且获得了诸多好评。
目前，大赛的许多作品都在逐步量产阶段，这组陶
俑的Q版手办将很快推向市场。此次“唐宫夜宴
手绘大赛”活动中，该院将遴选优秀作品，打造公
众最为喜爱的文创周边。同时，春节前“考古盲
盒”的周边产品——唐代仕女俑的样品已经研发

成功，目前正在进行优化。③8

河南博物院官方微博“唐宫夜宴手绘大赛”
互动话题，邀请插画师、设计师还有广大网友就
唐宫夜宴、唐朝少女进行创作。图为网友创作的
部分作品。（来源：河南博物院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