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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17日电 在仰韶文化发
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
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100 年来，几代考古人筚
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
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
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
用。

习近平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

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
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
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纪念大会 17 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
开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河南
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1921 年 10 月，河南
省渑池县仰韶遗址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
古学的序幕。

贺 信
值此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

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

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

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希望广 大 考 古 工 作 者 增 强 历 史 使 命 感 和 责 任

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

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1年 10月 17日

（新华社北京10月 17日电）

习近平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强调

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
——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在全省文化和旅游战线引发热烈反响

02│要闻两代人的考古情怀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 张笑闻）10月
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河南省人民政府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三门峡市举
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省

委书记楼阳生出席并讲话，省长
王凯出席。

谢伏瞻向河南省委、
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
的高度重视和

对 中 国 社

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近年来，河南
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综合实力、战略地位明显提升。河南是中国发展的缩
影，河南的发展成就有力地印证了我国蓬勃发展的良好
态势。加强对河南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把握
省情国情，把握发展规律，破解发展难题，明晰发展路
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河南保持着良好的合
作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国情调研、课题研
究、学科建设、考古发掘等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此次
签署省院战略合作协议，把双方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
层次、更宽领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重要思
想库和智囊团，将发挥学术优势、智力优势，把河南的实
践经验研究透、总结好，为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重要参考，为推动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

新的贡献。
楼阳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谢伏瞻一
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

以来对河南改革发展的指导

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
坚强领导下，历届历任省委班子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开拓
进取、奋勇争先，中原更加出彩迈出坚实步伐。今年入夏
以来，面对汛情疫情的双重考验，全省上下众志成城、攻
坚克难，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当前河南发展站在了新的历
史起点，到了大有可为的关键阶段，前段时间召开的省委
工作会议，提出了“两个确保”奋斗目标，作出了实施“十大
战略”、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部
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国家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这
次与河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合作站上新的
起点，必将对现代化河南建设发挥牵引性、全局性、战略
性的重要作用。希望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在重大问题
研究、新型智库建设、人才培养、“双一流”建设等方面深化
交流合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省领导李亚、穆为
民、戴柏华出席。③7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 马涛）五千年仰韶点
燃文明曙光，一百载风雨坚守初心不改。10月 17
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
念大会在三门峡市开幕。大会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
贺信。

中宣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中
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省委书记楼阳生出席大
会并讲话。省长王凯出席。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主
持会议。考古学界专家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发言，考古学界专家代表李伯
谦、刘庆柱、王巍、赵辉等出席会议。

胡和平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论述、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专门向本次纪念大会发
来贺信，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和关于考古工作
重要论述精神，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以科学可
信的考古成果，塑造全民族正确历史认知、构建各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牢固树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责
任重大的观念，积极动员凝聚各方面力量，建强考
古学科、考古队伍，为新时代考古事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推动考古成果利用，更加系统、
更加生动地转化为坚定文化自信的宝贵资源，更好
发挥以史育人、以文化人作用。胡和平强调，要充
分认识百年来我国考古工作在展现中华文明发展
脉络、灿烂成就、世界贡献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
用。要加大考古发掘工作力度，强化考古成果研究

阐释，推动考古成果利用，扎实推进新时代考古工
作。要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加强考古学学科建设，
建好用好人才队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切实为考
古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谢伏瞻代表中国社科院向广大考古工作者表
示热烈祝贺。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立意高
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语重心长，充分体现了总
书记对考古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考古工作者的
殷切希望和重托。广大考古工作者要积极响应号
召，自觉肩负起党中央赋予的崇高使命，不断开创
考古工作繁荣发展新局面。谢伏瞻指出，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现代考古学也走过了
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成为20世纪以来哲学社会科
学中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回望百年历程，中国考

古工作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几代考古人严谨求实、艰
苦奋斗、敬业奉献、挥洒汗水干出来的。新征程上，
广大考古工作者要继承和发展中国考古事业，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
握中国考古学发展道路，聚焦重大历史问题，集中
力量、联合攻关，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推出一
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考
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加强考古
能力建设、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奋力开创中国考古
学和考古工作新气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楼阳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关心支持我省改革
发展和文物工作的中央部委、中国社科院和社会各
界表示感谢。（下转第二版）

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
诞生 100 周年纪念大会开幕

大会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
胡和平谢伏瞻楼阳生王凯出席

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三门峡市开幕。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蔡迅翔 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谢伏瞻楼阳生出席并讲话 王凯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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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中国学者一起发

掘渑池仰韶村遗址，拉开了中国现代考

古学的帷幕

1921年

1931年
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发现考古学

史上的“安阳后岗三叠层”，有力

地驳斥了“仰韶文化西来说”

1951年
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夏鼐带队第二次发掘，基本明

确了仰韶文化的性质和面貌

著名史学家徐旭生

发现二里头遗址，

揭开“华夏第一王

朝”序幕

1959年

1980－1981年
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等进行第三次

发掘，证实了仰韶村文化遗址存在

着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

2020年
仰韶村遗址启动第四次考古发

掘，实现了数字信息化、多学科、

多技术相结合

2021年 10月
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

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三门峡市

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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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本报评论员

仰韶彩韵传千年，百年考古再出发。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

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代

表党中央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强调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努力建设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对考古工作和文化发展的关心和重视，对考古工作者的

关爱和激励，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必

将推动新时代考古工作和文化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

河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1921 年仰韶村遗址

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仰韶文化是我国

分布地域最大的史前文化，共涉及河南、陕西、山西等 10

个省区，是我国延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跨度

距今约 7000 至 4700 年，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非

常重要的发展阶段。仰韶文化的发现，第一次证实了

中国存在先进的远古文化，点亮了“中华文明的第一

缕曙光”。长达一个世纪的发掘过程，更让仰韶文

化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最好的见证。

考古每向前一小步，我们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就向前一大步。

河南是文物大省、考古大省。以仰韶文化发掘为起点，河南考古

工作迎来重大契机，取得累累硕果，殷墟“最早的中国文字”记载

遗落的历史，二里头让世人见识“最早的中国”，双槐树遗址揭开

河洛古国神秘面纱……考古工作者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贡献了河南力量。

百年考古百年辉煌，为我们留下诸多难以磨灭的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

不能忘怀，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青灯黄卷，“衣

带渐宽终不悔”潜心发掘，“上穷碧落下黄泉”探索真相，将零落的

历史遗存拼凑起来，把更完整的形象展现给世人，其深厚的爱国

情怀、坚定的学术志向、顽强的工作作风值得深入学习。

不能忘怀，探究文明起源、理清历史脉络永无止境。在中原这

片古老而厚重的大地上，蕴含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根”与“魂”。在

研究仰韶文化基础上，著名学者严文明提出多元一体“重瓣花朵”

理论，揭示了中国史前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居于花

心位置的中原，与层层叠叠的花瓣一起，交相辉映，绽放文明之光，

启示我们在重大考古问题上继续探求未知，揭示本源。

不能忘怀，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河南

博物院、龙门石窟等屡登热门旅游地榜单，“只有河南”演出唤醒

人们内心深处的记忆，考古热、文物火、国风炫……事实一再证

明，文化从来都不是养在深闺，藏之名馆，而是根植于血脉。传统

文化具有无限魅力，充分挖掘其潜能，往往就能大放光彩。考古

尽管是小众而专业的，但文化却是大众的。每次重大考古活动，

也是一次传统文化的宣传普及，让我们对文明的理解和认识日渐

深入，让考古和社会结合更紧密。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迈向现代化

河南建设新征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了解中华文

明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规律，文化自省从未如此深刻，文化自觉从

未如此清晰，文化自信从未如此坚定。扎实做好新时代文物和

考古工作，就要加强遗产保护，守护历史文脉、传承文化基因；

做好研究阐释，更好寻根溯源、揭示文明脉络；推进合理利用，

加强活态展示、推动创新发展；坚持开放合作，深化文化交流、

促进文明互鉴。

立高山之巅，方见大河奔涌；于群峰之上，更觉长风浩荡。以

百年考古为契机，深入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坚定文化自信，强

化文化担当，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原大

有可为！1

从仰韶出发续写文化传奇

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评选，河南殷墟甲骨窖

藏、虢国墓地、芒砀山汉墓三个项目上榜

1991年

郑州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入选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为认识中国境内及东亚地

区现代人类及其文化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非

常重要的新资料

2011年

河南考古百年系列纪念活动启

动，回顾河南考古百年历程，检阅

河南考古百年重要成果

2021年 7月

2021年 10月 18日 星期一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⑨6 孙猛 摄 游客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参观。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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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图① 三门峡庙底沟出土的彩陶盆。
图② 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卜甲。
图③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图④ 郑州老奶奶庙遗址出土的骨片。
图⑤ 仰韶文化博物馆。
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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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物“陶小淘”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10 月 17 日，为迎接仰韶文化发现
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纪念大

会，三门峡市新落成的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
馆正式对外开放，来自全国的考古专家学者纷

纷走进博物馆参观。
一走进博物馆大厅，抬头望见庙底沟独特花

瓣纹饰为元素设计的巨型穹顶，展厅内各种器型的
彩陶琳琅满目，彩陶上图案更是丰富多彩，花草鱼虫、

日月走兽……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用手轻轻滑动玻璃展柜上的多媒体屏幕，彩陶上的

纹饰影像就慢慢地展开，像打开了一幅幅精美的画卷。“在生
活陶器上描绘花的纹饰是生命繁衍的美好寄托。”博物馆副
馆长刘社刚介绍。

“以前看到的都是设计、图片，现在把实物拿出来展览，
非常气派。”著名考古学家、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李伯谦兴致勃勃地说，《花开中国》《花
之蕊》《邂逅庙底沟人》和《庙底沟记忆》这几个展览通过大量
图片、文献和实物，展示了庙底沟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丰硕
成果。

作为主题展览馆，“花开中国——庙底沟与中华早期文明
的发生历程”，从历史发展角度，讲述庙底沟仰韶文化从哪里
来到哪里去的历程、文化面貌和重要影响，展示庙底沟在中华
文明发展中的主根脉地位，构建文化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

“数字化展览《邂逅庙底沟人》，是对基本陈列的生动演
绎，让观众参与其中，增强体验感。”湖北省博物馆馆长、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说，未来的考古学应该面向大众，让
文物会“说话”。

“对仰韶文化来讲，庙底沟发现是继仰韶村遗址发掘之
后，又一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有些学者还把此称为庙底沟
文化。后来通过研究发现，庙底沟文化前承仰韶文物，后接
龙山文化，大量的彩陶都是在庙底沟文化这个阶段制作出来
的。”李伯谦说，由于三门峡境内以渑池、灵宝为代表的地区
有仰韶文化等重大考古发现，一直以来他十分关注这片土
地，关于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的考古发掘，印证了三门峡对
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作出的贡献，也让河南人拥有了坚
定的文化自信。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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