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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仰韶庆盛典 继往开来续华章
——三门峡市庆祝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系列活动纪实

□王小萍 赵力文

仰俯天地间，韶光何倏然。从1921年

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首次发掘，中国现

代考古学和中国考古事业走过了100年的

光辉历程。为迎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

代考古学诞生 100周年，三门峡市以举办

纪念大会为契机，全力推进建设多项标志

性文化工程，加强仰韶文化对外交流和宣

传推广，推动考古、文物、文旅等事业发展。

提前谋划精心组织

三门峡市委、市政府认识到，仰韶文化系列纪
念活动是一个展示城市形象的绝佳平台，也是今
年三门峡市乃至全省十分重要的文化活动。为
充分展示仰韶文化，围绕相关规划，三门峡市近
年来推进仰韶村、庙底沟、西坡、北阳平等重要遗
址重大考古展示利用项目，构建“早期中国”文明
长廊，打造“仰韶文化”“华之根 夏之源”等文化
品牌。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在1961年国务
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仰韶村遗
址的基础上建设的，于 2017年 12月由国家文物
局批准立项，为2020年河南省重点建设项目。规
划总面积约2800亩，规划总投资3.2亿元，其中重
点保护区的文保项目和文物展示项目占地900余
亩，完成投资1.6亿元。

今年 6月底，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环境
整治和基础设施工程完工并对外开放。安特生小
院整修保洁、游客服务中心工程、室外“文明之门”
大型雕塑安装工程、停车场均提前完工。Y038线
渑池县城至仰韶博物馆道路改造提升工程完工，
在今年8月初全线通车。

与此同时，2020 年 8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联合多家单位启动了仰韶村第四次考古发
掘，陆续有了重大发现。多学科研究稳步推进，取
得了重要成果。

仰韶文化博物馆也全面开展展览提升工程，
新增了一批文物特别是仰韶村第四次考古发掘的
成果，室内展柜、展板重新布置，整治提升院内环境。

庙底沟考古遗址公园一期、二期工程于今年
5月前完工，并对外开放。遗址公园提升工程中，
新增的庙底沟与三里桥雕塑、名人名言景石、大房
基草亭和新增仰韶花纹图案、“华夏之花”雕塑等
在纪念大会开幕前顺利完工。

2020 年 3月，在庙底沟考古遗址公园内，开
工建设了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近 4000件文
物调配、包装、运输、安放、入库，“花开中国”基本
陈列布展等工作在纪念大会前完成。

此外，还开展了灵宝西坡遗址、北阳平遗址保
护展示工程。进行了遗址内观光道路表层处理、
木栈道铺设、标识标牌制作安装、场内绿化等，灵
宝北阳平遗址观光道路（省道 312线至北阳平遗
址段）也竣工通车。

为保障纪念大会举行，三门峡市结合文明城
市创建等工作，进一步打造“净、序、绿、亮、美”的
城市环境，向各界展现“黄河三门峡·美丽天鹅城”
深厚的文化底蕴、优美的生态环境、有序的城市管
理、优良的人文情怀。

纪念大会盛况空前

10 月 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
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纪念大会在仰韶
村所在的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向大会致贺信。

大会围绕“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主题，聚焦新时代新

使命，谋划在下一个考古百年奋勇前行，
共创中国考古的美好未来，继续书写中国
考古学崭新篇章。

同日，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开馆、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园等活动配
套举行。参会嘉宾陆续走入这两处新建
场所，感知仰韶文化，体验“考古圣地”“花
开中国”的魅力。

10月 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
在三门峡市举行。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
百大考古发现”。周口店、河姆渡、良渚、
石峁、二里头、三星堆、秦始皇陵、河北阳
原泥河湾遗址群等入选。素有“文物大
省”“考古大省”之称的河南有 14项入选，
位列第一；陕西有 11项入选，河北、山东、
湖北各有 6 项入选，山西有 5 项入选，北
京、浙江、江西、湖南、甘肃各有4项入选。

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是中国考古

学界一次大规模、开放式、国际性的学
术大会，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和维度，就
继续做好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更好地
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展示中华文明的灿
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进行了严谨
求实的学术交流与讨论。

大会陆续开展主题报告、各专委会分
组论坛、三门峡市考古新发现及成果展示
观摩活动等，全方位展示近年来中国考古
研究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方略、新成果。
为期两天的考古学大会发布416篇考古学
术文献，其中，基因考古、环境考古以及教
育考古成为考古学研究新兴领域。大会
期间，考古学者还走进三门峡部分学校，
举办了23场公共考古讲座。

精心编排的大型情景式音舞诗画《寻
梦仰韶》、吉祥物、微信表情包、仰韶百年
系列丛书、纪念邮票等纷纷亮相大会。

多项文化工程绽放

绚烂仰韶文化，点亮华夏文明。近年
来，为进一步系统挖掘仰韶文化的丰富内
涵和时代价值，三门峡市紧紧围绕仰韶文
化是“点亮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这一定
位，通过深入挖掘、精心策划、全媒传播，着
力打造渑池仰韶村“考古圣地”、庙底沟“花
开中国”两大文化 IP，建设庙底沟仰韶文化
博物馆、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生动展
示仰韶文化内涵精髓、时代价值和世界影响。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仰韶文化
博物馆、发掘纪念点、文化层断面、考古展
示区等景观串点连线，形成“一中心（游客
服务中心）、两环（仰韶环壕、龙山环壕）、三
广场（韶源广场、韶乐广场、韶华广场）、四
点（先后四次发掘纪念点）、五园（考古展示
园、考古体验园、聚落模拟园、仰韶陶醉园、
韶脉水乐园）”的展示结构，突出展示仰韶
村文化遗址考古成果的纪念性、遗址展示
的真实性和遗址环境的完整性，着力打造

集文化遗产保护、
价值阐释、遗存展
示、考古纪念、科
学研究、科普宣传、
休闲观光于一体的
考古遗址公园。

仰韶文化博物馆东
侧，一座全长 106 米、高
4.5 米 的 1921—2021 百
年考古历程红砂岩大型
雕塑墙拔地而起，我国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及著名考古学家头
像被铭刻在雕塑墙上，从而为中国现代考
古学发展 100年历程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新落成的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为国
内较大规模的史前博物馆，甫一开馆，令来
宾惊叹。重达 13吨的饰有庙底沟花瓣纹
的巨型穹顶，为国内建筑艺术造型穹顶的

“重量之最”。近4000件馆藏文物中，1981

年出土于渑池仰
韶村遗址的月牙
纹彩陶罐、2002
年出土于三门峡
庙底沟遗址的弧
线 三 角 纹 彩 陶

盆、灵宝城烟遗址发现
的陶窑等珍品，让来宾
纷纷驻足观赏，感受仰
韶 文 化 彩 陶 的 神 奇 魅
力。

在灵宝西坡遗址，迄今发现的新石器
时代最大单体建筑——占地 516平方米的
F105大房基遗址被成功复原，迎接来自全
国各地专家、学者参观。

为纪念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
学诞生 100周年，一批仰韶文化的图书也
于大会前后陆续出版发行。

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主编，中

国考古学界 200余位权威学者共同撰写的
《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由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纪念大会召开之际出
版发行。由中国科技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出
品的《中国出土彩陶全集》十卷本，文物出
版社出版的《三门峡庙底沟》三卷本、“仰韶
百年系列丛书”，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崤函
古韵——三门峡古代文明展》《三门峡市博
物馆馆藏文物精粹》等图书也于近期出版
发行，与读者见面。

斯文鼎盛，世运新潮。心中有来处，脚
下便有根。近年来，优秀传统文化强势回
归，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和认同。三门
峡市将以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指引，
立足仰韶文化遗址片区富集优势，加强考
古科研工作能力和展示利用水平，深化文
旅文创融合，“让文物活起来”，推动文旅、
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专家发言摘要

中国考古学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
古学会理事长）

从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首次发
掘，到如今中国考古学取得的丰硕成果，中国
现代考古学和中国考古事业走过了 100年的
光辉历程。

中国考古学研究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必须坚持考古为人
民的理念，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发展
道路，以扎实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为基础，
多学科融合，积极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密切交流
与合作，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世界考古学的发
展。百年考古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
度，丰富了历史内涵，展现了中华文明所具有
的非凡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开放包容的博大
情怀，让国人清楚地知晓我们从哪里来，又是
如何走过来的。

河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

刘海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中国考古的百年历程中，河南考古用一系
列的大发现和研究成果实证了中华文明源远
流长、一脉相承以及中原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
中的核心地位，在长达3000年的时间里，黄河

流域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以黄河
流域为代表的我国古代社会发展水平长期领先
于世界。面对新时代、新机遇、新使命，河南考
古要将所有的考古发掘工作纳入大的课题和规
划中，围绕人类起源与演化、中原地区文明化进
程等重大课题开展工作。

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

李伯谦（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北
京大学博士生导师）

对仰韶文化来讲，庙底沟遗址的发现是继
仰韶村遗址发掘之后，又一非常重要的考古发
现，有学者将其称为庙底沟文化。后来通过研
究发现，庙底沟文化前承仰韶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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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三门
峡境内以渑池、灵宝为代表的地区有仰韶文化重
大考古发现，关于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都印证了
三门峡对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作出的贡献，也
让三门峡群众拥有了坚定的文化自信。

三门峡是仰韶文化核心区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
究所所长）

仰韶文化的发现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

幕；1956年到1957年发现的庙底沟文化，是仰
韶文化的新阶段，它建立起仰韶文化和龙山文
化的联系；西坡遗址的发掘是仰韶文化的第三
个阶段，通过对聚落形态的研究，后人了解了仰
韶文化的社会层面。这三个遗址的发现都是里
程碑式的发现。仰韶文化是多姿多彩的。在
不同的时期，特别是在它的早中期，对黄河上
下游及南北临近地区诸多文化都施加了强烈
的影响，同时又吸收了周围文化的许多因素，
与之建立起不可分割的联系。对庙底沟文化
的冲击波，是中国史前文化圈的第一次大整
合，是在各个文化圈长期发展的基础上，慢慢
形成的，为后来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
础。

仰韶文化的地位无与伦比

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仰韶文化是中国发现最早、分布面积最大、
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它的分布涉及 12个省
份，时间延续2000多年，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核
心文化基因。仰韶文化的核心主体区域有大面
积的黄土分布、雄厚的农业基础，在不同时期都
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和影响。在距今约6000年
前，在豫晋陕三省交界之处核心区的仰韶文化
庙底沟类型，向外强烈的扩张和影响，把中国的
主体区域或者更大的一个区域文化联系成了一

个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一直延续发展，
最终构成了整个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基础。
仰韶文化时期所产生的以人为本、稳定内敛、井
然有礼等文化特质或文化基因，延续至今成为中
华文明的一个核心的基因，仰韶文化的地位是无
与伦比的。

仰韶文化地位为什么这么高

魏兴涛（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仰韶文化还是学术研究史最长的中国新石
器文化，是我国史前影响最深远的主干性文
化，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步大都与仰韶文化发
掘研究息息相关。王仁湘盛赞庙底沟期彩陶

“掀起了中国史前一次波澜壮阔的艺术浪潮”。
严文明提出多元一统或多元一体“重瓣花朵”理
论，中原位居花心位置，而中原文化区的主体就
是仰韶文化。韩建业更认为，正由于仰韶中期
的强力扩张影响，为后来统一文明的建立提供
了重要根基，可称之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仰韶文化是奠定中华文
明优秀基因的重要文化。

走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道路

栾丰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现代考古学是从西方引入的，但必须与中国

的考古实践相结合，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道路。中国和西方的考古学，在

资料、技术、方法和理论的构成方面，既有

共同之处，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将这些理

论、方法和技术加以升华，形成独具特色

的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就是具

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考古学。

仰韶文化是融合文化

方勤（湖北省博物馆馆长、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所长）

仰韶文化在学术史上具有极高研究

价值，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最丰盛繁

华的时期。它位于黄河中游地区，遍及

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北、宁夏等

地，反映出当时文化就具有交流、融合等

特点。仰韶村遗址第四次发掘并取得重

要发现，可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周年之后重启新征程的一个标志性

事件，发掘理念、方法、技术和前几次相

比也有较大变化，其进步是中国考古学

人一代代努力的结果，令人振奋和激动

不已。

庙底沟遗址的弧线三
角纹彩陶盆

仰韶村遗址的月牙纹彩陶罐

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大厅

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展出的彩陶 杜杰 摄

仰韶文化博物馆内安特生和他的同事当年在仰韶村发掘场景的塑像，陈列着在仰韶村发掘出来的彩陶 杜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