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明贵

彩陶文化是仰韶文化最绚丽的底色

大河奔涌，在豫陕晋交界处挥洒出一个
大大的“几”字弯。距今 5000年至 7000年
前，华夏先民们在这里建村落、事农桑，并抟
土制陶，勾画狩猎、渔牧、星月等景象，形成
了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
化，这就是“仰韶文化”。

由于仰韶文化最主要的特征是绚丽的
彩陶，因此早年一些研究者也直接将仰韶文
化称为“彩陶文化”。自 1921年至今，经过
百年的调查、发掘和研究，考古学界对仰韶
文化的起源、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等问题都
有了深刻的认识。研究表明仰韶文化前后
历时 2000余年，可以大致分为早、中、晚三
个阶段。 仰韶文化早期距今 7000—6000年，以

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是仰韶文化的开始阶
段，彩陶以黑彩为主，图案多写实，如鱼、蛙、
人面纹和几何纹等。

仰韶文化中期距今 6000—5300年，以
河南陕县(今三门峡市陕州区)庙底沟遗址为
代表，是仰韶文化的大发展阶段，彩陶以黑
彩为主，还出现红彩、白衣彩陶等，图案主要
是由几何纹构成的花卉形图案。考古学家
苏秉琦认为庙底沟彩陶的主题花卉图案描
述的是玫瑰花的形象，因此有“华山玫瑰燕
山龙”的诗句。

仰韶文化晚期距今 5300—4600年，是
彩陶的衰落阶段，彩陶以红彩为主，图案趋
于简单，有条纹、网格纹、折线、圆点等。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是
刀耕火种的代表，是中国史前文化之巅峰，中
国农耕文明的起源，点亮人类早期文明的第
一缕曙光。

说起农耕文明的演变过程，具体有以下
三方面体现形式。首先是生产力大转变，文
明形态从渔猎文明转向农耕文明。渔猎文
明，山川丛林中生存，以捕鱼狩猎为主的经济
形态，渔猎所获是他们衣食的主要来源；农耕
文明，于平原之地聚族而居，由人们在长期农
业生产中形成的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
国家制度、礼俗制度等，其主体包括管理理
念、语言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

仰韶时期的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畜
牧、渔猎和采集为辅的定居生活，展现了从

“茹毛饮血”到“刀耕火种”的史前社会变
迁。仰韶文化时期的生存环境、居住模式、
村落形态、经济手段、日常生活等文化形态，
是原始社会到氏族社会、渔猎文明向农耕文
明过渡的见证。

其次是生产工具革新，从旧石器时代转
向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主要使用打制石
器，新石器时代普遍使用磨制石器。旧石器
时代是依靠天然取火，新石器时代会人工取

火。制陶业、农业、家畜饲养业和磨制石器制
造业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要素
和新石器时代开端的标志。

通过仰韶时期人们的生产捕捞方式中可
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已经逐渐过渡到新
石器时代，在仰韶遗址出土的各类工具表明，
当时的社会已经具备基本的农耕和畜牧的条
件，表明已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
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磨制石器、制陶和
纺织的出现，也是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

再者是社会结构转变，即从母系社会转
向父系社会。人类社会按照血缘组织关系可
分为父系社会和母系社会两大类。父系社会
是由同一个祖父的男性后代吸收外来女性组
成，随着农业的发展，男子逐渐从渔猎活动转
入农牧业生产领域，男人的体力更适合耕作，
成了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从而取得权力，母
系社会开始进入父系社会。

一般认为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在距今六
七千年时达到繁盛，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
至 5000年，因此有可能处于转型期，且其中
各个文化时期发展状态不同。仰韶文化向人
们展示了中国母系氏族制度繁荣至衰落时期
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仰韶文化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代表

舞蹈纹彩陶盆

收藏在博物馆的小口尖底瓶

仰韶文化是生命力最强、

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史前文化之

一，仰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

主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副所长陈星灿

10月 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

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

会在三门峡市召开。100年前，三

门峡渑池县仰韶村，从一个默默无

闻的小山村变成了仰韶文化发现

地。

自 1921 年第一次发掘惊艳世

界后，仰韶村遗址再度吸引了世人

的目光。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遗

址的发掘，使一种新的史前文化类

型被发现并以“仰韶”命名。

“仰韶文化孕育了成熟的粟作

农业，以彩陶为代表的物质文化空

前繁荣，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晚期

开始了早期城市化进程，仰韶文化

研究是探寻华夏民族起源与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的关键所在。”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海表示。

纪念大会的召开，让“仰韶文

化”再次出圈，同时也让“彩陶文化”

“考古学”“农耕文明”“小口尖底瓶”

以及“酿酒”等热词回到公众视野。

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再次印

证了酿酒与农耕文明的关系以及仰

韶先民的悠久酿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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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早在 5000 年前的仰韶文化时
期，人们就已经掌握了运用粮食发酵来酿
造“酒”的技术。酿酒首先要考虑的是环境
因素，也就是酿酒的先天条件。当时，先民
处在南北交接“生态过渡带”的黄河中下游
地区。该地由于大暖期的来临，气温升高，
气候变为暖湿，促使了新石器时代的农业
进入大发展时期，从而加速了从旧石器时
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发展。

同时，受地壳运动影响，黄河夹带上流
的黄土不断沉淀，形成了丰厚的黄河谷地，
这片地区黄土堆积丰厚，矿物质丰富，再加
上地处暖温带南缘，东亚季风带来了四季
分明、雨热同期的气候环境，最早的稻、黍、
粟等粮食便在这里生长。这时的仰韶先
民，已经开始了稳定的有组织的聚落生
活。与此同时，在夜以继日的日常劳作中，
他们通过仰望星空、夜观天象，总结了“应
时、取宜、守则、和谐”的精神理念，奠定了
最初的农耕智慧。

从小口尖底瓶的酿酒史实被发现到大
量的小口尖底瓶出土，这更加说明了，酿酒
在当时已经是十分普遍的活动，人们将其
用于重要的祭祀活动与重要仪式场合的品
饮，可以说，酒在仰韶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
要地位，仰韶人的生活中不可无酒！

2020年 8月，为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内
涵，开展“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
研究”项目，在河南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
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正式启动仰韶村遗
址第四次考古发掘。

9月 29日，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
掘发布重要考古成果，在仰韶村遗址仰韶
文化中期、晚期小口尖底瓶样品中检测出
谷物发酵酒残留，很可能是以黍、粟、水稻、
薏苡、野生小麦族和块根类植物为原料制
作的发酵酒，采用的是发芽谷物和曲发酵
两种酿酒技术。专家认为，甲骨文中记录
了两类酒，即“酒”和“醴”。前者是用发霉
的谷物进行发酵的酒；后者则是用发芽的
谷物酿造而成，酒精度相对较低。这两种
酿造工艺在 5000年—7000年前的仰韶村
遗址尖底瓶残留物中均有发现，为仰韶文
化中心区域粮食酒的酿造和消费提供了直
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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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恒 王子良

冬季已到，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建设热度依然不减，激情盎然。如火
如荼的建设场面随处可见：塔吊高耸、
长臂挥舞，一台台大型挖掘机正在忙碌
着，一辆辆工程运输车来回穿梭着，一
栋栋厂房拔地而起，一条条智能生产线
迅速投产，串起了红旗渠经开区重点项
目建设的壮美画卷。

近年来，红旗渠经开区围绕装备制
造、新材料和精品钢深加工三个主导产
业，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
向，以构建“开放发展新体制、产业集聚
新高地、外资外贸新平台、科创孵化新
载体”为目标，锚定“两个确保”，不断为
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助力县域经济

“成高原”。

探索新路子 开拓新模式

红旗渠经开区自被确定为河南省
改革试点以后，通过学习先进地区经
验，结合自身实际，采取“管委会+公
司”改革路径，社会事务、行政执法移交
职能部门和属地承担，平台公司市场化
承担园区建设运营，新增科技创新和营
商环境职能。设立商务发展事务中心，
与开发区招商局合署办公。建立“一区
多园”联动发展机制，与四川广元、杭州
富阳经开区开展园区共建，和广西、新
疆、西藏开展对口帮扶。

构建“三轴六片”发力产业集聚

围绕两个主导产业和一个新兴产
业，构建了“三轴六片”专业园区空间格
局。全国民营 500强企业——凤宝集
团，领军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由
粗钢—特钢—优质管材—高端无缝
管—车桥轴承的转变。全国电子新材
料产业龙头企业——光远新材料公司，
抢抓 5G时代发展机遇，延伸出了致远

覆铜板、诚雨覆铜板等为代表的下游企
业落地投产，红旗渠经开区内“超细电子
玻纤纱—超薄电子玻纤布—薄型覆铜
板”产业链基本形成，被中国玻纤协会授
予“中国电子级玻纤生产基地”。该经开
区内凤宝重科热扩车桥实现了原材料
到总成的全产业链车轴制造，50万平方
米汽配园区整洁有序、集约发展，2400
余种汽配产品畅销国内外，100万吨铸
造产能绿色产出，“零部件—底盘部件—
车桥总成—整车”产业链，初步形成集聚
效益，被评为“中国汽配铸件产业基
地”。正紧锣密鼓建设的智能制造孵化
园、建筑装备材料产业园，将引领园区产
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区迈进。

聚焦精准招商 发力外资外贸

红旗渠经开区设立“万人助万企”
和工业招商引资“双指挥部”，建立周例
会制度，制定工作推进、信息通报、目标
考核和督导问责四项工作机制。科学
绘制招商图谱，成立11个招商专班，出
台全市招商引资工作制度，各镇办采取

“二分之一”工作法，开展图谱招商、以
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精准高效抓招商、

全力以赴上项目。同时发力外资外贸，
将外向型经济作为重中之重，高标准制
定《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措
施》，在 863科技产业园建立三个外向
型经济平台，外资外贸数量和质量实现
双提升，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
打造开放阵地、政策高地、服务洼地、外
资外贸企业的聚集地。

创新驱动发展 人才赋能未来

红旗渠经开区制定出台科技创新
奖励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
入，企业发明专利保持年均增速 18%，
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20 余家，新增 2
家企业博士工作站，新打造省级及以上
研发平台28个，863科技产业园成功创
建为国家级孵化器。红旗渠经开区全
面落实“洹泉涌流”人才引进政策，完善
人才保障服务体系，为各类人才迸发才
智、创新创造厚植沃土。红旗渠经开区
与郑州大学签订校区战略合作协议，推
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凤
宝特钢集团携手上海大学、北京科技大
学，成立联合研究中心，为产业协作发
展插上科技翅膀。

“循环化+智能化”打造绿色园区

红旗渠经开区积极研究落实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任务，实施园区循环化改
造项目93个，构建循环化产业链条，全
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循环化水平稳步
提升，成功通过国家循环化改造示范园
区验收。70 余家企业完成智能化改
造，29家企业被认定为安阳市智能制
造示范企业，21家企业被认定为省级
智能工厂（车间），全区规模以上企业智
能化改造比例超过60%，成功创建全省
智能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

优化营商环境 厚植发展沃土

红旗渠经开区编制“一区多园”发
展规划，依据主导产业发展，开展专业
园区导视系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
作，提高土地利用科学化、目标化。完
善基础设施加快经开区铁路专线建设，
推进园区 5G基站改造进度，打造了河
南省第三批国家增量配电试点项目。
开展“百园增效”行动，实施园区区域评
估全覆盖，不断降低企业投资生产成
本。平台公司市场化运营，盘活闲置厂
房 18 万平方米，置换淘汰低效企业 7
家。推行“店小二”服务制度，编制惠企
政策系列手册，协调推进 97个项目的
235个具体事项。搭建银企对接平台，
为6家企业协调贷款5000万元，授信8

家企业 9.4亿元；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方式，为重点企业招工2000余人；优化
区内公交线路，实现园区重点企业公交
无缝换乘。

风劲潮涌奋楫先，昂首阔步新征
程。“十四五”期间，红旗渠经开区将全
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发区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大力发扬红旗渠
精神，以打造“两区两基地”为目标，聚
焦“放权赋能、一区多园、人事改革、独
立财政和‘两碳’研究”五个重点，采取

“扩大外资外贸总量、提升科创含量、强
化招引质量、挖潜产业增量、做优环境
变量、撬动金融力量、夯实要素配量、加
大绿色分量”八个专项行动，努力为河
南实现“两个确保”，勇担建设现代化河
南历史使命。

凝心聚力谋发展 创先争优开新篇
——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纪实

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成
立于1992年，2006年批准为
省级，2012年批准为国家级，
总面积 81.02 平方公里。全
区共有法人企业 3300余家，
“四上”企业500余家，高新技
术企业 89家，上市企业 1家，
国家级孵化器 1家，省级及以
上研发中心55家。先后荣获
“国家循环化改造示范园区”
“国家绿色制造园区”“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小型
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河南省智能化改造示范园
区”等荣誉称号。

凤宝重科全景图

光远新材电子布生产线

恒生科技自动造型线

凤宝重科车桥总成

致远电子研发中心

开发区名片

中国仰韶 中国气派——仰韶文化发现一百周年之 历史荣耀 篇

仰韶悠久的酿酒史
进一步印证了仰韶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