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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我省有

50多个重大项目被纳入国家项目库，这些项目

建成后，将是“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形象落地的“主舞

台”。4月 13日，本报记者走进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项目，打

探工程进度，了解项目建设进展，看看这些重大项目将会给公

众带来哪些惊喜。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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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沙颍河水位突降 周口“老码头遗址”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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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方化祎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于扬 李玉坤

4 月 13 日，沙颍河与贾鲁河交汇
处，随着沙颍河水位的突然下降，河水
与河坡间一排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
木桩露出水面，吸引了人们的关注。

这里是周口市文物保护单位“周家
埠口遗址”所在地。那排露出来的木
桩，正是数百年前清朝时期打下的码头

“排桩”。
这排沉寂了数百年的排桩，执着

地守护着沙颍河，见证了周口漕运文
化的辉煌和如今沙颍河通航的复兴。

有风吹来的时候，沙颍河水泛起
涟漪，水浪温柔地拍打着岸边的红石
板，也冲刷着那排木桩。岁月沧桑，在
木桩上留下明显痕迹，木桩表皮出现
了一些腐化、脱落，它们深深扎根于水
面之下的泥泽中。若不是这次施工需

要沙颍河水位下降，人们很难寻觅到
这排木桩的踪影。

岸边，周口市文物保护单位“大渡
口码头遗址”的石碑静静矗立。大渡
口码头遗址就是周家埠口码头，而“周
家埠口”，就是周口这座城市的雏形。

周口市博物馆馆长周建山说，周
家埠口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距今已
有大约600年历史。但目前尚存的、这
次露出水面的排桩，经初步查看并结
合史料分析，应为清朝时所建。“排桩
的作用，一个是防止河水冲击堤岸，一
个是支撑码头的平台。人们上下船装
卸货物，从码头的木板平台上通行，下
面支撑的就是这些木桩。”

周口市博物馆里珍藏的一段码头
排桩，是市委宣传部原调研员岳献甫
生前在周家埠口遗址处采集并捐赠
的。那段木桩上还附着许多河蛤蜊外
壳，成为漕运文化的“活化石”。

目前，周口市已经在遗址岸边，划
定了文物保护范围。等开闸放水后，
这些木桩将重新被淹没在水下与空气
隔绝，反而是无氧状态下一种保护。

今年 60岁的刘传生，是河南省摄
影金像奖（纪实类）获得者。从1981年
参加工作开始，他除了记录周口城市的
变迁之外，还对周口深厚的历史文化尤
其漕运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进行钻
研。

“周口最早是个渡口，商贸交易功
能还不健全。后来发展为埠口码头，
这样一来，来往船只行到周口时，船商
和船工不仅可以靠岸歇息，还可以上
岸住宿、吃饭等，久而久之，埠口码头
附近兴起了商铺，最终形成了集镇。”
刘传生说，根据史料记载，清道光年
间，周口的商人商号数量超过千家，年
经营额达500万—600万两白银。

600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据

《清实录》记载，1842年清朝全年财政
收入为3714万两银子，那么，600万两
银子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六
分之一。

得天独厚的水运资源，让周口拥
有了“聚宝盆”。然而，由于种种历史
原因，周口的漕运贸易到 20世纪初期
开始衰落。直到 2009年，沙颍河航运
才逐步恢复。

如今，在距离“周家埠口遗址”下
游大约 25公里的地方，一个现代化的
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已经崛起。今天
的周口中心港码头，不仅恢复了往日
的航运辉煌，而且航运水路越走越宽，
开通了周口港至太仓港、淮安港、上海
港等 6条集装箱航线，并于去年 7月份
开通了周口港至美国洛杉矶长滩港集
装箱航线。今年 2月 19日，周口港又
开启了到非洲加纳特马（TEMA）港的
国际物流新通道。③5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张体义

工程车吊起树木缓缓驶向绿
化区，考古人员蹲在探方内拿着手
铲细心刮土、工人们或来回运送物
料或紧张施工……4月 13日，大河
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主体建筑
中国仰韶文化博物馆施工现场一
派繁忙景象，博物馆整体造型初
显。该博物馆下沉式“折叠时空”
的建筑设计引人关注，未来，博物
馆整体外观将与遗址地面融为一
体。

“采用下沉式设计方案，主要
是考虑到在遗址区内建设博物馆，
应以遗址为主，不宜过分突出现代
建筑。”郑州市大河村考古遗址公
园基建科工作人员杜伟告诉记者，
该博物馆今年 6月底可以封顶，建
成之后，将成为国内首个全面系统
展示仰韶文化的平台，通过实物展
示结合数字化、多媒体等方式丰富
陈展体验，全方位再现史前彩陶艺
术之美。

发现于 1964 年的大河村遗
址，先后出土了国内迄今保存最为
完好的史前居住建筑基址及无数
色彩明艳的精美彩陶等珍贵遗迹、
遗物。2021年 1月，大河村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项目正式启动，这是郑
州市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核心起步区、打造黄河文
化主地标城市的示范项目，是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项目之一，也
是“十四五”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重
点建设项目。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馆长胡继
忠介绍，整个园区是按照“一核（大
河村遗址本体核心保护展示区）”

“两节点（中国仰韶文化博物馆、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院）”“三片
区（生态湿地修复区、原始农耕种
植区和互动休闲体验区）”进行规
划布局，总占地面积 2400亩，总投
资 16亿元，预计整个公园于 2022
年年底前建成并初步具备对外开
放条件。

春天的遗址公园里，蜿蜒流淌
的人工水系，竞相开放的花朵，古
朴典雅的栈道，一幅湿地公园的美
丽风景画尽收眼底。胡继忠感慨
不已，从一片黄土地到公园初露芳
容，一年多来，他每天都会在园区
内走上无数回，点滴变化总能让他
欣喜。

“这片区域属于生态湿地修复
区，主要根据历史资料进行复原当
年生态水系，再现仰韶文化中晚期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
地关系。”胡继忠认为，当年，这里
的气候温暖湿润，沼泽地多、树木
繁茂，非常适宜生存，这也是大河
村民选择在这里生活的原因。

更让人期待的是园区东边占
地 700 多亩的原始农耕种植区和
互动休闲体验区。“可以让孩子来
这里‘上劳动课’，体验插秧、收割、
用石磨棒磨稻谷和小麦。体验项
目涵盖渔猎、稻作、狩猎、农事等，
我们的目的是将园区打造成国内
黄河文化研学游中心和旅游集散
地。”胡继忠说。③5

□本报记者 张体义 温小娟

郑州市文化路北段，312公路北侧，
一片高大的白杨树林中，便是黄河国家博
物馆项目建设工地。4月13日，记者来到
这里，只见脚手架林立，博物馆主体结构
钢架高耸，Z字形造型已经露出模样。

站在博物馆建筑高处，远处绿树掩
映中，隐约可见黄河东去；近处，身着红
色工装的工人在紧张地忙碌着，大型运
输车辆从四面八方运来建筑材料。郑发
集团黄河国家博物馆项目负责人赵欢
说：“有 1300 多名工人在昼夜不停地施
工，预计 4月底主体结构封顶，年底前主
体结构完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

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后，为传承黄河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经过认真谋划，有关部
门决定在保留黄河博物馆现有场馆的基
础上，另辟新址建设黄河国家博物馆。
黄河国家博物馆作为郑州市黄河历史文
化的主地标，选址在惠济区文化北路与
黄河大堤交会处，占地约 135亩，总建筑
面积约 10.2 万平方米，建筑高度约 40
米，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局部四层，属于
特大型博物馆。

黄河博物馆成立于 1955年，是我国
唯一以黄河为陈列主题的自然科技类博
物馆，被誉为“黄河巨龙的缩影”。黄河
博物馆老馆位于郑州市紫荆山公园旁，
2012年迁至郑州市迎宾路对外开放。

从最初的“展览馆”到黄河博物馆，再

到建设中的黄河国家博物馆，黄河博物馆
实现了“三级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
治黄的功绩、文化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
黄河国家博物馆建筑整体外观借鉴黄河

“几”字形大曲大折的建筑理念，屋顶采用
绿地花园形式，建成后观众可以漫步在楼
顶之上，将黄河的自然之美与文化之美融
为一体。主要设有陈列展览区、教育与服
务区、藏品库区、藏品技术区等。

赵欢介绍说，黄河国家博物馆项目
2021年 7月开工建设，为了保证工期，春
节没有放假，确保了工程进度。③7

上图 黄河国家博物馆正在全速建
设中（4 月 14 日摄）。⑨4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大河村遗址公园露芳容

黄河博物馆的“三级跳”

本报讯（记者 郭歌）4月 14日，记者
从龙门石窟研究院获悉，在龙门石窟奉
先寺大型渗漏水治理和危岩体加固保护
工程中，首次发现卢舍那大佛头部有金
元素的残留，据推测当时的卢舍那大佛
可能身披金箔。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奉先寺发现有
金元素的存在，很有可能是当时在建造
时对卢舍那大佛使用了‘贴金’工艺。”龙
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马
朝龙介绍，这次发现对于研究当时的石
刻造像具有重大意义，接下来会进行进
一步的分析研究。

龙门石窟经过千年的风雨侵蚀，大
部分彩绘颜料脱落，“但在奉先寺我们还
是发现了绿色、黑色、红色等彩绘残留，
可以推测这是当时的工匠为古代佛像进
行‘装彩’。”马朝龙说。

龙门石窟研究院陈列展示中心高丹
介绍：“卢舍那大佛眼睛下方，就有淡淡
的红色颜料残留，很难得。因此唐代人
看到的造像，可能身披彩色的‘衣服’，并
非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龙门石窟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
代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代

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也是唐代
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缩影。

“在这次的大型渗漏水治理和危岩
体加固保护工程中，我们把工程当成科
研课题，尝试开展数字科研考古工作，通
过部门合作、多学科综合和先进科技手
段应用，收集文物本体表面残存的信息，
证实古代石刻造像的制作工艺，同时为
下一步虚拟复原佛像打下基础，展现卢
舍那大佛最初的美丽容颜。”龙门石窟研
究院院长史家珍表示。③5

龙门石窟奉先寺首次发现金元素

卢舍那大佛或曾身披金箔

□本报记者 郭歌 本报通讯员 秦阳

4 月 14日，在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展示中心项目现场，塔吊林立、
工人繁忙作业，主体建筑已然成型，连坡
曲折的屋顶象征着黄河的波涛。

“展示中心建筑外观造型突出黄河
元素，特别是建筑顶部采用连续坡屋面
形式，象征着滚滚黄河奔流不息、黄河文
化源远流长。”该项目负责人介绍，连片
的建筑素雅又不失动感，与周边的隋唐
洛阳城定鼎门遗址博物馆和城墙遗址融
为一体、交相辉映。

为系统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创新性
发展、现代化传播黄河流域非遗文化，洛
阳加快推进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展示中心项目建设。据了解，该项目
占地约 93亩，总投资约 18亿元，总建筑

面积约18万平方米。
“目前，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

正在进行二次结构、机电安装、外幕墙、
景观绿化、室内装修等施工。”该项目相
关负责人表示，按照计划，将于今年10月
底前开馆试运营。

眼下，建筑团队正抓紧时间完成内
部建造工作，展陈设计团队同步在为文
物展陈、内部设计、区域打造等工作忙碌
着。“未来，保护展示中心将主要突出对
黄河非遗文化的整体保护措施，重点呈
现对黄河非遗的宏观印象和总体认识，
同时还将对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
化、齐鲁文化等文化形态进行整体展示，
一站式保护展示黄河流域非遗文化。”项
目展陈团队相关人员表示。

在工作人员演示的未来蓝图中，这
里包含非遗展示馆、非遗古街、非遗书

城、非遗学术交流中心等设施，还将进一
步精细化设置黄河非遗生活馆、河洛非
遗保护成果展、九曲黄河·非遗总览、黄
河文化溯源、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与非
遗实践等单元。并且通过高科技技术，
动态展示沿黄九省（区）代表性非遗项目
的全貌和保护成果，让观众身临其境，沉
浸到非遗传承故事中。

同时，非遗展示馆还面向年轻人搭
建多个不同主题的非遗数字体验展厅，
充分利用多媒体、动漫、全息投影、虚拟
现实等技术，展示民俗类、表演艺术类、
传统技艺类等非遗项目。非遗展示馆及
非遗学术交流中心区域，还将定期举办
非遗剧目演出及非遗传承叙述交流会
等，作为黄河流域非遗整体性保护的一
个典型示范，彰显黄河非遗项目的独特
魅力。③7

黄河非遗一站达

对漕运文化有着很深研究的周口市民刘传生，讲述周家埠口遗址
情况。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玉坤 摄

建设中的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角。⑨4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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