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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启文明 礼以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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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距南阳市中心约十
公里。与那座同名的中国风景
名山相比，它海拔不足两百米，
凸出地面 17米，不过是白河岸
边毫不起眼的小山坡而已。

山顶，数十座相连的考古
探方里，房摞房、墓摞墓，玉石、
陶片随处可见；山脚下，码头、
路基的遗存初露芳容；向西南
眺望，约 3公里处是南阳独玉
的发源地——独山。

从发现一件玉铲开始，经
过数年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在
这里找到了仰韶文化“前坊后
居”的坊居式建筑群，找到了屈
家岭文化的大墓、玉器加工基
地，找到了通连独山的古河道
及码头，几千年前，“黄山造”的
玉器便从这里辗转走向中原、
流通南北。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
方。玉石作为“神物”至少出现
于距今8000年前。随着人类
社会的发展演变，玉逐渐从通
神所用的神器，发展为国家祭
祀等重要政治活动中的礼器。
费孝通曾用“玉魂国魄”来概括
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千
百年来，历代文人对玉石美德
的青睐，不断丰富着玉的“人格
化”内涵，玉文化成为中国文化
中迷人的篇章。

时光兜兜转转，在中原大
地处处留痕。而今，黄山遗址
所在的南阳市，依然是全国最
重要的玉石加工、生产、销售的
集散地，玉雕人才培养基地。

文明的脉络从未间断。透
过精美的玉石，它吟唱至今。

□本报文化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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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七·透过文物看河南考古知今

商代青玉鸟形佩

雕琢复雕琢，片玉万黄金。

——南宋 戴复古

5000 年前，南阳黄山脚下、白河岸
边手执工具凿石磨玉的工匠们一定想不
到，他们的手艺在这片土地上不断被发
扬光大，延续至今。

今年 8月 18日，第八届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评选结果出炉，南阳玉雕代表人
物之一仵孟超入选其中，为河南玉雕人
再添光彩。这是继吴元全、仵应文、赵国
安、王冠军之后，我省玉雕行业的第五位

“国”字头大师。
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成于春秋战

国，兴于汉、唐、宋、元、明、清，经过历代
玉雕艺人的潜心研究，河南玉雕逐步形
成了鲜明的地域风格，以独特的风土人
情、手法流派，屹立在中华玉雕艺术的百
花园中。1999年澳门回归之际，南阳玉
雕大师吴元全创作的《九龙晷》还被作为
贺礼赠送给澳门特区政府，镇平玉雕也
走进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近年来，
玉产业的发展在中原大地得到进一步提
升，我省已基本形成了南阳、镇平、新密
三大玉雕产业集聚基地，洛阳、周口等新
兴玉雕加工集聚区。

9 月 6 日，镇平这座离黄山遗址 50
公里的县城，车来人往。街头店牌，随处
可见“玉”字，提示这是一座与玉结缘的
地方。近年来，玉雕加工已经遍布全县
16个乡镇 100多个行政村，其中玉雕专
业村 50个，玉雕专业户近 1.5万户，拥有
大型玉雕专业市场 10个，各类玉雕精品
门店、摊位 3万多个，县内外从业人员达
40万人。真可谓村村机器响，家家琢玉
声。

随着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有文化、
有艺术美感的玉雕作品备受追捧。善于
刻苦钻研、脑瓜灵光的河南玉雕人开始
尝试走出去，到高等美术院校深造，到北
京、苏杭等玉雕技艺精湛的地区“充电”，
在玉雕文化内涵提升和玉石雕刻技艺上
狠下功夫。

这些去外地“充电”学成归来的人们
带回了一股清新之风，使河南玉雕开始
变得更加细腻而富有内涵，在传承民族
传统文化和工艺的同时，注入了多元文
化的因子，逐渐形成了南北并蓄、中外兼
容、多样并举的艺术风格。

电商搭平台，试水互联网。近年来，
从最初的地摊经济，到如今火遍大街小巷
的电商直播，“玉雕+互联网”模式迅速在
全省铺开，新密玉雕师陈红卫经历了这一
全过程，他说，线上直播销售已占九成。

南阳独山玉，与新疆和田玉、辽宁岫
岩玉和陕西蓝田玉并称中国四大名玉，但
随着优质玉石资源产量的锐减，我国高端
玉料来源缺口逐渐增大，一些加工用料也
来自阿富汉白玉、加拿大碧玉、俄罗斯白
玉等国外玉料，部分高端玉雕师甚至是玉
雕名家，面临着好玉难求的窘境。

好消息来了。洛阳栾川近年来发现
了出产“伊源玉”的大型玉矿，保守估计
达到 2000万吨以上。这为玉雕产业发
展带来了好消息。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
有关人士认为，栾川玉矿若能得到产业
化发展，不仅能够弥补国内玉石加工业
的原料缺口，更能以高端的品质受到玉
雕名家和大师们的关注及青睐，为中原
玉雕产业提供强大的发展后劲。

石之美者，泽润中原。在河南玉雕人
勤劳智慧的双手中，精美的玉石闪耀着艺
术之光，继续为美好的生活喝彩。5

黄帝之时，以玉为兵。

——《越绝书》

玉石，这种因地壳运动由融化的岩
浆遇冷凝固而形成的美且坚硬的矿石，
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也是人类最
早发现并使用的材料之一。

9月，秋意渐浓。南阳黄山遗址的发
掘工作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黄山遗址出土的玉石料极其丰富，
砂岩质的制玉石工具2.3万余件，另有玉
器百余件、独山玉半成品或废品 500余
件、玉片3500多件、玉料4500余件。”黄
山遗址考古发掘领队、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研究员马俊才说。

经过几年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
确认了黄山遗址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制作
遗存，以独山玉石为资源支撑、其他地方
玉材为辅助，大致存在仰韶晚期“居家
式”作坊群向屈家岭时期“团体式”生产
模式转变的规律。

让人惊奇的是，目前在全国 20多个
遗址出土的独山玉器都疑似“黄山造”，
或许该遗址生产的玉石器交流范围已远
远超出了南阳盆地。

在一座墓葬里，一排细小的骨片吸
引着我们的目光：每一块骨片长约 1厘
米，两端打磨圆滑，推测是串缀起来的冠
饰。打孔、串缀起精美的玉石和骨片，可
以想见，当祖先们把那些色泽晶莹的“美
石”，经耐心细致的打磨，制成带有一定
意义的形状，是一幅多么美妙动人的图
画。这是古人审美意识的滥觞，标志着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人类对玉石的认识可谓久远。距今
8000年左右，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查海遗
址就出土了玉玦、玉斧等玉器，除装饰功
能 外 ，一 定 程
度上已具有标
识墓主人身份
和 地 位 的 功
能。至良渚文
化 时 期 ，玉 器
的制作和使用
达到了一个巅
峰。

距今5500
年前后的红山
文 化、大 汶 口
文化、凌家滩文化时期，玉器服务王权已
初具雏形。如红山文化典型玉器之一的
多联玉璧，凌家滩等史前文化的玉钺等
都广为流行。通过对考古发现的玉器分
析，以及东汉《越绝书》黄帝时代“以玉为
兵”的记述，有学者提出，在石器时代与
青铜时代之间，距今约 5500 年至 4000
年，或可存在玉器时代的观点，即从原始
社会向国家城市社会转变的中间阶段。

在学界，这一观点仍需商榷。但著
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强调：“中国史
前史中虽不必划出一个玉器时代，但中
国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却实实在
在是在玉器被当成礼器、王权象征物、通
神的媒介、美德的象征物那个阶段上形
成的，这个时代趋势比‘青铜时代’为
早。”

“黄山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正好填补
了中原和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
作坊遗存的空白。它处在南北文化交流
碰撞的关键地区、距今5000多年的关键
时间节点，为研究中华文明形成提供了
关键材料。”马俊才说。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表明，新石器时
期中原地区的玉石并非目前通用的透闪
石软玉，独山玉等材料都属于广义的“美
石”概念。这与东南的良渚文化、北方的
红山文化中的玉有所不同。

青铜时代以后，二里头文化代表礼制
的“玉器”也多用深色的美石。至商，用玉
情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殷墟妇好墓绝
大多数为浅色的透闪石软玉。周代对软
玉的认同更加明确，说明西周继承了商代
对玉材选择制度，已经明确“玉”专指透闪
石软玉，并将其列入“礼器”的行列。

专家认为，就考古出土的玉器情况
来看，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玉文化并
不发达，却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代表着
不同的文化内涵，它们始终与中华文明
的发展主线相伴，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研
究的重要一环。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周礼·春官·大宗伯》

9 月 2日，“繁星盈天——中国百年
百大考古发现展”在郑州开展，几件牙璋
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围观。精美的牙璋，
带人回望夏王朝的辉煌。

在夏都二里头遗址发掘中，先后发
现有 4件玉牙璋，均出自高等级的贵族
墓葬中，这表明牙璋是代表等级身份的
重要礼器。值得关注的是，从中原地区
向南，在湖北荆州汪家屋场、四川广汉三
星堆等诸多与二里头相距甚远的遗址当
中，二里头风格的牙璋也频频出现。

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牙璋礼仪内
涵功能的出现并向周边广阔地区传播扩
散，表明了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形成发展
过程中开始出现王朝认同、文化认同和
礼制认同的格局面貌。

中秋假期，河南博物院展厅里，华丽
的组玉佩在灯光下璀璨夺目，令游人啧
啧赞叹。

这套七璜联珠组玉佩出土于三门峡
西周虢国墓，通长约 87厘米，由七件玉
璜由上到下、由小到大依次递增，各璜之
间以左右对称的双排两行玛瑙与琉璃串
珠连缀而成。佩饰以青白色玉璜为主
体，复以红、蓝二色珠、管点缀其间。

从夏商礼制初显至西周“礼制”既
定，礼被认为能“通神明，立人伦，正情
性，节万事”。从王侯到平民，不论衣食
住行还是婚嫁丧葬，都有严格的约束。

玉器的发展在西周也达到了一个高
峰。文献及考古材料反映的周人用玉观
念及用玉制度，可以分多个层面。《周礼·春
官·大宗伯》载，天子礼祭天地四方神祇使用
的礼器皆为玉器，名目有璧、琮、圭、璋、琥、
璜。所谓“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
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
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不光祀天用玉，天子祭祖也以玉成礼。

除此之外，朝堂之上封赏用玉，如
圭、璋；诸侯间问聘用玉，如环、瑗；贵族
参加礼制礼仪活动用玉，如璜组佩、梯形
牌组佩；日常佩戴把玩用玉，如发饰、耳
饰玦、觽、小串饰、腕饰；祈求不朽的丧葬
用玉，如口琀、瞑幕、握玉、踏玉等。

大型组玉佩即为西周首创，由多件玉器
串联组成悬于身上的佩饰玉。其主体多以
璜、牌形饰、管、珠等串联而成。迄今发现最
大的组玉佩出土于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
墓地，仅玉璜就有45件。

组玉佩的使用有严格的制度，
使用范围有可能仅限于公、侯等诸
侯国国君及其夫人或有相应封号的
贵族。多璜组玉佩是国君与高级贵
族区别贵贱、等级的标志之一。

有趣的是，有学者研究认为，
这种组玉佩还有一种实用功能，
即节制佩戴者的步伐，纠正其行
走时的仪态，行走时想要“环佩玎
珰”大概是不礼貌的吧。

玉器制作技术在西周时期也
有了突飞猛进。

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之一——同样出土于虢国墓地的玉柄铁
剑，剑柄由和田青玉精心琢磨而成，剑柄
中空插有铜制的芯，用来连接剑身和剑
柄。它的制作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于一
身，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时
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将中国冶
铁历史提前了近两个世纪。

随着铁质工具的使用，使得玉器的
雕琢工艺特别是透雕技艺有了快速发
展。平顶山应国墓地，南阳淅川县下寺、
和尚岭和徐家岭等楚国墓葬等，都出土
了大量精美礼玉和生活用具，造型别致，
纹饰流畅，工艺精巧。

周人赋予玉器特殊的道德内涵，让玉
器成为礼制的载体。春秋战国有“六瑞”的
使用规定，即所谓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
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从
秦朝开始，皇帝采用以玉为玺的制度，一直
沿袭至清；葬玉制度至西汉更为强化，金缕
玉衣、银缕玉衣等可见一斑；唐代则明确规
定了官员用玉的制度，如玉带制度等。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唐 王昌龄

除了作为“美石”，具有欣赏价值和
经济价值外，自商周始，人们就将玉石的
特质与君子的品格相类比，赋予玉诸多
君子人格及美好情操的寓意。

《诗经·国风·小戎》：“言念君子，温
其如玉。”《礼记·玉藻》：“古之君子必佩
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君子于玉比德
焉。”此外，管子论玉有“九德”说、荀子论
玉有“七德”说、刘向论玉有“六美”说
等。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在先秦各
家之论基础上，进一步概括说，玉，石之
美。有五德：仁、义、智、勇、洁。

以玉喻人，赞美君子品性如美玉的诗
词歌赋，在先秦及后世典籍中如繁星闪
耀，玉被打上了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的
烙印后，又经历了历代文人的情感呵护，
思想洗礼，散发出浪漫多情的人文色彩。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305篇
诗歌中有不少涉及玉器或与玉有关的名
篇名句。“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
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
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
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里
的琼琚、琼瑶、琼玖，都是古人随身佩戴的
美玉。赠人美玉，体现出对他人情感的珍
视，也成了爱情的美丽信物。

隋唐以后，人们对玉器已不再觉得
神秘，大量的玉器变成王宫贵族的私家
收藏，这促使当时的玉雕制品出现以珍
玩、装饰为主的格局。但以玉比德的文
化更加深入人心。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浪漫主
义大诗人李白抬头望月，用玉盘来比喻皎
洁的明月，情采兼具；“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
渐》，在澄澈无瑕的玉壶中，诗人以晶亮纯
洁的心告慰友人，冰清玉洁、孤介傲岸的
诗人形象也因此流芳千古。由诗而知，玉
盘、玉壶也是寻常人可以见到的实物。

宋元明，玉器呈现出强烈的世俗化
倾向和浓厚的生活气息，造型选取日常
生活中的题材进行现实主义创作，迎合
社会消费心理，极具装饰性。宋代玉器
受当时的绘画艺术影响甚深，清新雅致、
形神兼备，极具文人情趣，元代还融入了
少数民族的风格。

渎山大玉海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作
品，它代表了元代玉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是中国历史
上 出 现 最
早 、体 量 最
大的巨型玉
雕 ，开 了 大
件玉雕作品
的 先 河 ，这
块重达3500
公斤的艺术
珍 品 ，原 材
料系南阳独
山玉。

而 这 个
时期出现的
杂剧中，《对

玉梳》《玉玦记》《紫箫记》《双鱼记》等都
有美玉的形象。玉脱去了本质，不仅是
一块天然的矿物质，沟通天地人神的灵
物，更是美好事物与高尚情操的象征。
文人对玉的文学关照，不断丰富着玉器

“人格化”的内涵。
玉器的发展在清代进入了巅峰时

期。重约 5000公斤的《大禹治水图》玉
山，于清乾隆年间完成。200多年过去
了，紫禁城里无数的奇珍异宝也历尽劫
波，或消失，或损毁，可这尊《大禹治水图》
玉山，却奇迹般地安放在原地，未损坏分
毫。这也印证了乾隆为玉留下的那句诗：

“画图岁久或湮灭，重器千秋难败悔。”
动荡中的《大禹治水图》玉山保存完

好，焉知不是玉有德的庇护？

本版图均为本报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