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蔚， 现为故宫学院中国画研究院秘书

长，受聘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兼职教授。 文蔚

的作品在海内外艺术品市场上颇受欢迎，在北

京翰海、北京保利、香港保利、西泠拍卖、江苏

凤凰拍卖等国内拍卖会上屡创佳绩。 2014 年，

应中国文化发展艺术促进会邀请，开始在全国

举办巡展，至今已在北京、天津、杭州（七次）、

无锡、银川、深圳、香港、上海、广州等地成功举

办，获得广泛好评。

本报讯 9 月 8 日，全

国首本考古扶贫田野调查

报告《别有天地———德江县

旋厂遗址和覃氏墓地》正

式发布。 该书的出版将助力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进行有效衔接，发挥乡村振

兴的“贵州考古力量” 。

2018 年 8 月，贵州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启动对德江

县旋厂遗址、覃氏墓地的调

查、 勘探工作， 先后带动

3000 余人次参与，解决部分

村民就业增收问题。 历经

10 个月撰写完成的考古报

告，通过深度还原历史真实

背景、挖掘文物价值，不仅

帮 助 当 地 “摸 清 文 化 家

底” ，还促进了文化遗产的

保护和利用，率先在全国探

索出了一条考古扶贫的新

模式。

《别有天地———德江县

旋厂遗址和覃氏墓地》一书

分为上、下两篇，分别介绍

旋厂遗址和覃氏墓地的调

查收获。 其中，旋厂遗址集

居住、文教、耕作、防御、宗

教、交通、墓葬等于一体，是

明清时期贵州乡村聚落遗

址。 覃氏家族墓葬有丰富而

精美的雕刻，具有较高的艺

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这是目前为止，贵州

发现的功能最丰富、遗址规

模最大的明清时期乡村聚

落遗址。 ” 贵州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所长周必素认为，借

助考古成果，有助于在文旅

融合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

规避“万村同貌 ” 的现象 ，

讲好乡村故事，做好文化遗

产的保护和利用。

接下来，该所还将携考

古成果走进当地学校，开启

“开学考古第一讲” ， 成为

今年继贵州“云上考古” 公

开课后，推进考古成果转化

为社会知识，将考古成果与

全民共享。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乔家的儿女》近日

播出大结局。饱受争议的

角色———父亲乔祖望在

生命最后 “幡然悔悟” ，

把房产证留给了子女，避

免祖产落入他人之手；大

哥乔一成查出肾病需要

换肾， 他为弟弟妹妹操

劳、付出了半生，患病就

像一个隐喻，仿佛他的生

命里注定离不开阴影；二

弟乔二强有些傻气，但最

终与师傅马素芹结婚并

开了家饭馆，应和了那句

俗话“傻人有傻福” ……

在《乔家的女儿》播

出过程中， 不少观众担

心 这 部 国 产 剧 迎 不 来

“大团圆” ， 但最终大结

局表明， 编剧没有违背

影视剧创作的规律 ，它

用一个让人长舒一口气

并面露微笑的结局，来

弥补了乔祖望这一角色

以及部分“狗血剧情” 带

来的失落。

在最后的故事里，乔

一成换了弟弟七七的肾，

顶梁柱没有塌，弟弟妹妹

们也都各有归属，回老屋

欢聚一堂。随着老父亲的

去世和大哥的 “重生” ，

一切怨气与不顺仿佛烟

消云散，日子就此岁月静

好。但文艺作品与现实生

活的交叉， 所留下的话

题，仍然值得在剧集结束

之后去探讨。

乔祖望无疑是 《乔

家的儿女》 中的核心人

物， 电视剧将大量的篇

幅 ， 赋予了乔祖望，胆

小 、自私 、懒惰 、目光短

浅、容易受骗、爱耍无赖

……从时代背景看，《乔

家的儿女》的故事，是从

1977 年开始讲起， 乔祖

望的身上， 多少都带着

点时代的伤痕， 这种伤

痕与饥饿有关， 与匮乏

有关 ，“与子抢食 ” ，似

乎是他的本能， 为了避

免调岗、 下岗去厂长家

威胁要“上吊” ，则是一

种生存策略。

当然，从《都挺好》

到《乔家的儿女》，国产

电视剧敢于对“父亲” 的

粗鄙一面“下手” ，标志

着创作者在反抗父权方

面，走上了更为大众化的

道路， 真实地刻画父亲，

而非简单地歌颂父爱，也

意味着创作者敏锐地捕

捉到了中国诸多家庭内

部的一些问题，以及许多

人尝试寻求解开家庭矛

盾疙瘩、达成一种和解的

需求。

对 于 乔 祖 望 的

“抑” ， 还是对乔一成的

“扬” ， 这是 《乔家的儿

女》主要的戏剧冲突制造

手段， 这样处理的结果，

是让电视剧更突出了在

中国民间被普遍接受的

长兄 为父的 “大哥 文

化” 。 父亲责任的缺席，

促使乔一成 “上位” ，小

小年纪就开始替补父亲

的位置，代为照顾弟弟妹

妹，在成年之后，他也满

足于自己 “父亲式的大

哥” 这一角色，他的生命

价值，已经被深深写进这

一角色当中。

《乔家的儿女》从播

出时的高分，到分数一路

下滑，这正是在于不同年

代人的价值观产生冲突

的结果。 剧情中的“全员

离婚” 、“保姆入侵” 等状

况的确是社会现实的一

种，持续上升的离婚率以

及老年人的精神孤独，在

电视剧里也算是一种真

实记录。 在部分剧情确实

有待商榷的同时，《乔家

的儿女》也提供了一个旁

观的冷峻视角。

《乔家的儿女》会让

部分观众不喜欢，有一个

原因是它对人性的阴冷

一面进行了刻画，有让人

很不舒服的地方，比如乔

祖望在三丽差点被李叔

猥亵之后，拿了菜刀上门

却收了李叔的钱了事，比

如二姨魏淑芳用不光彩

的手段从姐姐那里抢来

了齐志强，她在对乔家兄

妹进行关心照料的同时，

也一直有自己的对比心

与小算盘……

电视剧是大众生活

的投射，虚构人物寄托着

观众的情感与价值观。 就

艺术创作来说，肯定是有

高低之分的，但对于观众

来讲，在对作品与人物进

行评判之余， 要意识到，

现实生活哪怕与电视剧

再相似，两者都有无法彻

底融通在一起的角落，那

个角落里，藏着属于个体

的隐秘。 观众欣赏电视

剧，是为这种隐秘寻找一

个抒发的安全出口。 从这

个角度看 ，《乔家的儿

女》 也提供了一种治

愈———因为它说出了家

庭“伤口” 的位置。

用温暖结局

治愈家庭“伤口”

韩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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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对外公布三星堆遗址考古发

掘阶段性成果。 继半年前新出土、

修复的古蜀国神秘文物震惊世人

之后，三星堆遗址又出土 500 多件

文物，包括完整金面具、前所未见

的青铜“神坛” 、神树纹玉琮等国

宝。

目前，3 号“祭祀坑” 发掘已

近尾声，4 号“祭祀坑” 发掘已经

结束，5 号、6 号“祭祀坑” 因面积

较小、深度较浅，将被提取到实验

室“解剖” ，7 号、8 号“祭祀坑”

刚刚到文物层，大中型青铜器、象

牙、 玉石器等铺满了整个 “祭祀

坑” ，犬牙交错、层层叠叠，令人叹

为观止。

最新出土的文物再一次证明

了中国古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创

新精神远超我们的想象。

通过此次发掘，专家基本明确

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空间结构，

深化了对三星堆遗址整体聚落结

构的认识。 该区域除已经发现的 8

座“祭祀坑” 外，还分布有大型沟

槽式建筑、小型圆形坑、矩形沟槽

等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遗存，明

确为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区。

发现目前最完整的金面具

目前，3 号“祭祀坑” 填土堆

积出土各类器物残件和标本共

729 件 。 较完整器物共 478 件

（组），残件 141 件。 其中，较完整

器物包括铜器 293 件、玉器 45 件、

象牙 100 根、金器 7 件、骨雕 2 件、

石器 2 件、海贝 26 件（组）以及材

质不明器 3 件。

在 3 号“祭祀坑” 新出土的文

物中， 一张薄如蝶翼的金面具引

人注目。 金面具宽 37.2 厘米、高

16.5 厘米， 重约 100 克， 眉眼镂

空，两耳轮廓圆润，鼻梁高挺，嘴

形大而微张，造型威严神圣，是目

前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完整

的一件金面具。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

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金

面具的面部特征与三星堆此前出

土的青铜人头像形象一致， 尺寸

也接近青铜人头像。

今年 1 月，三星堆曾出土重约

286 克的金面具残件， 虽然只有

“半张脸” ，但它仍保持着三星堆

出土最重金面具的纪录。 考古人

员透露， 三星堆遗址中还出土了

另外两件待修复的金面具， 随着

后续工作开展， 三星堆还将有更

多“金色” 奇迹。

“3 号‘祭祀坑’ 出土的铜顶

尊跪坐人像， 由上半部分铜尊与

下半部分人像组合而成。 ” 冉宏林

说，坑内的铜祭坛、神树纹玉琮等

器物，题材独特、细节丰富，均前

所未见， 是古蜀人精神世界的物

质体现， 为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

重要素材。

截至目前，考古工作者已清理

3 号“祭祀坑” 青铜器 68 件、象牙

32 根、金器 1 件、玉器 3 件，采集

样品 721 份。

下一步，考古学家将从三个方

面推进 3 号 “祭祀坑” 的研究工

作：第一，完成剩余埋藏器物的提

取， 理清北部灰烬堆积与其他器

物的关系；第二，对坑底、坑壁进

行精细发掘， 为复原祭祀坑形成

过程提供依据；第三，全面开启发

掘材料的整理工作与报告、 图录

编撰工作。

发现前所未见的铜人像

目前，4 号“祭祀坑” 遗物已

全部提取完毕， 共出土完整器 79

件、 残件 1073 件。 完整器包括玉

器 9 件，均来自埋藏堆积，有琮 2

件、瑗 1 件、凿 4 件、璧 1 件、锛 1

件；铜器 21 件；象牙 47 根，均来自

埋藏堆积；陶器 2 件，均出土于灰

烬层，且均为尖底盏。

4 号“祭祀坑” 出土了 3 件铜

扭头跪坐人像，人像大小、造型一

致，似同属一件铜器。 人像呈跪坐

姿态，身体略向左前方倾斜，头微

颔并扭向身体右侧，双手呈半“合

十” 状平举于身体左前方，两膝贴

地， 双脚前脚掌着地， 后脚掌抬

起。 人像身体重心在左肩与双手

手掌之间卡槽的位置，表现出强烈

的负重感。

“人像从造型、纹饰等方面来

说都是三星堆考古全新的发现，

为研究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及

艺术、宗教信仰与社会体系、与周

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材料。 ”

冉宏林说。

考古人员还在 4 号“祭祀坑”

灰烬层一件青铜器旁发现了麻线

的堆积，经科学分析，判定为平纹

组织结构的丝绸残留物。 这是第

一次在新一轮祭祀坑考古发掘中

发现有丝绸残留物。

截至目前，共清理 4 号“祭祀

坑” 出土的青铜器 5 件、 象牙 24

根、金器 1 件、玉器 4 件，采集样品

832 份，送检 715 份，送检样品包

括有机残留物分析 209 份、成分检

测 50 份、碳十四测年 35 份、土壤

磁化率 212 份、 微生物 126 份、鉴

定成分 21 份。

作为本阶段最早结束发掘的

田野考古单位， 未来，4 号 “祭祀

坑” 所在的一号工作舱将用于南

方潮湿环境出土文物前期保护研

究实验平台， 并为后期成果展示

和现场土遗址对比研究做准备。

此外， 进入室内的资料整理阶段

后，发掘报告和多学科研究报告将

陆续出版。

典型文物琳琅满目

让考古学家欣喜不已的是，除

了 3 号“祭祀坑” 和 4 号“祭祀

坑” 的工作大有发现外，5 号至 8

号“祭祀坑” 也出土了大量文物。

5 号“祭祀坑” 目前已经做好

了将坑内堆积提取回实验室的准

备工作，预计在 9 月底完成野外清

理工作， 转入实验室开展精细清

理。 截至目前，五号坑共清理出土

近似完整的金器 19 件、玉器 2 件、

铜器 2 件，另有牙雕残片等近 300

件，较为典型的有金面具、鸟形金

饰、橄榄形玉器、圆形金箔、玉珠

和云雷纹牙雕等。

6 号 “祭祀坑” 已于 7 月 19

日结束野外发掘工作， 坑内 “木

箱” 及西侧木器已经整体提取回

实验室， 由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

考古中心负责开展室内发掘。 截

至目前，6 号“祭祀坑” 只出土包

括 “木箱” 在内的两件木器以及

玉刀 1 件，不过“木箱” 之内尚未

清理， 故是否还有更多文物出土

尚需后续明确。

7 号“祭祀坑” 已经清理完填

土堆积，暴露出埋藏堆积，包括最

上层的象牙以及其下的其他材质

文物， 象牙数量预计将近 200 根，

能确认的文物包括玉石戈、璋、瑗

以及铜人头像、有领璧、龟背形挂

饰等， 目前正在开展象牙提取工

作， 预计于 10 月份提取完全部象

牙并开始提取埋藏文物。 七号“祭

祀坑” 目前出土近似完整的铜器

1 件、金器 3 件、玉器 5 件，提取象

牙 80 根（含残断象牙），典型文物

包括带黑彩铜人头像、 鱼形金箔

片等。

8 号“祭祀坑 ” 已经清理完

填土堆积 、灰烬堆积 ，暴露出象

牙和象牙之下的埋藏文物，象牙

数量预计将近 200 根， 能确认的

文物包括铜人头像、 铜面具、铜

尊、铜方罍、铜神坛 、铜神兽 、铜

顶尊人像 、玉璋 、玉戈 、玉有领

璧 、石磬等 ，目前正在开展象牙

提取工作， 预计将于 10 月份提

取完全部象牙并开始提取埋藏

文物。 目前提取的近似完整器包

括铜器 54 件、金器 349 件、玉器

199 件、石器 34 件，提取象牙 66

根（含残断象牙），典型文物包

括小型铜凸目鸟身人像 、 金面

具、玉璋、石磬等。

惊世文物纷纷出土的同时，四

川省更是高度重视三星堆遗址的

保护。日前，《四川省三星堆遗址保

护条例》已正式施行，三星堆遗址

的保护管理将坚持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坚持文物本体保护与周边环境保

护并重，统筹协调遗址保护与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的关系。

李晓东 陈晨

三星堆再上新惊世文物

2021年 9 月 12 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吴剑平 / 版式：张蓟

画家文蔚：

黔中山水秀美 激发创作灵感

观影札记

全国首本考古扶贫

田野调查报告出炉

时讯

左图：青铜神树 右图：刻有神树纹的玉琮。 新华 / 传真

作品《一江寒碧》。

9月 10 日， 由故宫学院中国

画研究院、静昕文苑、贵阳美术馆

联合主办的 “承平致远———文蔚

书画艺术展” 在贵阳美术馆正式

开展。

作品展示多年艺术思考

由于得天独厚的家学熏陶，文

蔚自幼便展露绘画天赋， 四岁学

习水墨丹青， 五岁临习书法和道

德经。 2003 年拜崔如琢为师，为入

室弟子。 先后进入中国艺术学院、

中国艺术研究院深造， 获得中国

艺术研究院山水画研究方向博士

学位。

长期以来，文蔚潜心研究中国

书画，承继传统，敢于突破，在写

意山水、 仕女和书法等方面均有

较高造诣， 被艺术评论界认为是

未来最具潜力的青年艺术家之

一。 她遍访华夏名山，在造化中寻

求灵感和突破， 使她的创作突飞

猛进。

本次展览展出了文蔚的 57 件

作品， 体现了画家多年来的艺术

思考： 无论是其代表性的巨幅山

水，还是气势磅礴的狂草书法，抑

或是线条优美、 笔笔灵动的仕女

绘画，都让人耳目一新。

观众流连于文蔚的一幅幅作

品前，看其山水作品，笔畅墨清，

古意盎然，笔简而意远。 或取意于

石涛之放旷豪纵，扫墨成风，或探

古求源，追溯到“八大” ，笔简而

意远。 画中重峦叠嶂，一勾一皴，

茅屋草舍点缀其间，点墨成趣。 无

论是霏霏春雨，还是瑟瑟秋风，皆

灿烂于画中。 文蔚是国内少数能

创作出一丈二山水大画的女画家

之一， 其中，2021 年创作的巨作

《寥廓江天万里霜》，灵感源于毛

主席诗词《采桑子·重阳》。 文蔚

以情入景， 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

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英雄本色。

文蔚的仕女图则深得传统笔

墨灵韵，线条劲爽，神采斐然，清

新雅致，意蕴悠长。她笔下的仕女

或执笔、或抚琴、或曳扇、或荷枝、

或凝眉、或静思，婀娜多姿、婉约

柔美。画面的幽静、安静、平静、清

净之美，如其人。

用画笔书写贵州之美

业内评论家认为，文蔚是有思

想的画家。 尤其难得的是，她不仅

书法水平高， 诗词艺术也有相当

的高度， 是并不多见的能把诗、

书、画融为一体的艺术家。 文蔚还

一直在探寻一种把美学精神与自

我内心世界融为一体的意境，用

现代和传统的方式表达一种心

境、情怀。

“我觉得文蔚近年来的书画创

作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因为在几

年前我看过她的作品， 她的仕女、

包括她的花鸟表现的是她个人的

一种感觉和情调。 从整体绘画风格

来说， 更多的是婉约的东西多一

些。 近两年她的作品发生了很大变

化，让我非常震惊。 在中国来说作

为一个女性画家，画的山水如此之

大，气势这么磅礴，我觉得在当代

女画家里非常少见。 ” 故宫博物院

原常务副院长王亚民说。

“文蔚的作品不管远观还是

近看都不错，笔墨很老辣。 画得太

高级了，气象很超然……” 画家杨

中良说。

此次展览是文蔚继 2014 年全

国书画巡展以来， 第一次造访贵

州。 “这里是当年红军走过的地

方， 我的一些作品题材是赞美伟

大的党。 今年适逢建党百年，在贵

阳的展览就尤为有意义。 来到这

里后，看到这里的山水秀美、风情

独特， 我感觉贵州能让我产生创

作灵感，已计划在这里采风，用画

笔书写贵州之美。 ” 文蔚说。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9 月

15 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人物名片

作品《笔下红豆疏》。

考古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