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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博物馆

黔贵大地 文化多彩
本报记者 陈隽逸

聆听悠远历史故事

宋代鹭鸟纹彩色蜡染女套装。

应龙的军事要塞海龙屯被攻破。播州之役结束
后，贵州巡抚郭子章为纪念其功绩铸造了平播鼎
和平播钟。铜鼎圆形深腹，鼎足为兽首柱状，口
沿面铸有“平播安黔之鼎”六个大字。钟上横列
篆书“平播报德之钟”，钟腹部有一周篆书铭文，
由郭子章撰写，记述其接任贵州巡抚参加征讨杨
应龙反叛之事，着重记述关帝数次托梦于他和妻
子，故功成后铸钟、鼎置于贵阳武庙。

饱览海洋生物化石
远古时期，贵州地区曾是海洋，后经地壳运
动变为陆地。贵州古生物化石种类丰富，发现了
以关岭生物群、兴义生物群和盘县生物群为代表
的大量三叠纪海洋爬行动物化石。在“古生物王
国”展厅，可以看到从埃迪卡拉纪到第四纪的古生
物化石，时间跨度为距今 6.35 亿年到距今 258 万年。
东方恐头龙化石是这个展厅最珍贵的展品。
据周小炜介绍，这种化石仅见于今贵州省六盘水
市一带的盘县生物群中。
“东方恐头龙”意为“东特提斯地区具有恐怖
头骨的爬行动物”，是三叠纪海洋中的可怕猎手。
东方恐头龙全身长 27 米，而脖子长度就超过全长
的一半。由于脖子和身体相隔很远，在捕食时，
它通常会把身体藏起来，只伸出小脑袋，等到猎
物靠近时，迅速张开嘴巴将猎物吸食进去。
“很多人听到贵州龙的名字，以为它是一种体
形庞大的恐龙，其实它非常小巧。”在胡氏贵州龙
化石前，周小炜介绍，成年后的胡氏贵州龙体长
通常只有 21 厘米，目前发现最大的有 59 厘米，最
小的只有 3 厘米。
1957 年，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胡承志在贵州兴义
绿荫村农家墙壁的石头上偶然发现一种化石。经
过走访，他了解到当地岩层里有不少这样的化石，
便将几块化石带回北京，交由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
健鉴定。杨钟健将其命名为胡氏贵州龙，这是由中
国学者发现并研究、命名的第一种海生爬行动物。

领略多彩民族文化

明代平播钟。
汉武帝时期，掀起开发“西南夷”大潮，夜
郎等地被纳入汉王朝行政管理体系。汉代铜车马
是贵州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件铜车马出土
于贵州兴义万屯汉墓，整车由大约 300 个零部件组
成，是迄今为止汉墓出土铜车马中最完整、最精
致的一件，对了解汉代车制、冶炼工艺具有重要价
值。铜车马呈马拖车状，马蹄微微向前，步态优
雅，马嘴微张，作嘶鸣状。车为双曲辕车，车篷用
青铜卷曲成覆瓦状，厚度仅 0.1 毫米，轻薄如纸。
《东汉会要》 记载：“贾人不得乘车马。”汉代
社会等级制度严格，车马是官僚、贵族的专用交
通工具。结合此铜车马的形状和工艺，其主人身
份应为县级以上官吏。
唐乾符三年 （876 年），太原人杨端应诏收复
播州 （今贵州遵义地区），开始了对播州的世袭统
治。展柜里两顶金凤冠引得观众啧啧赞叹。金凤
冠由纯金打造，数百颗红、蓝、绿宝石镶嵌其
中，花团锦簇，精美绝伦。金凤冠是当地老百姓
在遵义高坪杨氏墓群中发现的，因当时未经科学
严谨的考古发掘，原墓主人信息已丢失，但从中
仍可窥见播州杨氏的奢华。
平播鼎和平播钟见证了统治播州 725 年的杨氏
政权的覆灭。明万历二十八年 （1600 年），为平息
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明军分八路进攻播州，杨

“华夏服饰太震撼、太养眼了，国之
瑰宝！”
“为了看成博这个服饰展览，把春节
回家的火车票给改签了。”
……
成都博物馆举办的“云想衣裳——
丝绸之路服饰文化特展”，自 1 月 25 日开
幕以来备受欢迎，一段段观众留言，便
是对这次展览最好的肯定。
“这是一场时空跨度大、色彩纷呈、
琳琅满目的特展，也是一场讲好中国故
事、弘扬丝路精神、充分发挥博物馆间
交流协同作用的年度大展。”成都博物馆
馆长任舸说。
“云想衣裳”展策展人、成都博物馆
历史文物部主任和策划研究部主任魏敏
介绍，此次展览汇集了来自中国丝绸博
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
馆、山东省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湖南
省博物馆等 22 家文博单位的 186 件展品，
包括丝织品、服饰、陶俑、画像砖等，
其中不乏多家之前较少进入大众视线的
中小型博物馆的馆藏珍品。展览通过“丝
路初开与汉锦西传”
“ 民族服饰的融合发
展”
“织造技术与样式革新”
“衣冠王国”四
部分，表现丝绸之路上的多元服饰文化及
其发展轨迹，勾勒出一幅中华民族服饰
文化绵延不断、欣欣向荣的绚丽画卷，
让观众尽情领略华夏服饰之美。
走进展览现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彩绘胡人牵骆驼俑。牵驼人高鼻梁，高
颧骨，络腮胡浓密，头戴虚尖高帽，上
身着浅色圆领紧袖开襟长袍，下着紧身
花皮裤，足蹬黑靴。骆驼双目圆瞪，仰天
嘶鸣，雄劲有力。骆驼号称“沙漠之舟”，
通行于丝绸之路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纺
织工艺传播中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
展厅里，来自湖北荆州马山战国墓
的 衣、凤鸟花卉纹锦袍 （复制品），诉
说着先秦时期中国丝织业的发展；湖南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褐色对鸟菱纹
绮地“乘云绣”，展现了汉代先进的织绣工艺和寓意祥瑞的服饰文
化；内蒙古地区出土的龙形金项饰、镶宝石金冠饰，实证了外来文
化与中原服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一尊汉代塑衣式彩绘女俑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女俑面目丰
润，身材修长，里外共穿三层立领右衽衣袍，最外层为乳白色深衣
长袍，衣襟处皆绘有各色锦缘；腰间系朱红色腰带，裙摆下垂，下
摆呈喇叭状；足外露，穿平底圆头船形鞋。据考古学家推测，这尊
女俑为汉代侍女形象，从其着装可以看出汉服色彩鲜艳，款式突出
形体之美。

刘裕国

“历史贵州”主要包括“探访观音洞”
“ 夜郎寻
踪”
“建省之路”
“文教兴延”
“黔山红迹”5 个部分，生
动展现了贵州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
1964 年，黔西观音洞遗址的发现拉开了贵州
旧石器时代考古序幕。观音洞遗址位于黔西县观
音洞镇观音洞村，它是贵州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
时代遗址，也是长江以南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
早期文化遗址。
黔西观音洞遗址出土石制品 3000 余件，加工
简单，刃口较为陡直、厚钝。此外，遗址中还发
现了 20 多种已灭绝的哺乳动物化石。据此，考古
学家将该遗址年代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
展厅内用一整面墙来展示从旧石器时代至新
石器时代的各类石器，反映了石器打制技术到磨
制技术转变的漫长历程，从中可以窥见人类何时
出现审美、何时开始用火。
《史记·西南夷列传》 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
数，夜郎最大”。战国秦汉时期，夜郎称雄于以今
贵州为主的广大区域，贵州因此被称作“夜郎故
地”。据介绍，在贵州境内发现的赫章可乐遗址、
威宁中水遗址、普安铜鼓山遗址等可能是夜郎国
的活动区域。
在“夜郎寻踪”单元，一座墓葬复原场景吸
引了记者的目光。墓的上下方各有一个巨大的铜
釜，铜釜腹上部对称纵向置两只环形大耳，铸工
精良，器形规整，器壁光洁匀称。
“这种埋葬方式叫‘套头葬’，是 2000 年在赫
章可乐遗址发现的。”贵州省博物馆信息中心工作
人员周小炜介绍，这种埋葬方式十分特殊，有说
是为了保护头颅，也有说是为了炫耀财富和地
位，还有可能是缘于当地族群的一种原始宗教意
识，祈求对后人的永久庇佑。目前还没有明确的
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张羽腾摄

汉代镶宝石金冠饰，内蒙古博物院藏。

走进“民族贵州”一楼展厅，仿佛进入一个
少数民族村寨。吊脚楼上挂着成串的玉米和辣
椒，门口立着一棵枫香树，不远处有一座风雨廊
桥。吊脚楼是贵州地区的特色民居，楼底部用柱
子架空，一来可以通风防潮，二来可以抬平房
基，适宜山高坡陡、气候湿润的环境。
二楼展厅着重展示民族服饰。苗族姑娘盛

本文图片均由贵州省博物馆提供

装、瑶族女夏装、侗族妇女偏髻、水族马尾绣背
扇……缤纷多彩的服饰齐聚一堂，成为贵州各少
数民族和睦相处的缩影。
“通过走访调查，我们了解到全省大概有 180
多种苗族服饰，目前展示的有 80 多种，大都是从
各地征集而来。”周小炜说。
展柜里的银角头饰精美别致。红布面上镶着
两排水涡纹，间饰长方形银花块。银花块上排列
着蝴蝶和水涡的纹样，水涡缠绕在蝴蝶中，亲密
无间。头顶为 U 形角造型，中间数片长方形银片
呈扇形排列，好似太阳光芒。
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从雷山西江征集来的银围
额。在苗族传说中，蝴蝶与水涡恋爱，产下 12 个
蛋，从蛋里孕育出最早的人类。苗族人把这些祖
先图腾放在头饰上，表示对祖先的崇拜，希望这
些神性祖先护佑自己。
宋代鹭鸟纹彩色蜡染女套装是展厅里唯一一
套考古出土的服装，1987 年出土于贵州省平坝县
桃花村。该套装上身为齐腰上衣，前襟和后背为
整幅彩色蜡染片，袖口用丝线贴绣锁边。下身为
百褶裙，采用蜡染间填色工艺绘鹭鸟纹两周。这
套服装蜡染线条流畅纤细，技艺炉火纯青，为研
究古代蜡染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展厅一角静立着苗族祖鼓，这是牯藏节上必
不可少的祭祀用品。牯藏节是苗族盛大的祭祖仪
式，每 13 年举行一次，包含请牛、选举牯藏头、吹笙
鸣炮、斗牛宰杀等活动。通过古老而神秘的仪式与
祖先对话，祈祷富裕安康，同时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维系族群价值观。祖鼓是从一整根原木中截取一
段挖空成筒，两端绷上牛皮，扎紧钉牢制成。鼓
筒中间有一个小洞，代表祖先灵魂出入的门。
在黔东南清水江一带，每年农历五月廿四日
至廿七日会举行龙船节。贵州省博物馆藏有一套
100 多年前制作的清代龙船，是清水江地区保存下
来历史最悠久的龙船。
每到龙船节，在外地工作的小伙子们要请假
回家过节。按照苗族习俗，只有男性能够划龙
船，女性则会在龙船头挂上鸭、鹅等家禽，船头
挂的家禽越多，代表这艘船的人气越旺。龙船下
水前要进行一系列祭祀活动，祈求清水江的龙保
佑当地风调雨顺。
贵州省博物馆保管部副研究馆员张婵向记者
讲述了征集龙船时的故事。“当年将船打包好准备
运回博物馆时已是凌晨，仍有一批批村民打着手
电筒到江边来送别大龙船。村民们说这是祖辈传
承下来的，已是他们生命、生活的一部分。”
如今，龙船节成为清水江沿岸一项独具特色
的体育赛事，包含着当地人民祈求国泰民安的美
好愿望。

成博特展尽显丝路服饰文化之美

“菱石虽小，内蕴贵州文化千山千岛。”在贵
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东路，一座菱形建筑格
外引人注目。建筑外墙整体呈棕色，并点缀有彩
色色块，显得庄重又活泼，这便是贵州省博物馆。
贵州省博物馆始建于 1953 年，现藏有反映贵
州历史文化的出土文物、化石标本、近现代文物、
民族民俗文物、瓷器、书画、玉器等 5.3 万余件，
尚在整理中的自然标本和古生物化石 30 多万件。
2017 年 9 月，贵州省博物馆新馆正式开放。新
馆建筑面积 4.7 万余平方米，目前常设“民族贵
州”“古生物王国”“历史贵州”3 个基本陈列，还
有数字体验馆、非遗剧场、4D 影院、学术交流区
等功能区，成为集展览、研究、教育、休闲于一
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前秦紫缬襦，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杨勇摄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成都为起点的北方丝绸之路河南道十分兴
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服饰文化在丝绸之路上争奇斗艳、
交融贯通，形成了恣意洒脱、不事雕琢的服饰风尚。甘肃出土的前
秦紫缬襦，袖口宽博，腰身阔落，扎染缬点呈方形，均匀平铺，错
落有序。如此大面料的绞缬衣十分难得，身着其衣，有飘逸洒脱之
感。前秦绯碧裙有碧、绯两色，共 6 片，裙幅之间跳色拼接织造，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尚爆款”。
在服饰文化大融合的这一阶段，西域已开始在当地生产丝织
品，纹样融合中西文化特色，带有独特的异域风情。甘肃高台县出
土的采桑丝帛画像砖，真实描摹了魏晋时期西域纺织生产场景，体
现了中原纺织技术在丝路沿线的传播。来自宁夏盐池县博物馆的狩
猎图金“方奇”，狩猎武士具有游牧民族特征，有翼狮子是波斯阿契
美尼德王朝的艺术元素，外框上的龙纹又是中国传统纹饰的代表，
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融于一体，堪称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见证。
大唐盛世，丝路繁华，唐代服饰承秦汉、魏晋之风，收丝路沿
线诸国之美，深刻影响了东亚地区的服饰发展，成就了中华民族
“衣冠王国”的美誉。唐开元年间的彩绘灰陶女俑，头梳发髻，身着
曳地长裙，足蹬翘头履，罩黑色大折领外披，双手拢于腰间，仪态
端庄大方，雍容华贵。千年之后，透过这栩栩如生的陶俑，仿佛看
到了那个流光溢彩的华章盛世。

左：唐代红地刺绣圆珠纹绫袋，右：唐代褐地刺绣花卉纹囊袋，
均为甘肃省博物馆藏。
张羽腾摄
汉代铜车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