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被用来指代婚姻的成语 “秦

晋之好” ， 最初源于春秋时期秦国与

晋国之间的政治联姻。 那么秦晋两国

的势力范围在 2500 多年前究竟如何？

由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宜川县发掘的

一处春秋时期遗址， 为这一研究提供

了新的依据。

虫坪塬遗址位于陕西省宜川县丹

州镇虫坪塬村， 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和宜川县博物馆对其进行勘探与发

掘。 勘探表明，这一遗址由居址和墓地

组成，南北长约 700 米，东西最宽处约

250 米，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

在地理位置上， 宜川地处黄河西

岸，东与晋文化的核心区相望，西与秦

境相接。虫坪塬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

研究春秋时期晋国势力范围、 秦晋间

政治势力的消长及北方族群南向活动

区域的界定提供了新的立足点。

新华 文 /图

人物名片

熊宗仁，1944 年生于兴义，现为省文史馆馆员、中共贵州省

委决策咨询专家、多彩贵州文化旅游研究院院长，原省社科院历

史研究所所长，曾任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贵州大学、

贵州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等 20 余项社会兼职。 熊宗仁在中华民

国史、中共党史、贵州历史、经济文化、年鉴学、方志学、旅游等领

域均有突出贡献，尤以何应钦研究为国内外史学界所关注。

8

贵阳日报文化服务事业部 电话 : 0851-85877558 � � E-mail :wangyingfk@126 . com

责任编辑：刘昶 /版式：陈猛

2018年 7月 13日 星期五

文化视野

本报讯 由贵州省黔剧院倾力打

造的大型黔剧《湄水长歌》，将于 7

月 15 日和 16 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

院参加 “2018 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

会演” 。

此次会演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

游部主办， 共有 40 部作品入选， 其中

15 部为国家艺术基金舞台艺术创作资

助项目，如黔剧、吉剧、川剧、白剧、评

剧、黄梅戏等，占比 37.5% 。 黔剧《湄水

长歌》 为贵州唯一入选此次会演的作

品。 这些作品扎根基层、关注现实，聚

焦中国梦时代主题， 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和

时代气息。

《湄水长歌》 是国家艺术基金

2017 年度大型舞台剧资助项目， 该剧

讲述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贵州湄潭

办学，7 年间，一代知识精英在艰难困

苦的环境下与湄潭百姓相濡以沫、休

戚与共，并坚守求是精神，教育报国，

于炮火中立志科学创新， 保存中华文

脉的故事。

据悉， 该剧在参加此次会演结束

后，将于 7 月底在贵州毕节大剧院进行

首演。 （本报记者 赵红薇）

时讯

《湄水长歌》将参加

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

本报讯 近日， 上海音乐学院研

究生部到贵州开展为期 10 天的“乐

漾服务，一路黔行” 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

据了解，此前，上音研究生部与贵

阳交响乐团签署了上海音乐学院贵阳

交响乐团研究生实践基地合作协议

书。 贵阳交响乐团将为上音研究生提

供排练及演出基地， 以及教学点评等

实践活动， 丰富上音研究生的教学培

养模式， 搭建良好的艺术实践平台，

以促进两地区音乐文化艺术的交流和

发展。

7 月 4 日， 上音暑期实践团队到达

贵州。 该团队一行 35 人，不仅包含了该

院 30 名师生， 还特别邀请来自汉堡音

乐与戏剧表演大学的陈晓勇教授及英

国皇家音乐学院的 4 名学生。 该团队计

划走访遵义市、黎平县、从江县、雷山

县、台江县等地，具体包括黄岗侗寨、三

龙侗寨、肇兴侗寨、堂安侗寨、小黄侗寨

等村寨。

本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意在为

贵州黔东南地区带来“乐漾 ” 志愿

服务 ， 也为上海和贵州的文化交流

提供平台和机会。 该团队将传播高

雅音乐 ，深入开展采风调研活动，向

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家、 民间艺术

家学习优秀传统音乐文化 ； 并通过

田野考察 、采风创作、舞台表演等手

段，将交流内容进一步转化为学术成

果 ，延伸社会实践内涵 ，拓展文化交

流的外延，使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继承

和发扬。

今年 11 月底，该团队将携手贵阳交

响乐团呈现一场音乐盛宴。

（本报记者 赵红薇）

上海音乐学院赴黔

开展暑期社会实践

本报讯 记者从多彩贵州文创园

获悉， 7 月 14 日至 15 日，2018 多彩

贵州文化艺术节“非遗周末聚” 将举

行“关岭专场” 。 届时，在多彩贵州文

创园和贵阳龙洞堡机场现场， 关岭布

依《盘江小调》、苗族服饰、苗族芦笙

舞等非遗项目将进行动态展演， 为市

民、 旅客带来一场神秘的地域民族文

化盛宴。

据了解， 关岭县境内自然风光、人

文景观和民族风情水乳交融，居住着布

依、苗、仡佬、彝等 33 个少数民族，造就

该县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 其中，列入

国家、 省等各级非物质文化名录达 35

项，传承千百年的文化遗产，充分展现

关岭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

特征。

为办好此次非遗展演活动， 该县

精心挑选坝陵河大桥、 竹筒情歌、地

戏等具有关岭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

展演，蜡染、刺绣、布依族土布制作等

民族手工艺品及技艺展示。 同时，还

将进行关岭旅游手工品、特色农产品

展销 ，以及关岭美食展 、旅游推介等

精彩纷呈的活动。

（本报记者 刘辉）

“非遗周末聚”

本周举行“关岭专场”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迄今最高的文明形态，曾经贫穷落后的贵州却成为国家首

批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 7 月 10 日，最新一期的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山骨讲堂” ，邀请我省

著名学者熊宗仁先生作“贵州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经验及启示” 主题讲座，省文史馆馆员、

特聘研究员以及部分高校师生数十人参与听讲和互动。

因为工业化滞后，贵州保留了较多农业文明时期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被称为“原生

态的故乡” ；然而，通过后发赶超，贵州反而成为生态文明最早的觉醒者、先行者。“只要我们

摒弃工业文明的视角，转为用生态文明的视角去审视贵州，便会认同黔地已经从‘盼温饱’

发展到‘盼富裕’‘盼环保’ ；从‘求生存’ 升级为‘求富强’‘求生态’ 。 这种理念、思想、价

值和行动的转变，顺理成章地将贵州推上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前沿。 ” 熊宗仁说。

■贵州引领生态文明风尚 ■守好绿水金饭碗，打造青山靓名片

■绿色追求永远在路上

熊宗仁做客贵州省文史馆“山骨讲堂” ：

贵州是生态文明的

觉醒者和先行者

本报记者 郑文丰 文 /图

黄永玉：闲时看天看云

韩浩月

讲座上，熊宗仁简要回顾

了人类的文明历程： 人类从

漫长的敬畏和依赖自然的原

始文明， 到七八千年前开始

顺 应 和 利 用 自 然 的 农 业 文

明， 再到 1872 年瓦特发明蒸

汽机后 ，以占有、掠夺和战胜

自然为手段的工业文明 ，至

今也不过 300 多年。“短短三

百年， 却已经让自然资源与

生态环境过度消耗 ， 远远超

过地球所能承载和自我修复

的能力。 人类已经面临人口、

资源、 环境的共同危机以及

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灾难 。

于是 ，人类开始反思 ，寻找自

我救赎之路。 ”

在熊宗仁看来，1962 年美

国海洋生态学家莱切卡·卡森

发表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

对人类进行生态警示启蒙，揭

露了人类过度使用杀虫剂造成

的恶果， 第一次向人类敲响了

保护生态的警钟。 此后，世界范

围内开始反思此前的发展路

径， 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全球

的共识。 在中国，生态文明被视

为人类社会发展迄今最高的文

明形态。

“贵州在工业文明里的劣

势， 反而成了建设生态文明

的后发优势， 建设生态文明

成为贵州实现经济社会历史

性跨越的必然选择。 ” 熊宗仁

说， 随着 2013 年国家六部委

批复贵州建设全国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 区 ，2017 年 贵州 成

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贵

州以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先试

的实践和后发优势的弘扬 ，

成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价

值标杆之一。

熊宗仁评价说，经过十多年建设生

态文明的创新探索，贵州致力把潜在优

势变为现实优势，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

底线，在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绿色发

展、民生福祉等方面均有发展。

正如《寂静的春天》里所说，我们所

走的是人们通常走的那条路的一条岔路，

而且是“人迹罕至” 的。 这就是跨越、创

新，而“创新是由新思想到新行动到新结

果” 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

有曲折也有坎坷和反复。 熊宗仁说，贵州

在探索和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过程中，

有成功的经验，也有由于观念、机制体制

和主、客观条件造成一些困难和曲折。

此后， 熊宗仁从产业发展方面、内

生动力方面、可持续发展方面、园区建

设方面等多层面作了分析，并提出完善

的方案。“正面的经验可以借鉴、学习，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教训、不足和问题

对于我们更重要。 我们经常讲‘问题意

识’ ，在贵州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过

程中， 也应该带着问题去总结经验，少

走弯路，少交学费。 ” 他说，贵州的绿色

追求也将永远在路上。

“贵州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经

验，堪为一部厚重的教科书。 ” 熊宗仁

说，首先，贵州既超前把握人类社会发

展大趋势，根据省情而又超越省情，以

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先行先试，适时

调整，引领潮流；其次，贵州把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的建设与相关的各类试

验、示范、试点有机整合，扩大生态文

明建设的综合效应； 再就是破解贵州

贫困落后的“瓶颈” ，做好“山”“水”

大文章，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把

贵州潜在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文明

的现实优势；第四，抓住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主线，以绿色经济“四型” 产业布

局， 实现贵州大生态、 大产业融合发

展；第五，注重以生态文化为魂，以人

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绿色 + ” 理念

贯穿于全省人民生产生活各领域，树

立生态文明新风尚；最后，创新体制机

制， 在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扎紧制

度的笼子， 向外界发出贵州倡导绿色

发展，拒绝污染的最强音。

熊宗仁看来，有着“六大经验” 的

贵州正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 ，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守好发展和生态底线， 创新发展思

路，发挥后发优势，决胜脱贫攻坚，决胜

同步小康， 续写新时代贵州发展新篇

章，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

未来。 ”

央视《朗读者》第二季，主持人

董卿第一次走出演播室。 她先去了

一趟湘西凤凰， 在那里撷取了许多

美景， 美到随便截图都像一张明信

片。 从凤凰回来，董卿拜访了居住在

北京通州万荷堂的黄永玉。 正值盛

夏， 黄永玉就着院中那池从凤凰移

栽过来的荷花， 朗读了自己的文章

《我的文学生涯》。

这一期节目引起了不小的反

响， 尤其是采访黄永玉的这一段内

容，让观众与网友特别关注。 有人把

董卿与黄永玉面对面的场景， 形容

为 “董小姐与黄老头” ， 这样的说

法，妙趣横生。 因为主持《朗读者》，

董卿本就知性的形象又有升华；而

每次黄永玉公开露面， 总会令人印

象深刻。 这次董卿与黄永玉的 “遇

见” ，有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之所以有这种效果， 因为董卿

与黄永玉，是美与美的碰撞。 董卿的

美， 在于她清新的气质、 不俗的谈

吐；黄永玉的美，在于他的执着与勤

奋，还有那颗不老的童心。

除了美与美之外， 这还是一次

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 董卿代表

的是当下主流电视文化的潮流，饰

演的是一位“敲门者” 的角色，试图

在浮躁的当下对人们的心灵生活进

行干涉。 黄永玉身上则凝结着传统

文化的鲜活象征， 这位从民国走过

来的文人，到今天仍没落伍，甚至时

不时掀起一股新的话语时尚。

董卿访问黄永玉， 满足了人们

的种种期待，这种期待包括：董卿会

用什么样的姿态来采访黄永玉，黄

永玉面对董卿会说出什么样的金

句，自称“比我老的老头” 之后又是

这么些年， 黄永玉的生命态度有了

什么样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观

众会试图从这段访问中去体会，体

会诸多与文化、 与生命、 与生存姿

态、与精神思考等有关的微妙气息。

段子手黄永玉从来不曾让人失

望。 摄像机的镜头穿过万荷堂大门，

画面中， 黄永玉面对一袭白衣的董

卿侃侃而谈。他叙述自己外号“黄逃

学” 的由来，1937 年开始浪迹天涯

的经历， 在香港一家小饭店用辣椒

油、 酱油画画抵饭钱……压轴的来

了，他说他早已写好遗嘱，骨灰不要

了，“跟那孤魂野鬼在一起” ， 朋友

想他的时候，“看看天看看云嘛” 。

黄永玉从不忌讳谈生死。 他今

年 94 岁了， 从 80 岁的时候面对媒

体的提问，他就曾数度提到“终极问

题” 。 他给自己拟的碑文是“爱，怜

悯，感恩” ，或者干脆是“此地无银

三百两” 。 他对鲁迅说的“如果一个

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死了”

不以为然，“干嘛要活在人的心上？

用得着吗？ 把我送到火葬场，朋友们

回到我的家喝杯咖啡，算了。 ” 由此

可见，黄永玉的生命观是通透、坦率

的， 言语之间可能会有些看穿世事

的悲凉，但悲凉背后，何尝不是一种

忽略自己、为别人考虑的怜悯。

这次黄永玉谈生命观， 或是因

为有了董卿在场的缘故，没了“怼”

的口吻，多了些浪漫与柔情。 “想我

的时候，看看天，看看云” ，他不再以

老顽童的口吻来调侃生死了， 也仿

佛忘记了自己曾“反对” 过鲁迅说

的那句话，开始有一点点在意，是不

是可以被人更长久地记得一段时

间。 哪怕只是像平常抬头看看天、看

看云的心情一样， 看完之后不带任

何感触，继续低头生活。

在文化人的心目中，天与云，都

是亘古的存在， 是日常生活中最普

通的构成，由于太过宏大，反而不必

时刻去关注。 将自己的未来设想为

天与云的一部分， 一方面是承认自

己的渺小，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愿意

让人感觉到一份永恒与温情吧。 想

必， 闲时他也会偶尔看看天、 看看

云。

比起决绝的那个老头， 这个终

于流露出一点点眷恋的老头更可

爱。 且更能让人感受到，他走过的那

些路，见过的那些人，经历过的那些

事，让他的内心变得更加清澈如水，

时不时地拥有波纹。

走近

名人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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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虫坪塬遗址发掘

为“秦晋之好” 寻源

虫坪塬遗址车马坑出土的辖軎（资料照片）。

虫坪塬遗址出土的陶器（资料照片）。 虫坪塬遗址发现的车马坑遗存（资料照片）。

虫坪塬遗址车马坑出土的銮

铃（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