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神秘、诡
异的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像，金沙
遗址出土的熠熠璀璨的金器、玉
器，蕴含着千年烟云的竹瓦街窖
藏青铜礼器，代表着古蜀王者之
气的新都马家木椁墓出土的青铜
器……一件件古蜀遗珍，从一个
侧面，揭示了华夏文明多元一体
的成长历程，也一直吸引着全国、

乃至全世界的目光。
四川省文化厅博物馆处处长

李蓓，在7月23日接受了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据
她介绍，“古蜀华章——四川古代
文物菁华”展，在国博开展三天好
评如潮，“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的格局下的一颗灿烂的
明珠，特色鲜明，内涵丰富，有许
多文物都是在中原以及其他地方
不容易看到的，展览受到观众的
热烈追捧，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李蓓透露，包括来自三星堆、金
沙、川博等川内重要博物馆的120
件古蜀文物，还将于今年12月初，

以“神与人的世界——四川古蜀
文明展”为名，在意大利拉开为期
一年的巡展大幕。

四川是一个文物大省。四川
博物院首席文博专家、全国人大
代表魏学峰曾在接受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提到，
如果用《国家宝藏》选宝的标准来
检验四川文物，可以说，能称得上
国宝的文物，不在少数。据他回
忆，1997年，国家文物局曾经评过
一批国宝级文物（一级甲等），四
川就有11件入选。包括来自三星
堆的5件（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
金面铜人头像、青铜纵目面具、祭

山图的玉边璋）、四川博物院的5
件（竹瓦街西周铜罍（两件）、战国铜
编钟、北宋石碑、王建玉大带）、永陵
博物馆的1件（五代前蜀王建像）。

当然，现在称得上国宝的四
川文物，已经远不止这些。尤其
是最近20年考古的发现，又有许
多新的重要文物出土，比如四川
眉山市江口沉银遗址的考古发
掘，从一个老百姓的传说，变成了
事实，对于重新认识四川的明清
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我相信，
基于我们四川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未来这种考古发掘，还会有更
多。”魏学峰说。

蜀宝进京的火热气氛，从“张大
千艺术展”伊始，随着“江口沉银”和

“古蜀华章”，已经从西南蜀地蔓延至
了全国的中心，并将进一步漂洋过
海，走向世界。今年2月5日，四川省
文化厅副厅长王琼在接受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就曾介绍，
我省推动四川文化“走出去”，既包括
国内巡展，也包括全球巡展，今年的
重点是做好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展览。

文物走出去四川一直都在路上

“今年的国博真可谓是‘四川年’”，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谢小铨上月出席

“江口沉银”考古成果展发布会时曾
如此感慨。的确，自今年1月，“张
大千艺术展”亮相国家博物馆以来，
四川的文物精粹已经相继三次登上
这个国家历史文化最高展示殿堂。
值得一提的是，“古蜀华章”展览距
离“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
成果展”亮相国博相隔尚不足一月，
两大重量级古蜀文物展首次相遇在
国博，吸引了无数参观者的目光，足
可见古蜀文化的璀璨魅力。

事实上，古蜀文物一直保持着
“走出去”的节奏，与世界文明对话。
据四川省文化厅博物馆处处长李蓓
介绍，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初以
来，“四川文博界，依托丰厚的文化文
物资源，精心策划了数十次对外展
览，将深具古蜀文化特色的文物藏品
介绍到世界各地。”

记者从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
文物局编辑出版的《千载蜀韵 文华
往复——四川对外文物交流回顾》一
书上看到，过去几十年内，四川历史
文化“走出去”的卓越成绩，可谓是

“古蜀文明耀四海”。李蓓特别提到，
“文物凝聚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见证。四
川文物走出去，参与中外文化交流，就
是用文物讲好四川故事，讲好中国故
事，让文物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并加强
与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文物走出去彰显的是文化自信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
大伦认为，“江口沉银”文物进京是
四川、也是全国博物馆同行们在新
时期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一个缩
影，是让文物真正“走出去”和“活起
来”的生动事例。谈及本次四川江
口考古能够“走出去”，高院长说道：

“对于考古人来说，事业上的成功莫
过于考古有所发现，更成功莫过于
和大家分享发现，最成功莫过于在
首都国博这样誉满全球的博物馆里
和大家分享自己的考古大发现。”

而四川博物院院长盛建武在接
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时则表示，“古蜀华章——四川古代
文物菁华展”是四川持续推进四川
文化“走出去”工程的重大举措，也
是实施巴蜀文化全球推广计划的积
极作为。“‘古蜀华章’集合了四川省
内9家文博单位的210件/套古蜀精
品同时展出，其中一级文物超过了
60%，这在古蜀文物交流展中尚属首
次。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文化自信’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
信’，作为文博工作者，我们要努力
用文物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我们的
文化自信，”盛建武说。

7月19日，“古蜀华章——四川
古代文物菁华展”在国博隆重开幕，
210件(套)古蜀遗珍，其中132件一
级品，勾勒出古蜀文明发展过程中
华美的篇章。这是新时代中国国家
博物馆国内交流系列展览的开篇之
作，为期两个月，分为“自然造物”

“伴月三星”“金沙光芒”“马家风尚”
“水润天府”五大篇章。

古蜀文明受热捧
每日吸引近万人观展

古蜀文明，是以族属命名的中
国古代文明源流之一。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三星堆两个埋藏坑的发现，
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其
中，出土的人像、头像、神坛、神树等
造型奇异的青铜器，以及面具、动物

形饰等制作精美的金箔制品震惊海
内外；本世纪初，金沙遗址发现后，
太阳神鸟金箔片、金面具、金冠带、
青铜立人、石虎、石人等重要文物的
陆续现世，以及大量礼仪性玉器、青
铜器埋藏坑的揭露，将古蜀文明又
一段璀璨的历史展现于世人面前
……

本次展览的参展单位包括四川
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文博机构，也包括像三星堆博物馆、
金沙遗址博物馆这样海内外知名的
大型遗址类博物馆。据四川博物院
透露，自19日开幕以来，国家博物
馆每日要接待8000－10000人次。

一代蜀王的遗珍
“王之遗物”罕见出省

此次“古蜀华章”文物中，有一
组虽不及瞳孔纵出的青铜面像等

“网红”文物那么引人瞩目，但其背
后隐藏的历史价值却极为重要。“以
前，可能大家对三星堆文化、金沙文

化比较熟知，但是晚蜀时期的文物
很少出省展览。所以这次，‘古蜀华
章’要把整个古蜀文明发展的三个
阶段，完整地呈现给全国的观众。”
四川博物院陈列展览部策展人员郭
军涛说。

据郭军涛介绍，青羊宫文化时
期，又可称晚期蜀文化。目前考古
发掘的青羊宫文化遗址较少，仅有
成都青羊宫遗址和上汪家拐街遗
址，但发现的蜀墓数量众多。这批
蜀墓中，最著名的当属马家大墓的
珍贵文物。1980年，考古人员在新
都马家乡发现大型木椁墓，该墓规
模宏大，虽多次被盗，但置于椁室底
部腰坑内的珍贵文物躲过数劫。“腰
坑内出土铜器近二百件，多五件成
组，少数两件成组，是非常罕见的组
合现象”。从墓葬规模和出土文物
来看，足可彰显古蜀文明末期恢弘
磅礴的王者之气，墓主应是一代蜀
王。这组“王之遗物”，也是目前考
古发现规格最高的古蜀遗珍。

6月26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
与四川省文物局、四川省眉山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江口沉银——
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
展”在国博盛大开展，这是中国国家
博物馆全国考古发现系列展的首个
展览，同时也是“江口沉银”考古成
果第一次面向观众完整呈现。展览
分为“序厅”“沉银出水”和“考古新
章”三个部分。

多件国家一级文物亮相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

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这是一直
在四川流传的童谣，随着2017年初
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发
掘，这段有关“宝藏”的历史传说成
了真的事实。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
遗址是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之一，同时也是本世纪明清史
领域的重大考古发现，不仅在四川
引起了轰动，也震惊了全国。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四川文物部
门接洽合作，从4万多件文物中选
出500余件精品参展，包括江口古
战场遗址发掘出水文物479件、彭
山公安追缴文物13件、彭山文管所
馆藏文物8件，其中有多件国家一
级文物。

序厅部分介绍江口古战场遗址
基本情况、“江口沉银”之谜和考古
发掘前发现文物情况。在这个展厅
中，观众可以看到三件国家一级文
物：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铸造于
1643年，是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的
核心文物；天启元年长沙府“岁供王
府”五十两金锭，为已知明代金锭中
的最大锭型，存世稀少；万历二十七
年武冈州“都水司正银”一百两银
锭，明代存世银锭多为五十两形制，
一百两官银极为罕见。

沉银出水部分分为“大西浮沉”
和“明代社会”两个单元。其中引人
注意的有迄今为止首次考古发现的
木鞘，证实了张献忠“木鞘藏银”的

传说。而考古新章部分则通过文
字、图片、视频、沉浸式投影等手段，
介绍内水围堰考古新方法和发掘中
运用的各种新技术。

10月后将返回四川展出
“江口沉银”在国博开展以来，

一直受到广大游客的喜爱，开展当
日即接待观众近两万人次。展览近
一月，游客络绎不绝。据记者现场
了解，一部分游客对“江口沉银”故
事本就有所了解，争相前来“看传说
如何成真”。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
至9月26日，这批珍宝还将在国家
博物馆“出差”两月。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
大伦介绍，今年10月以后，这批文
物将回到四川，在四川博物院展出，
让四川本地观众一饱眼福。值得一
提的是，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和地方共建共管的江口战场遗址博
物馆正在紧锣密鼓筹划之中，建成
后的江口博物馆将保存展出考古出
水的至少4万余件文物标本，和省
考古院历年调查发掘的数以千计的
四川明清之际的珍贵文物资料。

1月16日，由国家博
物馆、四川博物院和荣宝
斋共同主办的“张大千艺
术展”在国博开展，130多
件张大千山水人物、敦煌
临摹壁画以及印章，系统
展示了张大千一生的创
作历程，是国家博物馆20
世纪名家系列展中的重
要项目。展览共分“集古
得新”“临摹敦煌”“大风
堂收藏”“大千师友”“大
千用印”五个单元，绝大
部分（132件/套）作品来
自川博。

国家博物馆馆长王
春法表示，张大千从艺七
十多年中，熔铸古今、集
先古画学之大成，毕生画
作3万多幅，无论工笔写
意均入妙境，山水人物花
鸟皆富神采。他清丽俊
逸之笔、纵情泼彩之韵，
名震中西。为此，国家博
物馆专门联合张大千藏
品数量居全球首位的四
川博物院以及荣宝斋，举
办了此次展览。

其中《临晚唐劳度叉
斗圣变》长 9.25 米、高
3.45米，张大千在这幅摹
本中还原了壁画庞大的场
景和丰富的细部，并且以
复原临摹法再现了中国古
代画作的丰富色彩。据四
川博物院首席专家魏学峰
介绍，这幅作品是张大千
临摹敦煌壁画中尺幅最大
的。在川博赴京的张大千
作品中，还包括《巫峡清秋
图》《张大千青城望坡崖图
轴》《柳荫仕女图》《拥衾仕
女图》等精品。魏学峰透
露，川博馆藏的张大千艺
术精品，几乎全部移师国
博的此次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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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件重磅古蜀文物闹京城、漂洋过海去会庞贝古城……

蜀地菁华惊艳国博
亚平宁半岛又有约
四川文物高规格“走出去”，掀起古蜀文明热潮

四川的馆藏文物正高规格地“走出去”。
2018年开年至今，已经有来自四川的“张大千艺术展”“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古蜀华章——

四川古代文物菁华”三场大展亮相国博，它们携带着古蜀文明的基因走出四川，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而这也正成为四川文博发展
的一大亮点。

7月2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四川省文化厅和四川博物院获悉，继100多件重磅古蜀文物在国博展出后，还将继
续前往广东，乃至遥远的意大利展开巡展之旅。

本版稿件采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见习记者 徐语杨钟雨恒
实习生 李靖

120件古蜀文物
12月初将前往意大利巡展

“张大千艺术展”
拉开蜀宝进京序幕

“江口沉银”展
“传说成真”让蜀宝更生动

“古蜀华章”展
为蜀宝出川再添一把火

让古蜀文物“开口”
讲好四川故事
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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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四川文物走出去

2018年开年至今，已经有来自四川的三场大展亮相国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