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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摘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荐读】

英雄远去
精神永驻

□本报记者 徐跃

璎珞，又称缨络，是串联珠玉等配
件而制成的装饰品，多用于颈饰，少数
臂饰和胸饰，是辽代墓葬中常见的饰
物。

从文献记载看，早在北魏时就已经
出现了璎珞。《明集礼》记载：“魏制公主
嫁礼，赐真珠翠毛玉钗六头，真珠琥珀
玉水精璎珞五项。”到北宋时期，珍珠、
琥珀、璎珞是诸王纳妃定礼的物品之
一，与黄金钗钏、珍珠玉翠并举，佩戴者
男、女性皆有。就其形制而言，通常由
琥珀或是玛瑙管、镂空金属球及心形、
T 形等坠饰串连制作而成。

中期辽代贵族墓中，璎珞保存最
好、最 为 精 美 的 ，当 属 圣 宗 开 泰 七 年

（1018 年）的陈国公主墓，公主、驸马各
佩戴两组。

公主所戴璎珞置于公主颈部，下垂
至胸前。一组由 5 串 257 颗琥珀珠和 5
件琥珀浮雕饰件、2 件素面琥珀以细银
丝相间串缀而成，周长 159 厘米。其中
5 件琥珀饰件呈红褐色或橘红色，略呈
椭圆形，饰以蟠龙、行龙、莲花等纹饰；
另一组由 60 颗琥珀珠和 9 件圆雕、浮
雕琥珀饰件以细银丝相间穿缀而成，周
长 133 厘米。其中 9 件琥珀饰件 7 件呈
椭圆形，采用圆雕和浮雕技法，刻有行
龙、蟠龙等纹饰，另外两件素面琥珀饰
件分别呈鸡心形和圆柱形。

驸马璎珞同样置于颈部，下垂至胸
腹。一组由 416 颗琥珀珠和 5 件琥珀
浮雕组成，周长 173 厘米，琥珀珠及饰
件均呈红褐色或橘红色，其中 5 件琥珀
饰呈椭圆形，浮雕行龙纹、蟠龙纹、双龙
戏珠纹、对鸟纹等纹样；另一组由 64 颗
圆形琥珀珠和 9 件琥珀饰件以银丝相
间穿缀而成，周长 107 厘米，其中琥珀
饰件分为圆雕和浮雕，造型有狮子、狻
猊、行龙，刻画得生动活泼，另外还有鸡
心形和圆柱形两件素面琥珀饰件。

从琥珀璎珞考究的用料和精美程
度，能够猜测出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不
一般。陈国公主为何人？璎珞为何会
成对出现？

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位于内蒙
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是辽代
时期保存最完好且出土琥珀饰品数量
最大的大型贵族夫妻合葬墓。据墓志
记 载 ，陈 国 公 主 姓 耶 律 氏 ，先 漆 水 人
也。辽景宗皇帝之孙女，吴国公主之
妹。以开泰七年（1019 年）戊午三月七
日因病薨。陈国公主初封太平公主，后
晋封越国公主，死后追封陈国公主。驸
马名为萧绍矩，曾任泰宁节度使、检校
太师，圣宗仁德皇后之兄，其祖父是四
朝要臣萧思温，姑母乃是历史上赫赫有
名的萧太后，由此可见公主和驸马在当
时地位显赫。

内蒙古博物院大辽契丹展览策展
人郑承燕告诉我们：“陈国公主墓是在
辽国实力最强盛的时期修建的，与中原
和西方等地交流频繁，琥珀璎珞是最具
代表性的实物见证之一。”

成对出现的琥珀璎珞

辽代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
耶律阿保机开启了辽代光辉灿烂的文明进程。经济方面“重工重商、农牧并举”，文化

方面“尊孔办学、实行科举”，科技方面“吸纳百家、勇于创造”，艺术方面“取长助长、发扬特
色”，造就了辽代文化“多元共荣、和合并进”的精神内核。

时至今日，在陈国公主墓出土的几组琥珀璎珞身上，这些辽文化的精神特质被集中展
现。它的原料来自波罗的海，雕刻内容取材于中原文化，发掘于辽代贵族墓葬⋯⋯这些信
息足以使其成为辽代多种文化交融史上极具说服力的实物见证。

琥珀璎珞的另一大看点在于它的
纹样，浮雕行龙、蟠龙、行龙戏珠、云纹
对鸟、荷叶双鱼等象征性图案取材于
中华传统文化。

“这件琥珀璎珞包含很多文化符
号，它以龙、凤、狻猊、鱼等极富生活气
息的装饰题材为主，多是中原汉族常用
的传统纹饰，与唐宋艺术一脉相承。琥
珀璎珞充分体现出辽代文化兼收并蓄
的特征。”郑承燕说。

中原传统纹饰的广泛应用，是辽
代人民心向中原、仰慕中原文化的内
心写照，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包容开放
的审美观念。

作为辽代鼎盛时期的贵族大墓，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首饰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该时期的手工艺水平。辽代中
期其手工业部门已经发展得相当完
备，金银加工、玉石雕刻日臻成熟。辽
代的琥珀工艺也取得了很大发展，大
多随型雕刻，普遍采用镂雕、浮雕、圆
雕等雕琢技法。公主、驸马佩戴的琥
珀璎珞中琥珀饰件多是采用圆雕、浮
雕，双面雕刻，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同
时大量采用阴刻细线，寥寥数刀即可
表现出所刻画饰物的形象，可见辽代
琥珀制作工艺的成熟。

“交融是各个角度、多方面的，有
深有浅。辽代人民从心底里仰慕中
原，在文化、生产方式上自觉进行改
变。通过这些遗存，能够反映出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
郑承燕说。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辽代文化尤为绚丽多姿。辽代陈国公
主墓出土的琥珀璎珞，不仅包含契丹
本民族的文化因素，更反映出西方文
化、中原汉文化和宗教文化因素。随
着时间的推移，承载在琥珀璎珞身上
的闪光点逐渐被人们发掘，它关乎爱
情、关乎审美、关乎融合⋯⋯善于学习
创新、勇于开拓进取的先民，通过一件
首饰，向千年后的我们展示了一个蔚
为壮观、多元包容的辉煌时代。

纹样取材于
中华传统文化

《长城烽火》。

琥珀璎珞的看点之一在于它的原材料，
这些大而美的琥珀来自于遥远的波罗的海。

琥珀是石化的植物树脂，属于有机质宝
石，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琥珀首饰颜色多呈红
褐色或橘红色，选料精细考究，它的来源还要
从辽国的地理位置说起。

辽王朝作为我国北方地区建立起来的政
权，有着先天的地理优势。南面有来自中原
地区的文化交流，西部有来自中亚和西亚地
区的文化往来。

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介绍：“当时波
罗的海到地中海有一条琥珀之路，琥珀之路
又与草原丝绸之路相连接，就这样琥珀传到
了这里。心形和 T 形琥珀饰件也是受西方影
响，在这几件文物身上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
流。”此外，《辽史》《契丹国志》中多处有西域诸
国进献琥珀的记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产自
波罗的海地区的琥珀取道进入辽地的事实。

辽代贵族墓中发现大量以琥珀作为首饰

的主要材质，其数量和质量是历史上任何朝
代都无法与其比拟的。史料记载，我国对琥
珀的使用可以追溯到距今三千年前的四川广
汉三星堆遗址时期，在以后历代都有出现过，
但数量很少，唐代仅有三处遗址出土琥珀制
品，宋元出土的琥珀制品亦屈指可数，这与辽
代大规模使用琥珀制品形成了鲜明对比。

除琥珀以外，其它贵重装饰品在辽代也
被大量使用。1986 年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
究所与当地相关部门共同发掘的陈国公主
墓，随葬品多达 3227 件，带把玻璃杯、长颈玻
璃瓶、乳钉纹玻璃盘等具有浓郁西亚风格的
随葬品不在少数，还有早期的耶律羽之墓、吐
尔基山辽墓等，首饰的材质就有金、银、玉、玛
瑙、水晶、珍珠等，种类丰富。

独特的地理因素和频繁的贸易往来丰富
了辽代饰物的种类，也造就了多元包容的辽
代文化，这些交往的印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原料来自遥远的波罗的海

□文/图 本报记者 徐跃

近日，在呼和浩特市文联组织的
“学党史、祭英烈”读书分享会上，呼
和浩特市长城科普学会会长高晓梅
深情讲述了两个革命故事：《五里坡
十九名烈士殉难》和《黄莲峁壮士殉
难 的 始 末》，在 场 听 众 无 不 为 之 感
动。许多人不知道，这两个小故事均
出自她的父亲、内蒙古著名长城学者
高旺生前所写的《长城烽火》一书。

《长城烽火》由一个个鲜活的小
故事构成，记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晋绥边区的偏关、清水河、和
林格尔、托克托、平鲁、凉城、丰镇、集
宁等地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晋绥
边区长城沿线的儿女们为了祖国、为
了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杀敌，谱写出
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高旺曾在书中提到创作《长城烽
火》的初衷：清水河县是晋绥边区对
敌斗争的重要阵地，他的童年就是在
这片土地上度过的，曾听到过很多感
人的事迹。多年来，在考察长城的过
程中，积累了大量有关革命历史的资
料。有人和他说：老高，你若能把清
水河的革命斗争历史写成一部书出
版，就是一生最大的贡献。从此，高
旺暗下决心，开始搜集整理有关资
料。

这本书的编撰是一个由小到大、
由分散到集中、由零乱到系统，并逐
渐达到成熟的过程。起初是记录整
理清水河一县的历史为主，带有一些
偏关和平鲁地区的内容，字数只有 20
万字。后来扩展到 10 个地区，出版
时达到 53 万字。

“书中记载了许多英雄事迹，如
《吴三巧扼守在箭牌楼上》《张小娥救
护解放军》《支前模范张三女》等。其
中《女烈士董二女》这篇文稿给我的
印象最深，一位山西平鲁籍妇女嫁至
长城脚下的清水河县韭菜庄乡（原盆
地青乡）七墩沟村，她信念坚定，与儿
子一起为解放清水河奉献出了自己
宝贵的生命。”高晓梅说。

翻开这本书，都会被它的内容所
吸引。《战斗在长城线上的人们》《革
命洪流中的女性》《艰苦的历程》《难
以忘却的岁月》《长城下的战斗凯歌》

《烽火马头山》《蛮汉山区根据地的斗
争》《夜袭黑老窑》《在托和清战斗的
日日夜夜》《一腔热血洒在塞北》《活
跃在长城内外的偏清支队》⋯⋯每一
个故事都扣人心弦。《绥南专员杨国
兴》《民兵英雄白马保》《抗日青年宋
富祥》《侦察兵杨三邦》《踏遍长城内
外的王尚志》《缅怀李达光烈士》《战
斗在晋绥边区的高克林》⋯⋯

岁月如梭，但革命的火种代代相
传。正如这本书后记中所写：晋绥边
区长城内外的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中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战
斗故事，本书只能将代表性的内容进
行整理出版，还有很多没有收录其
中，只能在人民群众当中代代相传，
等待更多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去挖
掘和探索。英雄虽远去，精神永相
传。

琥珀璎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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