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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

【同心共筑中国梦•征文】

□张镇涵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关键时期。作为肩负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大学
生，更要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历史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
维护民族团结，做践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先锋。

树立崇高理想和信念，勇担中
华民族复兴重任。大学生是宝贵
的人才资源，其理想信念直接关系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全局。大学生只有筑牢理想信念
的根基，树立为国家奉献青春、为
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才能担当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时代重任。

继承爱国主义光荣传统，赓续
中华民族精神血脉。新时代的青
年大学生要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
国爱民之情，让爱国主义的旗帜始
终在心中高高飘扬，让青春在为祖
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奉献
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要勤奋
学习，刻苦钻研，求真学问、练真本
领，做好奉献国家、服务人民的准
备；要锤炼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
发扬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奋斗精
神；要掌握科学方法，勇于创新创
造，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
飞青春梦想；要拓宽眼界视野，怀
大格局，立大志向，展大作为，始终
心怀“祖国需要就是最高需要”的
家国情怀。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识是树
立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当代大
学生要做到勤学，注重把所学知识
内化于心，形成自己的见解，既要
专攻博览，又要关心国家、关心人
民、关心世界，学会担当社会责任；
要做到修德，既要志存高远，立志
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又要立足平
实，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开始起
步 ，学 会 劳 动 、学 会 勤 俭 ，学 会 感
恩 、学 会 助 人 ，学 会 谦 让 、学 会 宽
容，学会自省、学会自律；要做到明
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要做到笃实，扎扎实实干事，
踏踏实实做人。青年大学生有着
大好机遇，关键是于实处用力，从
知行合一上下功夫，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努力做民族团结的表率，自觉
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作为大学
生，要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要旗帜鲜明地反对
民族分裂，要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
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
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

夯实对“四史”的学习，坚定和
增进“五个认同”。作为当代大学
生 ，要 通 过 读 原 著 、学 原 文 、悟 原
理，加强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了解，掌
握历史发展中的民族精神与取得
伟大成就的深层原因，增进历史认
同；不断深化对民族问题发展规律
的认识，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
民族政策，进一步坚定和增进对伟
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
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
认同。

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语言相
通才能心意相通，才能搭建起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的载体，才能
实现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繁荣发
展的愿景。作为当代大学生，要主动
形成说普通话、使用规范汉字的习惯
和风尚；要有意识地加强对普通话的
运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建设中
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作者为内蒙古财经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学生)

当代大学生要勇做维护
民 族 团 结 的 时 代 先 锋

莲花形金盏托：

奢华中见证神秘西夏奢华中见证神秘西夏
◎本报记者 高瑞锋

西夏，一个由党项人建立的神秘国度。
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史，其他史料中也少见记载。
但是，随着黑水城文献的重见天日、西夏陵的考古发掘、高油坊古

城遗址金器的华丽出土……一个曾经雄踞于中国西北的文明古国，伴
随着激越的牦牛角号声，穿越金戈铁马的历史烽烟，迈着彪悍的步伐
缓缓走来，告诉了世人一个强悍、包容、善学的西夏王国。

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 （（图片由杜建录提供图片由杜建录提供））

莲花形金盏托莲花形金盏托。。
（（内蒙古博物院提供内蒙古博物院提供））

中华文明闪耀西夏王朝

在内蒙古博物院“交融的魅力”展厅，国
家一级文物莲花形金盏托在众多同时期文物
的衬托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低调而华贵。

莲花形金盏托的托盘高4.5厘米、直径12
厘米；碗盏高3.5厘米、口径10.6厘米，通体呈
莲花状，托盘、碗托外缘均錾刻缠枝花草纹，
做工精致，造型美观，出土于巴彦淖尔市临河
区高油坊西夏古城遗址。

静默的文物背后，折射出一个强悍而善
学的神秘古国——西夏。

史载，西夏由党项最强大的一支拓跋部
建立。该部落在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
三代的努力下，不断发展壮大。公元 1038
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并仿照唐宋建立起
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

“党项部落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朝
初年，在吐蕃势力的压迫下离开故土，迁往
陇右庆州一带。安史之乱前后，逐渐进入陕
北和鄂尔多斯地区。西夏强盛时，东尽黄
河、西达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约有几
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宁
夏中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陕西
北部，以及青海部分地区。”宁夏大学中华民
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
建录说，西夏完成了西北地区的局部统一，
为元代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杜建录说，西夏立国189年，历经10位皇
帝，前期与北宋、辽对峙，后期和南宋、金鼎
立，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三国鼎立”时期。
西夏称宋为南朝，称辽为北朝，自称西朝，是
当时中国大地上的三个兄弟政权。

西夏统治者高度重视农业、牧业、冶铁
业、采盐业和商业交换，鼓励开荒和农耕，中
原地区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被广泛引
入，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取得了空前发展，建
成了仅次于长安城的西北地区大型城市兴庆
府（今银川市）。

杜建录说，西夏和周边民族的商业交换
非常密切，早在唐五代，党项马是最受中原欢
迎的商品；“夏人剑”享誉天下，广受宋朝达官
贵人的喜爱，宋钦宗也经常随身携带。

西夏以儒治国，崇宗乾顺重视文教，大力
发展儒学，建立学校；其子仁宗仁孝，提倡文
教，实行科举，颁布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尊孔子为文宣帝，使西
夏尊崇儒学达到了顶峰。

“西夏文字的创制完全借鉴模仿了汉
字，汉文和西夏文是西夏的通用文字；西夏
纪年采用我国古代传统的年号纪年；国主
在位时上尊号，去世后上庙号、谥号，陵墓
有陵号。”杜建录说，但是，在接受汉文化的
同时，西夏依然保留了本民族的自然崇拜
等习俗。

中原文化融入西夏日常

“莲花形金盏托是西夏上层人士使用的
茶器，莲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圣洁、吉
祥、平安，托盘、碗托外缘上的缠枝花草纹，是
中国传统纹饰。”杜建录说，显而易见，它的造
型取材于宋瓷中最常见的莲花，其素雅的风
格、优美的造型，大体与两宋时期的金银工艺
一致，可谓“宋风”浓郁。

史载，党项人食肉饮乳，特别需要茶叶帮
助消化，西夏立国后，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
达官贵人和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
茶，对茶叶需求量很大。西夏虽然占据着河
套平原和河西走廊的富庶之地，但是毕竟不
产茶叶，只能通过“贡使贸易”来获取所需。
宋、夏交好时，西夏定期向宋派遣使者进贡马
匹、土产，而宋则回赠茶叶、绢帛、金银、衣物、
瓷器等。

“党项人早期曾使用木碗，内迁定居后，
渐用瓷器。”杜建录说，近年来，根据出土的西
夏碗、壶、盏等饮食器具可知，单调的白色、黑
色和褐色陶瓷是西夏普通百姓的用具，官营
作坊中的细白釉瓷器供官商人士所用，皇室
贵族除了使用精细瓷器外，还使用金银器做
成的饮食器具。

金器，在中国古代社会，多是皇家和上层
贵族拥有的奢侈品，西夏也不例外。

“西夏的金银铸造业十分成熟，已熟练地
掌握了铸、锻、锤、拉丝、织金银、镂雕、抛光、
切削、镏金、镀金、贴金等技术，工艺相当精
细。”阿拉善博物馆研究员蔡彤华说，但是，西
夏境内金银资源缺乏，除了宋朝每年岁赐外，
他们还到处购买，致使宋朝“京城金银价
贵”。因资源缺乏，西夏王朝严格规定金银器
使用范围，规定只有皇室贵族才有权享用，平
民庶人不得使用。

杜建录说，西夏是一个以党项人为主体
的多民族政权，境内还有鲜卑人、吐蕃人、回

鹘人等其他民族，在长期
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
了以中原汉族文化为核
心，杂糅党项文化、鲜卑文
化、吐蕃文化、回鹘文化等
成分的西夏文化，可谓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绚烂多
彩，成为辉煌灿烂中华文
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大地
散落西夏遗珠

公元1227年，随着成
吉思汗大军的到来，西夏
灭亡，图书典籍随之也荡

然无存。在宋、辽、金三史中，只保留了篇幅
较小的《西夏纪》《夏国传》，长期以来，人们对
中国的这段历史了解甚少。

西夏，在后人心里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公元1804年，即西夏灭亡577年后，清代

著名学者张澍在甘肃武威发现了一块“重修
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上一面是汉文，一
面是类似汉文、却比汉文繁复的方正字体，这
就是消失了几百年的西夏文。它的发现，为
后人研究西夏历史打开了一条通道。

位于额济纳的黑水城，是现今已知唯一
一座用党项人语言命名的城市，20世纪初，里
面发现了大量西夏时期的陶器、铁器、瓷器、
西夏文文献等珍贵文物。其中一本文献名为
《蕃汉合时掌中珠》，里面汉文、西夏文对照互
译，相当于现在的字典。黑水城珍贵文物的
发现，直接促使一门新的学科诞生——西夏
学。

西夏的神秘面纱至此被缓缓揭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油坊西夏古城遗

址被发现，挖掘出土了莲花形金盏托、金指
剔、金耳坠、金碗等金器以及瓷器、钱币等一
批珍贵的西夏文物，另外还有大量的宋代瓷
器、钱币以及少量的金代钱币等。

20世纪七十年代初，西夏陵的考古发掘
工作开始持续展开，为世人揭示了一个更加
立体的西夏。

“在西夏时期，像现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
市、乌海市、阿拉善全部、巴彦淖尔市的大部
分地区，都是西夏的版图。”蔡彤华说，除了阿
拉善和巴彦淖尔发现了西夏遗存外，鄂尔多
斯发现了西夏城坡古城遗址，出土了大量西
夏兵器，乌海发现了西夏石雕像。

据初步统计，迄今为止，在原西夏境内发
现西夏遗址数百处；故地之外，河南、陕西、河
北等地，也陆续发现了西夏文石碑、石幢，西
夏皇裔族谱等稀世文物。

这是否说明，西夏灭亡后，有遗民流落到
此呢？

“西夏灭亡后，西夏遗民除留居本土的
外，还有大量人随着蒙古大军西征南伐，战争
结束后就地转业，散居到了大江南北、黄河两
岸，经过几代人繁衍生息，逐渐融合到了汉
族、蒙古族当中。”杜建录说，至今，内蒙古鄂
托克前旗聚居着一部分被称为“唐古特斡孛
黑坦”的党项人，他们早已按汉族习俗改为唐
姓，还有一部分改为王姓和马姓。

西夏人，早已在奔腾向前的历史长河中，
从“他们”变成了“我们”。

因为多元，所以强大；
因为一体，所以生生不息；
这，就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根本。

□韩继旺

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的莲花形金盏
托等珍贵文物，传递着历史的印记，承载着
历史的风云变迁。人们在驻足观赏一件件
精品文物的同时，可以领略到北疆草原的独
特风采，感受到多元文化融通互鉴的魅力。

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
化、维系着民族精神，是人们感悟中华文
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和途径。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
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
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
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在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内蒙古各
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在这片辽阔土地上
共同创造了红山文化、大窑文化、萨拉乌苏
文化等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在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
献。内蒙古出土的单于和亲瓦当、动物纹
金带饰、突厥石人像、契丹贵族马具等众多
珍贵文物，遍布各地的岩画、长城等许多独
具内涵的文物古迹，都生动展现了内蒙古
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

只有珍视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只有
厚植文化，才能滋养国家。新的时代，我
们要创新传播手段、发挥媒体融合优势，
与全区各地的博物馆、展览馆等进行互动
合作，充分利用视频、图片、VR、H5 等全
媒体手段，深入挖掘文物资源的历史文化
底蕴、思想精髓和时代价值，讲好文物背
后的故事，让文物资源走近群众，让文物
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把伟大民族精神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让文物在新时代
绽放新光彩

【一言】

曾经宏伟的西夏陵无言的诉说着昔日荣光曾经宏伟的西夏陵无言的诉说着昔日荣光。。 （（图片由杜建录提供图片由杜建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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