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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是最好的传承。
在赤峰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内，工作人员周炎炽

和张伟娇正在细心打磨彩陶碎片，并小心翼翼地将石
膏涂抹在彩陶破损的缝隙处。

在敖汉旗草帽山遗址，敖汉旗史前博物馆技术室
主任王春明不时向远处眺望，查看遗址的周边情况。
从业几十年，他坦言：“基层考古人员都是一专多能
的，田野发掘、文物修复、遗址巡查、壁画养护⋯⋯什
么活都干，就是想为子孙后代留下最真的、最好的。”

在位于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的魏家窝铺遗址，9.3
万平方米的遗址勘探面积，如今只挖掘了 1.5 万平方
米，除了留下小部分进行展示，其余都已经被回填保
护起来。一眼望去，遗址之上一片油绿。

“在魏家窝铺遗址的保护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
作，包括禁止深耕、在周边进行法制宣传、聘请文保人
员、安装 24 小时监控摄像头等等。保护好历史遗迹，
是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的责任。”赤峰市红山区文物
局文物保护股工作人员彭晓静说道。

从最早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到现在的航空考古，过
去人们用肉眼无法发现的东西，现在都可以全部呈
现，科技考古为红山文化保护开辟了途径。

红山文化出土遗物的种类和数量均超过同地区
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如此数量巨大且种类繁多的残
片如何修复？原来，可以借助三维建模技术，通过对
残片进行三维激光扫描，生成真实纹理的三维模型，
进行复原测量后得出数据，再进行建模复原，这一技
术丰富了红山文化资料数据库。

还有植物考古学，通过考古挖掘古代植物遗存，
分析古代植物遗存与红山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
帮助复原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探寻红山文化的发展
过程。

红山文化学会理事长于建设打了一个比方：“过
去测一个城费时费力，现在用 GPS、全站仪做测绘
精确而省力。新技术的使用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为红山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每一项发
现、每一项新的成果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迅速地呈
现出来，网络数据化的平台特别是像数字博物馆、
云计算时代的到来使得整个红山文化研究进入了
一个全新的时代。”

“近年来，赤峰市相继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
规加强红山文化遗址群和文物的保护、管理和利用，
如《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群保护条例》《赤峰市关于进
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等。赤峰市每年拿出
1000 万元，旗县每年拿出 100 万元，用于文化遗产的
保护工作。”赤峰市副市长孟晓冰说。

历史文物保护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赤峰市
各级相关部门如此大的保护力度，足见其保护好红山
文化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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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
从古文化到古城，再到古国，是一个漫长

的历史发展过程。
历经 1500 年，红山古国不但没有淹没在

历史的烟云中，还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始源，
着实令人赞叹。

红山文化所创造的文明成就或深埋于地
下，或展陈于博物馆，或隐藏于未知的角落。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完全了解它，但
想要走进它的初心却从未改变。

日出红山，古老的文明被赋予了新的
时代内涵。

2012 年，于建设教授做客“北疆讲
坛”主讲红山文化，具有很强的普及性、
公益性。2015 年，大型全景舞台剧剧
本《红山万古情》创作完成，该剧把红山
文化研究成果鲜活地呈现于舞台，为文
化产业发展和旅游业发展开辟了道路。

2015年7月1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公布内蒙古文化符号调查研究结果，红山
玉龙被推选为最具代表性的内蒙古文化
符号之一。

2017 年 4 月 9 日，朝阳市在牛河梁
遗址举行《红山文化玉器》特种邮票首
发式，进一步扩大了红山文化的社会影
响力，吸引了社会各界关注、支持遗产
保护和申遗工作。

近年来，红山文化在媒体上也受到了
广泛关注。自 2010年起，红山文化遗址
先后参与《走进红山》《话说辽河》《寻宝》

《环球人文地理》《探索发现》《百年国博》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五千年文明见证·
牛河梁揭秘 >》《红山大案》等节目的录
制，提高了社会公众对红山文化遗址保护

工作的关注与认识。
文化交流互鉴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推

动力。
2021 年，“玉·见——红山·良渚文

化展”在浙江省博物馆开展，两种文化
穿越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得以相遇，共同
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起源。

翁牛特旗博物馆馆长庞昊介绍，这
次展览，也是黄玉龙“首次外出”，展览
结束后，翁牛特旗博物馆为玉龙举行了
隆重的“迎龙旋”，迎接玉龙回归。

赤峰，是红山文化的发祥地，悠久
的历史和灿烂的上古文化生态是赤峰
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

赤峰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黄河介
绍：“赤峰市积极促进中华传统文化与现
代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红山文化
遗址特色旅游核心产品体系，让优秀传统
文化在创造与创新中更好地传承转化。”

近年来，赤峰努力把红山文化品牌
打造得更加响亮。

精心研发红山文化核心景区和史前
文化研学游线路；着力打造一批历史文化
主题景区，重点建设红山文化小镇、中华

龙文化产业园；开发“玉见红山”系列主题
项目，创新文化场景展示、生活体验、穿越
对话等形式；打造红山文化大型文旅演绎
项目。

红山文化是赤峰市的靓丽名片，赤峰
人热爱红山文化、研究红山文化、传承红
山文化，在建筑上，在道路上，在人民群众
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玉龙的形象，可
以说红山文化早已深入赤峰人民的心中。

赤峰博物馆文创中心，以红山文化为
设计元素的抱枕、颈枕、冰箱贴、茶具、雨
伞、围巾，新颖独特。红山文化博物馆以
红山文化为背景创作的狼人杀剧本，受到
年轻人的追捧。

红山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
源之一，更是世界文化的重要遗产，是全
人类共同的财富。

红山文化留存下来的物质财富或许
是有限的，但带给人的精神财富是无限
的。今天人们所做的关于红山文化保护
与传承的一切努力，必将提振中华儿女的
精神志气，成为我们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

时间会向世界证明，何以红山!何以
中国!

红山文化的珍贵历史价值，以及对
后世的影响毋庸置疑。这支文化并没
有消失，而是被其它文化所覆盖或是吸
收，传承到其它文化和地区。

辽 宁 大 学 历 史 学 院 教 授 华 玉 冰
说，红山文化的许多发现，极大地开拓
了人们的视野。就物质文化本身的发
展演变线索看，北京天坛的圜丘其平
面 就 酷 似 牛 河 梁 三 层 迭 起 的 圆 形 祭
坛；我国彩塑传统技法中使用玉石镶
嵌手法与女神庙彩塑神像的眼球做法
一致；后世帝王陵与积石冢的结构何
其相似；花与龙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
想到我们今天自称“华人”和“龙的传
人”。中华文化传统似乎都可以从这
里找到渊源。

红山文化遗址作为一个整体，从聚
落、祭祀、墓葬、出土器物等角度全面展
示出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北方地区独
特的文化面貌和突出成就，以实物遗存
见证了中华文明不同区域间的文明交
流，见证了文化起源阶段的标志性节
点。

今天我们积极申遗，就是对红山文
化的一种肯定。

2012 年，红山文化遗址被列入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时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
的郭旃先生曾说，红山文化遗址群是五
千年古国的象征，更是中华文明起源多
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见证。保护好
红山遗址群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推动
将红山遗址群和牛河梁遗址群联合申
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会使我们共同承担
起保护、传承与弘扬中华五千年文明成
果的重任，也是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所能做的积极贡献。

多年来，红山遗址、魏家窝铺遗址
与牛河梁遗址联合申遗工作一直在进
行中。

2012 年 6 月 11 日，两地遗址相关
专家召开了红山文化遗址申遗相关利
益者座谈会，探讨了遗址申遗的利益相
关群体以及其责任担当，为联合申遗做
了初步准备。

同年 12 月 14 日举办红山文化学术
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
学等高校，以及全国各地的专家和学者
100 余人参加了研讨，这是联合申遗以
来最重要的学术交流会议之一。

2014 年 11 月 27 日，赤峰市与辽宁
省朝阳市共同在北京召开红山文化遗
址联合申遗遗产价值分析论证会，来

自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考古学
会、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高校和科
研院所的 2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证
会，就红山文化遗址遗产价值进行了
分析。

2017 年 3 月 30 日，由赤峰市政府
和朝阳市政府主办的“红山文化遗址世
界文化遗产价值国际专家研讨会”在北
京召开，来自国家文物局及国内政府、
高校、研究机构的代表和美国、日本、印
度、澳大利亚等国的近 50 位专家参加
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促使红山文化
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又向前迈了一
大步，标志着红山文化遗址申遗工作向
纵深发展。

除了积极举办学术研究与讨论会
议，两地还通过丰富的文化活动，用不
同的形式与渠道，向大众推广红山文
化。目前，红山文化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的文本初稿已经完成，正在准备提交。

但存方寸土，留与子孙耕。
赤峰文博院院长、研究员陶建英

说：“我们对于红山文化的认知是无限
的，红山文化申遗更重要的是过程。把
最基础的发掘、保护、阐释工作做好，在
申遗的过程中留下最坚实的脚印，就是
我们给子孙留下的最好的遗产。”

遗产保护

、申遗脚步

、文旅之路

赤峰学院博物馆文创产品展示。

以玉龙为设计元素的颈枕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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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打造”项目报道组】
红山文化系列报道组：
王静宇 魏那 李倩 徐跃
金泉 刘墨墨 王塔娜 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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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填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