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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4大洲的一“面”
之缘——

三星堆考古又上新了！

金面具 、
神坛 、
玉琮 、
丝绸……

新华社成都 9 月 9 日电 （记者童
芳 李倩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9
日公布了 5 月以来的最新发掘成果，
考古学家们又新发现了 500 多件文
物 ，其中 包括完整金面具、青 铜“ 神
坛”
、神树纹玉琮等
“国宝”
。
据了解，目前 3 号“祭祀坑”发掘
已近尾声，4 号“祭祀坑”发掘已经结
束，5 号、6 号“祭祀坑”因面积较小、深
度较浅，将被提取到实验室“解剖”，7
号、8 号“祭祀坑”刚刚到文物层，大中
型青铜器、象牙、玉石器等铺满了整个
“祭祀坑”，犬牙交错、层层叠叠，令人
叹为观止。
最吸引公众眼球的莫过于 3 号
“祭祀坑”新出土的完整黄金面具，这
件文物比正常人脸稍大，专家认为是
附着在青铜人像上的。新发现两件青
铜
“神坛”
造型迥异、前所未见，
具有很
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朱砂彩绘觚型
尊、神树纹玉琮见证了中华大地早期
各区域文明的交流融合。铜扭头跪坐
人像、精美玉刀等文物充分展现了古
代工匠的高超技艺。此外还发现了多
处丝织物遗存，对我国古代丝绸技术
研究有很大促进作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
认为，最新出土的文物再一次证明了
中国古人的想象力、
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是远超现代人想象的。目前的发掘刚
刚进入高潮阶段，
更多惊喜还在后面，
也许还有更多超出认知的文物陆续被
发现，
三星堆的未解之谜有待揭晓。
据了解，在发掘的同时，
四川省文
物局也在组织全国最顶尖的团队对文
物进行保护修复、研究阐释，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公众就能在博物馆里见到
这些令人惊叹的文物，感受三星堆文
化的魅力。
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
市，遗址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延续年
代从距今 4500 年至 3000 年。三星堆
最早发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
代初，1986 年发现 1 号、2 号“祭祀坑”
出土金杖、黄金面罩、青铜神树、象牙
等珍贵文物 1720 件。
2019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通 过 调 查 勘 探 ，在 1
号、2 号“祭祀坑”的旁
边又新发现 6 个“祭祀
坑”，2020 年 10 月开始
正式考古发掘。据了
解，
在大约一年的发掘
时间内，
新发现的
6个
“祭祀坑”
已出土金器、
青铜
器、玉器、象牙等近 2000
件大大小小的文物。

三星堆金面具“撞脸”奇遇记
9 月 9 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一批三星堆考古最
新发现，
大大小小的文物中一张完整的黄金面具格外引人注目。
3000 多年前，四川盆地的先民在祭祀活动中焚烧填埋下玉
璋、铜尊等“圣器”，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天人对话”的夙愿。3000
多年后，原本山海相隔的古迹依次现世。人们惊奇发现，古蜀遗
址出土的金面具竟与古埃及、古希腊和美洲古代文明中的金面具
“撞脸”
。
在考古学家眼中，金面具的“天缘凑巧”不仅昭示了先人不谋
而合的发展智慧，
也寄托着各洲人民世代相传的交流愿景。

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铜尊 。

“金斧”、
金珠、
玉刀、
木箱——

三星堆
“新宝贝”
有哪些待解之谜？

﹄出土的青铜头像。
三号﹃祭祀坑

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像 。
（本版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

偶合的匠心

B

契合的韵味

C

重合的愿景

6 月中旬，当考古人员从三星堆 3 号
“祭祀坑”缓慢取出一块青铜罍残片后，
一团严重变形的金器出现在人们眼前。
出土时，这件金器仿佛一张稿纸被揉成
一团，难辨形状。修复人员用时不到一
周，一张完整的金面具缓缓呈现。
在他国考古发现中，也不乏金面具
的身影：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黄金面具
成为埃及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古
希腊阿伽门农黄金面具被认为是迈锡尼
文明的绝佳明证；墨西哥瓦哈卡出土的
希佩·托特克黄金面具引发人们对阿兹
特克神话
“春天之神”
的无限遐想……
这些跨越4大洲的金面具不断唤起人
们的联想：
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渊源？
细观古蜀遗址出土的金面具，
不难发
现它们都是用模具捶揲而成。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眼中，
这种
距今 3000 多年的商代晚期捶打工艺堪称

6 号坑出土的玉刀。

3 号“祭祀坑”出土的刻
有神树纹的玉琮。

A

5 号坑出土大量金珠，一把有分
量的
“金斧”
已露头，6 号坑木箱底部
新发现一把锋利的精美玉刀……记
者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
到，三星堆遗址新出土一批重要文
物，又有一些新的待解之谜。
记者日前在 5 号“祭祀坑”考古
发掘现场看到，现场负责人、四川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正带着
学生用 X 射线荧光光谱仪探测坑内
金器的成分。
5 号坑是三星堆“祭祀坑”中面
积最小的，却是含“金”量最高的，已
出土重达 280 克的半个黄金面具、
鸟型金饰片等金器以及玉器、象牙
器等。
目前看到，5 号坑中有一件稍大
的金器已露出头。
“ 这件金器像斧
头，这是之前没发现过的造型。”黎
海超说，因为金的珍贵性，以往出土
的金器都很薄，但这把“金斧”有一
定厚度，很费料，它具体是做什么用
的，还有待研究考证。
“除了‘金斧’，最近我们还在 5
号坑发现了不少金珠，
有的金珠只有
米粒般大小。这些金珠是怎么来
的？
”
黎海超说，
之前大家猜测它们可
能是坑内其他金器被焚烧后熔解下
来的。
然而通过探测发现，这些金珠
的含金量高达 99%，几乎是纯金了，
而此前三星堆出土的金器，包括 5
号坑的金面具，其含金量约为 85%，
另有 13-14%是银。
“这就说明金珠并不是从坑内
其他金器上熔解而来，我们推测很
可能是制作时采用了炸珠工艺，即
将黄金溶液滴入温水中形成大小不
等的金珠。”黎海超说，
“这可能是中
国最早的炸珠工艺。
”
除了金珠，5 号坑还分布着大量
中间带孔的金圆片，
其分布方式有一
定规律，
专家推测其可能是有意识摆
放或是原本附着在某种织物上再铺
于坑内。此外，
与其他坑整根掩埋的
象牙不同，5 号坑的象牙器经过精心

雕琢，部分纹饰线条比发丝还细，技
艺精巧。
“从种种发现来看，5 号坑很特
殊，有可能是供特殊的仪式或特殊
的人使用的。如果上述金饰是附着
在衣服上的，那这件衣服的华美程
度是超乎想象的。”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
林说。
由于 5 号坑文物非常多且细
碎，现场提取难度较大，目前考古人
员正对其进行整体提取，下一步将
进行实验室考古。这些细碎文物之
间有着怎样的组合关系？金面具的
另一半在哪里？这些谜团都等待着
被解开。
5 号坑旁边的 6 号坑，同样充满
了待解谜团。6 号坑中埋藏着三星
堆首次发现的木箱，木箱是做什么
用的？箱子里有什么？
黎海超说，目
前在木箱内主要
有两大发现，一
是发现了丝织
品 的 痕 迹 ，二
是最近在箱底
发现了一件精
美的玉刀，形状很
像现在的西餐刀，
无论从工艺、材质、
纹饰来讲，都是一件非
常精美的玉器。
“很特别的是，玉器在
古代一般是礼器，没有实用
价值，但这把玉刀却是开了刃
的，非常锋利。”黎海超说，这把玉
刀到底是礼器，还是有实用价值，有
待进一步考证。
目前，6 号坑的木箱以及木箱下
面的灰烬堆积已经整体提取完毕并
运送至库房。下一步，四川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将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进行实验室考古，解开
一个个待解之谜。
（新华社成都 9 月 9 日电 记者
李倩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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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大洲的先民利用黄金打造出令人
惊叹的神秘面具，尽管其用途略有不同，
但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金面具契合着不同
地区先人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并成为
类似信仰的载体。
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以及阿伽门农黄
金面具用于逝者。关于三星堆黄金面
具，考古学家推测其目的主要是为增加
铜像或巫师的神秘感，赋予人与神灵沟
通的能力。
李新伟解释说：
“古蜀遗址出土的许
多文物都有太阳神鸟的形象，
这显示出古
人对于太阳的崇拜。黄金闪烁着太阳般
熠耀的光芒，因此古人格外珍视黄金，并
将其制成面具等圣器，
借以同神灵沟通。
”
在美洲，
黄金面具则与神灵有着更为

三星堆“上新”的消息往往让世界各
地的考古学家振奋不已。埃及考古学家
哈瓦斯在听闻今年年初三星堆出土一件
黄金面具残片后激动地说，
中国新出土的
黄金面具是
“21世纪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
然而目前相关史料仍很匮乏，各文
明之间如何联系和交往存在无数谜团，
令考古学家好奇神往。奥尔蒂斯认为，
三星堆的新发现将推动全球考古界进行
更深入的研究调查，追溯远古文明的发
展历程。
“三星堆堪称文明互鉴的绝佳例证，
”
李新伟表示，
不同文明间应相互学习、
共同

中国最早、
最重要的金器制作工艺。
李新伟认为，黄金捶揲技术是流传
于旧大陆各地的，中国的制金工艺或源
自欧亚大陆草原地带。距今 3000 多年
的古埃及法老金面具和古希腊迈锡尼金
面具，
都是采用捶揲工艺制成。
与上述 3 地有着不约而同匠心的还
有新大陆美洲地区。尽管目前尚未发现
和旧大陆间存在相关交流的证据，但那
里的先人也逐渐发展出捶揲工艺来制作
金器。
“黄金不像青铜一样易熔化、
易浇铸，
但有极好的延展性，
适合捶打成不同形状
的薄片，
可能是这些特性让各洲先人不约
而同选择了捶打的方式。
”
李新伟说。
对此，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考古学
家埃迪特·奥尔蒂斯表示赞同。
“ 捶打工
艺是最简单的冷加工技术之一，也是金
属加工最早的技术进步之一。
”
她说。

直接的关系。墨西哥瓦哈卡出土的黄金
面具以阿兹特克神话中
“春天之神”
希佩·
托特克命名。
“黄金在美洲乃至全球多地
的古文明中被视为太阳的象征。黄金制
成的面具在古埃及、古希腊等地可能象
征神明化身的历史人物，而在美洲古文
明中象征着神灵本身。”
奥尔蒂斯说。
出土于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墓葬的
金面具被认为是令法老重生或永生的神
圣道具。
“ 古埃及人认为带上黄金面具，
仿佛拥有太阳神一样的面貌，可以获得
永生。
”
李新伟说。
考古学家推测，发现于王公贵族墓
葬的古希腊迈锡尼时期最著名金器之一
——阿伽门农黄金面具，或也出于同古
埃及相似的信仰。

发展，
各洲先人也正是怀揣互鉴融通的愿
望，
才共同推动人类社会走向今天的繁荣。
李新伟常年深耕跨文化研究，这位
致力于对外考古合作的专家曾远赴美洲
进行考古发掘。在给国外带去先进技术
理念的同时，他也时常为其他地区的灿
烂文明惊叹不已。
“我们应该尊重各文明独特的发展
道路，我们应赞美这些文明。在‘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观基础上，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新伟说。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记者黄
顺达 陈瑶 梁君茜）

完整金面具格外引人注目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9 日公布了新一批三星堆考古出土文物，其中
一张完整的金面具格外引人注目。
据介绍，这张薄如蝶翼的金面具宽 37.2 厘米、高 16.5 厘米，重约 100
克，眉眼镂空，两耳轮廓圆润，鼻梁高挺，嘴形大而微张，造型威严神圣，是目
前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完整的一件金面具。
下图为 3 号
“祭祀坑”
出土的金面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