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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考古学家、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
宫研究院名誉院长张忠培于2017年7月5日
9时40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噩耗
传来，湖南文物考古界十分悲痛。 张忠培先
生的去世， 不仅是中国考古界的重大损失，
更是湖南考古界的重大损失。

张忠培是湖南长沙人，中学毕业于长郡
中学。他是从湖南本土走出来的著名考古学
家。 作为湖南籍的学者，他非常关心家乡的
文物考古工作，并身体力行地参与到湖南的
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中，几十年来对湖南文
物考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张忠培就十
分关注湖南史前考古工作，利用回乡的机会
考察湖南考古遗址和考古新发现，指导湖南
的考古工作。 80年代后期，湖南省文物事业
管理局委托湘潭大学开办考古大专班，为湖
南培养和培训了一批考古专业技术人员，张
先生多次来给培训班讲课。 进入90年代以
后，他深入湖南的考古工地指导工作，很多
情景还如在眼前。

“像城头山这样的大遗址，
一定要有周密的考古计划”

1995年冬天，我陪张忠培去城头山，还
参观考察了湖南另几处文物遗址和文保单
位。一路上聆听先生的教诲，受益匪浅。那是
一个特殊的时期， 张忠培忧思了许多问题，
也对史前考古的诸多问题开展了认真思考，
涉及考古学文化研究，如文化谱系、文化结
构等问题。此后，在多次回湘中，他都反复强
调在湖南开展史前考古工作一定要先把时
空框架搭好，要研究考古学文化谱系。 在他
的指导下，迄止目前，湖南史前考古的大框
架已经基本搭建起来。旧石器时代两大文化
类群———湘北澧水类群和湘西 水类群各
自的文化序列已经建立，其他地区的旧石器
文化序列也正在完善中，新石器时代的考古
学文化区系类型也更为清晰。

1994年冬天， 正是城头山遗址大规模
发掘的时候，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张忠培
和严文明率专家组来湘检查，在工地上他听

取考古发掘负责人何介钧所作的汇报，仔
细检查层位的划分和遗迹的判断， 对考古
发掘的原始材料进行检查。 他说，像城头山
这样的大遗址，一定要有周密的考古计划，
一定要有一盘棋的思想， 做此类遗址的发
掘一定要把遗址的堆积单位和年代搞清
楚， 要把遗址的布局以及各堆积单位的关
系搞清楚。 正是在张忠培指导下，我们后来
在城头山开展的一系列工作， 都是围绕搞
清这座城址的年代和布局来进行的， 这让
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不仅使城头山城
址的始建年代得以厘清， 还大致复原了这
座城址从发生到鼎盛、消亡的整个过程。

“炭河里城址的发现非常重要”
湖南的考古工作， 商周时期的考古是

一个重要的阶段， 是湖南进入文明社会无
法绕开的一段历史。 众所周知，湖南出土过
不少精美的青铜器， 这些铜器的背后反映
了什么样的历史真实性， 却一直没有找到
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2002年宁乡炭河里遗址开展了抢救性
考古发掘，发掘结束后，我们把基本情况向
张忠培作了汇报。 他听后非常激动，说：这
为湖南商周青铜器找到了归宿！ 他立即给
时任国家文物局文保司副司长的学生关强
打电话， 说这个炭河里城址的发现非常重
要， 为解决湖南商周青铜器的问题找到了

突破口，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个遗址。 后来炭
河里遗址成为国家“十二五”大遗址项目，也
列入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炭河
里遗址的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倾注了张忠
培大量的心血， 他先后两次到遗址现场考
察，对考古和保护工作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指
导意见，为进一步开展以炭河里为中心的湘
江流域、特别是商周青铜器较为集中的沩水
流域考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炭河里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如今已经建成开放，也可以
告慰先生了。

“文物是无价的，以无价对
有价，有价要让路”

秦汉时期湖南地区加速了华夏化的进
程， 也是湖南由边陲过渡到内陆的过程。
2002年4月，龙山里耶古城一口古井发现秦
简，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很快，张忠
培与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赶到里耶
考古发掘现场，对正在实施的考古发掘工作
作出指导， 对出土的简牍给予了极高的评
价。

张忠培得知这次重要发现乃是基本建
设过程中文物考古工作者坚守文物保护的
基本原则、并付出了重大代价而获得，故在
此后发表了关于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关系
的重要谈话，提出基本建设中文物保护一定
要先行。 基本建设工程是建设项目，建设项
目是可以做预算的，是有价的，但文物是无
价的，以无价对有价，有价要让路。他的讲话
引起了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制定了
该工程建设中里耶古城的保护方案。里耶古
城及其秦简在张忠培等专家学者的呼吁下
得到了有效保护，里耶古城破格晋升为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耶古城也进入首批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张忠培对于湖南考古的指导作用不仅
仅是单纯的提指导性意见，还在于他的亲自
践行湖南的考古与文物保护。他多次到湖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库房，亲手把摸陶片陶
器，寻找陶器背后的文化属性，仔细琢磨陶
器的质地、色泽和纹饰，考察其变化的规律。
他指导我们开展洞庭湖地区考古学文化谱
系的研究， 对我们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

定。 记得1995年在湖南召开了一次学术会
议———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
明学术讨论会， 会后编撰出版了一本论文
集， 当何介钧所长将论文集送给张先生，他
非常高兴地说，湖南史前考古已经有了生力
军了，做得不错。

“什么是世界遗产 ，看啦 ，
这就是世界遗产”

湖南长沙作为楚汉名城，是一个具有悠
久历史的所在， 作为从长沙走出去的学者，
张忠培对此具有浓烈的乡情。 当然，这不仅
仅是单纯的湖南乡土观念，而是对于湖南这
个区域的考古以及历史文化的深度思考。

他多次对我们说，湖南的历史，西汉长
沙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是承前启后的关键
阶段。 他对汉长沙国的考古寄予厚望，每次
回家乡，总要到河西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的工地去检查汉王陵考古工作。他在汉长沙
国王陵遗址公园谷山片区对我们说，一定要
把陵园的布局搞清楚，要取得突破就必须先
做布局。这些年汉王陵遗址考古取得了一些
突破，与张先生的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张忠培关心家乡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其
拳拳之心带着对家园故土的深情厚意，带着
对湖南这片土地赤诚和热爱。 这一点，从老
司城的考古、保护与申遗等工作中得到了充
分体现。

老司城的考古工作开展之后不久，我们
曾向他请教， 该如何做这一类遗址的考古，
他说：必须做格局，做遗址的空间布局。但老
司城这类遗址建筑遗存多，建筑物多次反复
建造，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到底应该怎样做
那个时期的布局颇费思量。 他告诉我们，这
类遗址的格局要从道路着手，排水沟也是重
要的突破口，把这两类遗存做好了，这座山
城的格局才有可能做好。后来我们按照他的
要求去开展工作，果然取得重要收获，取得
了不同时期和年代的准确遗存，与道路及排
水沟的分布有密切关系。老司城考古发掘获
得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与他的
指导有重要的关系。 2010年以后，老司城又
连续获得国家大遗址项目、首批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立项名单，2012年底还进入了中国
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单。 为此，我们有更
多的工作需要请教他，从考古工作到申遗工
作，他总是给我们指点迷津。 为了老司城的
申遗，先生前后四次来到老司城现场考察指
导，在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保护展示、突出
普遍价值的提炼、遗址公园的建设等诸多方
面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性意见。他对老司城更
是饱含深情。 他走在老司城的正街，用拐杖
指着老司城的宫墙说：“什么是世界遗产，看
啦，这就是世界遗产！ ”

实际上， 对于湖南的文化遗产保护，先
生一直在积极鼓励和引导，长沙铜官窑遗址
考古发掘与保护、凤凰古城和苗疆边墙的考
古调查及保护都是在先生的具体指导下进
行的。 点点滴滴，无不凝聚着先生对故乡的
关爱之情。

无法再聆听他的湘音，从此
考古界少了一颗星

张忠培关心年轻人的成长，中国考古界
很多人受益于他的教诲。 我们每次见面，总
会聆听他的谈话，聆听他的思想，越是了解
他的学术思想，越觉得他总是在思考，在前
进。 他的学术生涯，集田野发掘、室内整理、
学术研究于一身。

最近一些年，因工作关系，每年总会有
一些机会当面向他请教。 每次见到我，他都
很热心地问起湖南的工作，问及我们田野考
古的发现、资料的整理和学术研究。 他会毫
无保留地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考分
享与我。他多次向我提到考古学文化的一些
认识，认为文化总是多元的，文化的进程也
基本上是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过程。 他
对目前中国考古学的热点和重点问题都有
认真的思考和积极主动的工作，比如中国文
明化进程和国家起源问题，他强调要从具体
遗址入手，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整理材料和
分析材料，才能构建出文明化进程的清晰轮
廓。 他以80多岁高龄和疾病的身体还亲自
核对材料，体现了一个考古学者的真本色。

他的思想始终站在学术的前沿，对当前
考古、历史、文化等重大学术进行考察，体现
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良好视角。我每次读
他的文章，都会受到启发。 这是他留给我们
宝贵的财富。

长期烟不离手，长期伏案科研和野外奔
波，他近些年多种疾病缠身，以至这两年需
要吸氧方能减缓呼吸之苦。每遇学生后辈前
来求教，他总是乐此不疲地热情接待，并长
谈学术。 看着他那呼吸困难的样子，好多次
我不忍打扰他的休息，但是他总是说，再坐
一会儿，不急！ 我有许多学术困惑想向先生
求教，我深知，这样的见面肯定是见一次少
一次，我又何尝不想多坐一会儿，更多地聆
听他的教诲！ 他们这一代的考古学大师，已
经凤毛麟角了，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已经
无人能够比肩了。他这样的学者在中国越来
越少。 但近些年，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做
长时间的谈话和费神的思考了。对于身上的
疾病，想必他也有考虑，所以只要时间允许，
生命允许，他还要只争朝夕，争取完成未了
的心愿， 还要完成他已经拟定的学术计划，
他真是一个把学术看得比生命重要的老人！

“几天前，先生忙完三本书稿之事，感觉
疲劳，消化不畅。晨间六点多上洗手间，儿子
陪同回床时就歪在那儿不行了。 立叫120急
救车，在急救车上心脏就停止跳动了，用复
苏的方式送到就近的积水潭医院再进行抢
救，没有抢救过来，先生走了！”先生的弟子、
故宫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季在第一时刻向外
界报告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先生走了，意料之外的匆匆而行，从此
无法再聆听他的湘音，从此考古界少了一颗
星。

年轻的勇士们：
此刻， 窗外依然大雨瓢泼， 仿佛老天

被砸破了一个巨大的豁口。 坐在灯下给你
们写信， 我的心是悬着的， 仿若被一根棉
线吊在资江巨大的漩涡上。 我担心滔滔洪
水吞噬城市和村庄， 更惦念在资江大堤上
抢险的你们， 是否安然无恙。

两天前， 我在微信朋友圈得知， 本该
在毕业晚会上狂欢的你们， 却在夜色中背
着行装， 身穿迷彩服， 列队开拔到了桃江
县， 开拔到那些被湍急洪水冲击得危在旦
夕的堤岸上。 接着， 我看到一张张从抗洪
一线传来的照片。 照片上， 你们在大雨中
扛沙袋、 挖土石， 在齐腰深的江水里打木
桩、 垒子堤……汗水与雨水交织， 湿透了
全身。 看到疲惫至极的你们， 带着满身泥
水， 倒在湿漉漉的地上睡着了的场景， 我
的眼睛湿润了。 我是一位母亲， 一个与你
们年纪相仿的男孩的母亲， 看到你们， 我
真的心疼了， 就像看到自己的儿子累倒在
泥泞中。 我真想冲进照片里， 为雨中的你
们撑起一把大伞； 真想把你们一个个拥在

怀里， 像母亲一样， 为你们擦去额头上的
汗水与泥污， 让你们在干净的被褥上， 甜
甜地做一个好梦。

作为母亲 ， 我又为你们感到骄傲 ! 在
大灾大难面前， 你们临危不惧， 敢于担当，
体现了军人磐石般的坚定和勇敢。 为了保
卫百姓的家园， 敢于豁出性命， 这是军校
历练后， 你们成为真正男子汉的可贵一面。
在母亲的心里， 你们是儿子； 在千百万民
众心里， 你们是雄伟的大山， 是坚强的堤
防。 因为你们， 危难时刻的百姓， 有了主
心骨， 有了安全感。 这次抗洪， 你们用年
轻的血肉之躯 ， 经受了特殊的 “毕业检
阅”， 也向老百姓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这里， 我想代表三湘大地所有的母
亲 ， 向你们说一声 :谢谢了 ， 年轻的勇士
们。

希望你们在抗洪前线， 一切安好， 早
日凯旋。

致礼!
方雪梅

2017年7月2日

编者按

湖南这场历史罕见的洪水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
无论身在抗洪抢险一线还是在单位、 家中， 人们都
时刻关注着前方的水情， 更心系着抗洪火线上奋战
的军民们。 湘江周刊特别刊发并推荐两封抗洪家书
及湘韵版抗洪诗文专辑， 与读者们一起分享。 两封
抗洪家书情深意切， 体现了抗洪抢险情境中的人心
与真情， 值得读者诸君垂注。

抗洪家书

刘也如

老公，夜已深，儿子退烧了，进入了甜蜜
的梦乡。 而我辗转反侧，不知你现在是否安
好，几天来湖南连续暴雨，受灾严重，你们没
日没夜地奔赴各个灾区抢险救灾，你一定累
坏了吧。

这几天过得比平时漫长许多，我时刻盯
着手机，生怕错过你的信息，心里一直祈祷
老天要保佑你和战友们平安归来。

你可知道，你的平安，对于我和儿子来
说多么重要。

洪水无情，冲垮了大堤，冲倒了房屋，也
把公公婆婆和爷爷奶奶家淹没了， 今早醒
来，看到你写的新闻，发现你就在你的老家
长沙望城参与救援， 我问你为何不回家一
趟，家里受灾那么严重，你说：“救援任务很
重，我不能回家。 ”

这一刻，我突然真正明白大禹治水三过
家门而不入时的决绝之心。一直很孝顺长辈
的你，心里又有多少泪在默默流淌。

你发信息来告诉我，这几天你们部队在
多个地方参与救援， 整天整夜与洪水斗争，
有的每天睡眠只有两三个小时，有的双脚早
被洪水泡成了白色， 我听了后真的很担心，
我知道，肯定还有很多危险的情况你不愿告
诉我……

前几天我随手发了一条你去益阳抗洪
的微博，没想到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朋友的
关心， 大家都要我转达对你和战友们的敬
意。

但却有人说“军人就是一个职业，不要
夸大”“军人就该在危难的时候出现，不用感
谢”……当看到这些评论，我感到震惊，甚至
有些心寒。你和战友们冒着危险在前线抗洪
救灾， 却有人这般在网上抹黑你们的付出。
但是你说， 每次成功救援后离开一个地方，
当地群众都会高呼“谢谢人民解放军”。 听到
这些，我为你感到骄傲，我想，你和战友们的

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想起去年这个时候，眼看儿子要出生

了，不料你请假的第二天就遇上岳阳和益阳
特大洪灾，你接到命令要走，我挺着足月的
大肚子送你下楼，为了不让你担心，我对你
说，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可说完我的眼泪就
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产检不曾陪我去过一
次，难道连生孩子都不能陪在我身边吗？ 你
这个准爸爸太不合格了。

一个星期后，你回来了，晒得黝黑，满脸
疲惫，还抱着几个大南瓜。 我说怎么去抗洪
拿回来这些，你说是准备撤离的时候，看到
一位老人蹲在路边卖， 你觉得他不容易，就
全部买了下来。 天啊，这么重的南瓜你从岳
阳带回长沙，你真是傻得可爱。

结婚以来， 家里的大小事你都无暇顾
及，一门心思扑在了工作上，经常加班加点，
即使在家，也是工作到深夜，即使周末，也是
晚睡早起。 你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对不起”。

老公，你千万不要愧疚，作为一名军嫂，
我懂得，当你穿上军装，就意味着你已经把
生命交给了国家，交给了人民。 维和护航，军
人优先；抗洪抢险，军人优先；抗震救灾，军
人优先……在每一次可能要以生命为代价
的选择面前，你们从未退缩，时刻准备着用
青春和热血保家卫国。

如果上天能借我一束光， 你就是那束
光，照亮黯淡。

我的老公是湖南省军区机关一名普通
的军人，这一次，他和往常一样，和千千万万
的军人一样，奋斗在抗洪的最前线……

老公，你在抗洪一线没日没夜，我真的很
担心你，又不敢和你多联系。我只想告诉你，家
里一切都好。 等雨停了，洪水退了，大家平安
了，我和儿子在家等你和战友们凯旋！

儿子马上一岁了， 生日礼物你不要忘
记了哦。

永远爱你的老婆

老公，你是我和儿子
生命里的光

你们经受了
特殊的“毕业检阅”
———写给国防科大抗洪一线的学员们

7月5日，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逝世，在全
国文化界产生巨大反响。 张忠培是从湖南本土走出去的著名考古
学家，他在中国考古界德高望重，对我国考古事业及湖南考古和文
物保护工作贡献巨大， 对湖南的文化遗产保护有许多关键性的指
导与引导。 我们特约请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撰文以
示悼念与追怀———

张忠培与湖南文物考古

氵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