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6日，长沙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布展。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邓晓丽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10月26日，“殷商王后———纪念殷墟考古
发掘九十周年·妇好墓出土文物特展”在长沙
博物馆向媒体开放探馆。 此次展览共展出殷
墟妇好墓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玉石器、甲骨器
等珍贵文物474件，27日起在长沙博物馆特展
1厅、2厅正式开展。

“墓上建筑”覆盖在墓口，避免
了被盗墓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第一位王后， 也是中
国有历史记录的第一名女将， 曾统帅军队立
下赫赫战功，为武丁中兴作出了贡献。其事迹
见于上世纪陆续出土的200余条甲骨卜辞，其
时代距今大约3200年。

1928年， 考古学界首次正式对安阳殷墟
进行科学发掘以来， 殷墟成为中国发掘次数
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揭露面积最大的遗址。

其中，1976年在殷墟发现的妇好墓，是目
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 墓主人
及其身份，且保存完整的商王室成员墓葬，出
土了多达1928件随葬器物。

历年发掘的殷墟墓葬，近90%都被盗掘，
为何妇好墓得以完整保存？

妇好出土文物展策展人王文彬介绍，妇
好在33岁去世，武丁并没有把她葬在王陵区，
却葬在宫殿宗庙区近旁。 虽然目前考古界对
下葬地点选择的原因还没有定论， 但妇好墓
得益于覆盖在墓口之上的“墓上建筑”，躲过
了被盗的命运，却是不争的事实。

� 司母辛铜方鼎或揭示其子未能
继承王位

走进展厅中央， 首先看到的便是一个重
达117.5公斤的司母辛方鼎。

铜方鼎原为一对两件， 此次展出的为其
中一件。

鼎口沿下一周夔龙纹为主纹饰。铭文“司
母辛”铸于口下内壁，意思是妇好的子女为祭
祀亡母辛而铸此鼎，“辛” 是妇好去世后在宗
庙被供奉的庙号。

一般人可能对存放于国家博物馆的“国
宝”———重达832.84公斤的司母戊鼎如雷贯
耳，然而“司母戊”与“司母辛”有何关联呢？

王文彬介绍， 目前史学界推测妇好的儿
子并没有能继承武丁的王位， 司母戊鼎是商
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亲母庙号为“戊”的女
子所制。妇好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是个王
子，没有能力做更大的鼎。

� 非典型女性墓葬： 既爱武装
又爱红妆

本次展览内容分为3个部分：“初识妇好”
“允文允武”“宫闱静好”。

与一般女性墓葬的出土文物不同， 妇好墓

中出土有铜钺、铜戈、铜锛、铜铲、骨匕等兵器。
铜钺在商周时期象征军事征伐、 刑杀之

权，妇好墓共出土4件，是目前所见商代贵族
墓随葬铜钺第二多者，印证了妇好执掌帅权、
戎马一生的传奇经历。

此次展出的铜钺装饰的虎食人纹在商代青
铜纹饰中多次出现，纹下有铭文“妇好”二字。

除了女将军的英姿， 妇好既爱武装又爱
红妆，还有掩不住的“女神味”。

白玉簋、浮雕玉人、圈足铜觥等大量制作
精美的青铜重器及玉器， 价值连城的宝石器、
象牙器和蚌器装饰镶嵌品，骨装饰品，再加上
目前所知的我国最早的青铜镜，既透出浓浓的
女性味道，也反映出当时发达的手工业水平。

同时， 展品中有商王武丁占卜妇好是否
怀孕的甲骨。目前所见卜辞多达30余条。占卜
内容非常详细，包括是否怀孕、是否为保胎举
行祭祀、怀孕是否有生命危险、推算预产期、
推测生男生女等。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明年3月4日， 免费向
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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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奇女子妇好墓文物亮相长沙
为殷墟目前出土的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的完整王室墓

课外活动
展风采

10月26日， 长沙市雨花区
车站南路小学，同学们在参观社
会实践展览墙。当天，该校与雨
花区左家塘街道阿弥岭社区联
合开展小学生素质教育课外活
动展。通过展览墙、趣味足球和
绘画创作等活动，加强学生们素
质教育。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杨春兰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通讯员 谢昕
婷 记者 龙文泱） 法国当地时间10月25
日16时30分， 中法联合制作的皮影音乐
剧《熊猫成长记》首次走出国门，在巴黎
凯·布朗利博物馆上演。

中国驻法国使馆文化处公参李少平、
法国中央大区副主席Agnes� Sinsoulier、
法国图尔市副市长Jerome� Tebaldi等观
看了演出。妙趣横生的演出赢得法国观众
的阵阵掌声，不少观众对中国皮影的制作、
操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皮影音乐剧《熊猫成长记》由湖南省
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与法国甜蜜
忆古乐团联合制作，以“西方文艺复兴时
期音乐与中国皮影戏”为主题，将中国国
宝熊猫作为主角， 讲述了可爱的小熊猫
和伙伴们历尽艰辛保护环境的故事。该
剧由法方提供剧本和音乐， 由中方提供
角色造型设计、皮影艺术制作和表演。中
法两方创作团队的艺术家曾多次到两国

采风创作，对艺术表演方式、舞台表现形
式及创作合作模式等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

该剧于今年5月24日在长沙首演，随
后在武汉、宜昌等地进行了巡演。

据中方导演、艺术总监、国家一级演
员彭泽科介绍， 该剧最大的创新点在于
采用皮影和真人同台演出的形式。同时，
剧本创作和人物造型结合了中法两国的
特点， 将中国传统的皮影艺术和法国文
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相结合， 卡通化的人
物形象融入了中国传统水墨画元素。舞
美设计则融合了多种艺术元素， 尤其是
灯光的使用改变了以往皮影表演单一的
背投式投光方式，采用前、后、局部多角
度的照明方法，突出灯光色彩变化，为观
众营造出梦幻的情境。

本次演出共有5场，其中当地时间10
月26日的演出将由欧洲著名的艺术电视
台ARTE进行现场直播。

皮影音乐剧《熊猫成长记》惊艳巴黎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廖晓菲）今天，为期3天的“喜庆
十九大·群星耀三湘”2017全省文化 (群
艺) 馆、 站业务技能竞赛在长沙落下帷
幕。 来自全省的14支代表队、360多名选
手参赛。

本次竞赛由省文化馆主办， 旨在进
一步提高全省群众文化工作队伍的整体
素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促进群众
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 竞赛分为群文活
动策划、群文辅导、舞台表演、群文理论、
美术书法摄影5个门类。 评奖突出原创，

收到了新创作的节目、作品400余个（幅、
篇）。最后，5个门类的竞赛分别评出了金
奖、银奖、铜奖和优秀奖。

近两年， 我省不断加强基层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积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各
个市州、 县区级文化馆都形成了独具地
方特色的群文活动品牌， 很多乡镇都成
立了戏剧演出队、诗社、书画协会、民歌
队、广场舞队、舞狮耍龙队等文艺社团。
目前，全省现有业余（民间）文艺团队近2
万支， 其中一部分具有一定规模并达到
专业水平。

全省群众文化工作者比拼技能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肖畅 )今天上午，全国方言专家
齐聚湘潭市华天大酒店。 随着一块红绸
被轻轻掀起，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湘潭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湖南方言系列丛书》
正式露出“真颜”，以此填补了湖南方言
系列研究史上的空白。

《湖南方言系列丛书》由湘潭大学李
永明教授主编，囊括《长沙方言》《衡阳方
言》《临武方言》《湘潭方言》 等12部湖南
地方方言研究著作。其中，除《辰溪方言》
与《张家界方言》为李永明的学生谢伯端
所著外， 其余10本均为九旬老教授李永
明60年如一日潜心研究的心血。

1957年， 李永明被分配到了湖南衡
阳，开始了边任教边作研究的艰辛生活。
在出版了《衡阳音系概要》《衡阳方言词
汇》之后，1980年，李永明到湘大任教，开
设了方言选修课程， 继续着手湖南方言

的研究。 此次首发的《湖南方言系列丛
书》中，除衡阳、临武、长沙、常德等4本方
言研究专著是重印外，其余6本均是李永
明在退休后的25年里默默耕耘的成果。

“方言是一种文化基因， 留住了方
言，就是留住了乡愁。”“方言承载着历史
文化与地理气息， 李永明教授走遍湖南
的山山水水， 用实际行动为方言的保护
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发仪式
上，潘长良、章兢、唐作藩、郑赤建、章育
良、董忠司等专家学者，纷纷对李永明教
授为湖南方言研究所作的努力和贡献表
示高度赞誉。

“方言‘捆’了我一辈子，动也动不
了。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晚上12点之前
不会睡觉， 每天忙碌10个小时以上，起
床、睡觉都是方言，太累了。但是，能为
方言研究出一点力，我也就满足了。”李
永明说。

留住方言就是留住乡愁
湖南首套方言系列丛书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