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6日，市民在长沙简牍博物馆欣赏简牍文物。 傅聪 龙文泱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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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管震 陈沐

望不见尽头的历史长河上游， 湖南的先
祖怎样生活？他们用简牍做了记录。

11月16日，由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市文
广新局、长沙市文物局主办的“湘水流过———
湖南地区出土简牍展” 在长沙简牍博物馆开
展，首次全面系统地展现了湖南简牍文化史。

出土数量居全国之首， 战国
到西晋无断代

纸张被发明之前， 简牍是我国古代最重
要的书写材料之一。从先秦到魏晋，它肩负着
记载和传播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的
历史重任。

“目前，全国共出土简牍30余万枚，其中
湖南出土了近20万枚， 数量居全国之首。其
中， 以湘水流域的长沙市五一广场出土简牍
最为集中。”本次展览的策展人、长沙简牍博
物馆研究保管部副主任雷长巍介绍， 湖南出
土的简牍种类齐全、年代序列完整，从战国、
秦汉到三国、西晋，在时代上没有缺环。

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物503件套。 其中，简
牍文物366件套。它们来自长沙简牍博物馆和
全省相关文博机构， 绝大部分都是首次展出
的精品。

展览以湖南简牍的重大考古发现为主
线、简牍出土的历史年代为序，分为“潇湘弦
歌”和“简里湖湘”两大部分。“潇湘弦歌”介绍
了湘、资、沅、澧四大流域的重大考古发掘和
具有地域特色的出土文物；“简里湖湘” 则展
示了湖南地区出土的楚简、秦简、汉简、三国
吴简和晋简背后的丰富内涵。

本次展览与“文明之路———长沙简牍博
物馆专题陈列” 同为长沙简牍博物馆基本陈
列，免费向公众展出。

多为“官文书”，记录更加全
面客观

“湖南出土的简牍在全国占有重要的位置。
不仅仅是它的数量最多、序列完整，而在于它所
记录的内容。它们多为‘官文书’，即地方官府文
书档案。” 长沙简牍博物馆馆长李鄂权说，“因
此，相较记录墓葬物品清单的简牍，官文书记录
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内容更加

全面。相较史书，它更加客观。”
他认为， 作为当时人们记录生活的第一

手资料， 简牍为我们认识古代的人和事提供
了另一种角度。这在本次展览就有体现。

如秦二世胡亥在史书记载中以残暴愚蠢
闻名，并通过阴谋手段篡位。

不过，益阳兔子山2013年出土的《秦二世
诏告》 牍写道：“天下失始皇帝， 皆遽恐悲哀
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
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以元年与黔首更
始，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
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援黔首，毋
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

李鄂权说，文中强调了继位的合法性，也
含有改革以惠及民众的意思。

秦统一六国后，将天下分为36个郡。有一
个郡因洞庭湖得名“洞庭郡”，但它没有被历
史典籍记载。直到里耶秦简出土，“洞庭郡”才
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秦朝公务员管得严， 晋代郴
州物产丰富

透过一枚枚简牍， 可以窥见先秦至魏晋
人们的生活百态。

秦朝吏治严明。迁陵虽然远离政治中心，
但这里的秦吏依然恪守“为吏之道”。

在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篇（黔首为秦
朝对百姓的称呼）中，规定了为吏的“五失”“五
善”。“视黔首渠（倨）骜（傲）”“安其家忘官府”等
为“失”，“忠信敬上”“喜为善行”等是“善”。

刻漏是我国古代的漏水计时器。《刻漏今
时对照表》记录，迁陵官署集中办公的时间为

“水下二刻”至“水下九刻”。即今天的北京时
间早上7时到下午6时。 公文传递为全天候的
状态。

在全国范围内，晋代简牍出土数量甚少，
最多的一批是2003年至2004年郴州苏仙桥
出土的西晋简牍。

策展人雷长巍说：“郴州晋简的主要内容
是西晋桂阳郡的文书档案， 对郴州各项地方
事物的记载比最早的传世文献《万历郴州志》
的诞生时间早了约1000年。 它所记录的信息
详细到年月日，包括许多具体内容，极大地丰
富了郴州的历史记忆。”

桂阳郡便县、晋宁县县令的姓名，郡内
山川河流的走向，有多少人，他们从事什么
职业……在简牍上都有记载。

这里物产丰富，有松、杨、楠、榉等树木，
牛、马、羊、猪、狗、熊、虎、豹等野生或被驯化
的动物，人们培育了瓜果蔬菜和草药。

这些日常化的信息，打破了时空的屏障，
让我们觉得， 古代先人仿佛就是身边的亲朋
好友，甚至就是自己。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李斌 奉清清）
以古人之规矩， 开自己之生面。16日上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共产党人修养座
谈会在省社科院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表示，
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关系， 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加强党的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
时代如何传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
一系列重要论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探索
如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当
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结合起来，帮助

党员干部更好践行习近平关于传承和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省社科院组织撰
写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共产党人》
系列丛书，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

与会专家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 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是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党性
修养只有进行时。 进入新时代， 面对新挑
战，完成新使命，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 又要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 不断提高品
德修养，搞好家风建设，坚持廉洁操守。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周磊 令维

“人生短暂，我们一定要学会用有限的
资源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价值。”11月15日，
台湾著名作家张晓风走进湘阴县知源学校
报告厅， 作了一场以“张晓风讲文化与读
书”为主题的讲座。该校初中部师生、湘阴
县新华书店工作人员、 县作家协会成员等
近1500人听取讲座。

张晓风从事国学教授及文学创作40余
年，被誉为近50年华语文学“最温柔的一支
笔”。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教科书，如《行道
树》《我喜欢》等。余光中先生称其文字“柔婉
中带刚劲”。张晓风来岳阳讲课，是岳阳市新
华书店开展的“名家进校园”系列活动之一，
旨在打造书香校园，推动全民阅读。

张晓风从台湾一家咖啡厅的广告语说
起：商家打出了“无限续杯”的诱惑，可事实
上，人的身体最大承受力不过是区区几杯，
甚至是“有限一杯”，“我们总是习惯了追求
无限， 可真正能承受的， 往往只有那么一
点。”讲座中，她还讲了10个名家运用有限
资源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

两个多小时的讲座，张晓风时而沉静，时
而激动，时而幽默，时而抒怀，述说着她人生
过往的历史、灵魂深处的刻骨片段，向听众传
授宝贵的生命体验。 当听到七年级学生周沐
雨提出的问题“成长和成绩哪个更重要”时，
她以自己儿子年轻时的学习经历为例， 巧妙
解答学生心中的困惑：“成长是抽象的， 成绩
是现实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成绩有一种肯
定自我的意义。其实‘知’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湘水流过———湖南地区出土简牍展”首次全面系统展现湖南简牍文化史———

简牍里的湖湘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龙文
泱 见习记者 成俊峰）16日，第二届“翰
墨醇香·六十年代”全国书法名家学术邀
请展在衡阳开幕。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振濂出席开幕式。

本次展览由省文化和旅游厅、 衡阳
市政府共同主办， 展出了100位20世纪
60年代出生的书法家创作的100幅书法
作品。鄢福初、朱培尔等6位书法家以“现
实与理想———六十年代书家批评” 为主

题发表了演讲。
开幕式上，举行了《第二届“翰墨醇香·

六十年代” 全国书法名家学术邀请展作品
集》首发及收藏证书颁发仪式。

当天下午，陈振濂以《六十年代书家与
“新时代”书法的机运》为题作了学术讲座。
他围绕书法家的历史地位、“展厅文化”的发
展、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书法家要突破的目
标等内容进行了深刻阐述，提出书法家要珍
惜机遇，记录时事，与时代同频共振。

第二届“翰墨醇香·六十年代”
全国书法名家学术邀请展开幕

台湾著名作家张晓风湘阴传道———
她是那“最温柔的一支笔”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左丹 通
讯员 夏喜衡）昨天，由吉首大学中国乡村
旅游研究院、 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与中国
经济科学出版社联袂推出的《乡村旅游研
究丛书》第一批成果4本专著，在长沙举行
首发仪式。据悉，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
乡村旅游的丛书。

《乡村旅游研究丛书》计划用3年左右
时间，围绕在乡村旅游专业性问题、乡村旅
游新业态、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等领域展开
深入研究，出版10余部专著，全面、系统、深
入探索中国乡村旅游理论与实践。 此次出
版的第一批4本专著，分别为《湘西州乡村

旅游发展研究》《旅游扶贫的雪峰山模式》
《张家界旅游业发展的富民效应研究》《武
陵山区旅游扶贫报告》等。专著材料丰富，
论点科学，论据充分，思路清晰，逻辑严密，
方法前沿，建议合理，既深化了乡村旅游理
论，又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践与实务，是
近年来乡村旅游研究的上乘之作。

丛书执行主编鲁明勇教授介绍， 这套
丛书的特色是： 以大湘西武陵山区为立足
点，以当代前沿理论和技术方法，梳理乡村
旅游的湖南案例， 为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提
供湖南模式、湖南经验、湖南贡献，唱响中
国乡村旅游研究的湖南声音。

国内首部《乡村旅游研究丛书》在长首发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共产党人修养座谈会举行

文化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