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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羊铜灯长
!"#$

厘米! 宽
%#&

厘

米 !高
$#'

厘米 !羊呈跪卧状 !昂首伸

颈!瞪目直视!双耳竖起!双角自耳下绕

过成环形!羊嘴紧闭!胡须垂至胸前!通

身饰小刺点纹似羊毛!羊的整体形象逼

真!神态生动!安静恬静!温驯可爱" 卧

羊铜灯的制作者!独具匠心!不仅整体

上气氛协调!且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该

灯分上下两部分!羊颈下部设一活动枢

纽与躯体相连结!羊背做成可翻转至头

顶的灯盘!背部上掀可以打开!可盛油

点灯!引芯可燃" 灯盘放下后又与羊体

吻合!余油自动流入腹腔存放!民间称

之为#省油灯$% 整体构思精巧细致!造

型新颖别致" 汉字&美$!从大从羊!是富

贵'吉祥的象征" 日本有学者说!东方美

学!无不源于中国的&羊大$!源于&对形

象丰硕'羊毛浓厚!象征旺盛生命力的

羊姿态感受$" 这件卧羊铜灯别具匠心

的构思!巧妙设计的造型!充满生活艺

术情趣! 体现出高超的铸造工艺水平!

是一罕见的艺术珍品" !下转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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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卧羊铜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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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龙形玉佩
!$'(

年出土于

鹿邑!均以青玉料雕成!作屈曲勾首

的龙形!躯体呈连续&

)

$形!并以角'

鳍等作装饰"龙身两面纹饰相同!器

边起沿!器体饰卷云纹"一件体呈平

板状!回首躬身!垂尾!后身呈折叠

状!线刻龙形透雕龙体!龙群刻卷云

纹"长
!*+(

厘米!宽
,#,

厘米!厚
-#"

厘米( 另一件体呈平状! 昂首!躬

身!翘尾!线刻龙形!透雕龙体后身

呈折叠状% 长
$#'

厘米! 宽
(#(

厘

米!厚
-#"

厘米% 器形充满动感!变

化多端!生气勃勃% 玉!石之美者!

其质地温润 !赏心悦目 !自古比于

君子之德!故有&君子无故!玉不去

身 $的说法 !也体现人的身份地位

的高低%佩玉!是随身佩戴之物%龙

能兴云致雨 !助人升天 !具有辟邪

祈福'保佑平安之意% 淮阳为伏羲

故都 !伏羲号为龙师 !可以说周口

是中华龙文化的发祥地 !是 &龙的

传人$的精神家园% 这组战国龙形

玉佩!说明周口人民对龙的崇拜源

远流长%

&%

战国龙形玉佩一组

!"!"

年
,

月
$

日 星期三 编辑
#

郭怡晨
$%&'() # ./0123456789#4:;

<"* 专版版
!

"#$ %&$

!"# $%&

!"#$%&'(&)*+,-

周口市博物馆是我市唯一一座市级综

合性博物馆! 自
"-!!

年
%

月
!"

日免费开

放以来! 累计接待观众
'-

多万人次" 为让

广大民众更好地了解周口市博物馆! 了解

周口悠久的历史文化! 感受陈楚文化的魅

力!同时体现市博物馆的公益属性!更好地

融入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 使其在文化建

设和全民教育乃至服务民生中发挥更大作

用!由中共周口市委宣传部#周口市文化局

主办!周口晚报社#周口市博物馆承办的周

口市博物馆$镇馆之宝%评选活动在本报隆

重推出" 周口市博物馆 $镇馆之宝% 的评

选 ! 共推出
!"

件精品文物供广大市民遴

选"

评选坚持
&

个标准 # 首先必须是精

品!要考虑文物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其

次要考虑文物的观赏性和观众认可度 &再

次要考虑到可复制性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奖项设置 # 本次活动设一等奖
!

名 !

颁发奖金
,--

元!精美文博图书
!

套&二等

奖
=

名!各颁发奖金
=--

元!精美文博图书

各
!

套 &三等奖
&

名 !各颁发奖金
"--

元 !

精美图书各
!

套 &纪念奖若干 !各奖精美

图书
!

套 " 获奖人员从推选命中率高 #理

由和建议科学客观 #新颖性强的参与者中

确定"

投票办法#

!#

可直接填写选票寄周口

市文昌大道东段周口市博物馆社会教育

部&

"#

到周口市博物馆现场填写选票"

=#

登

录中华龙都网和周口文化网进行投票"

评奖办法 # 本活动自公告之日起 !由

观众进行投票!从下列
!"

件珍贵文物中投

票选出
=

件文物! 作为周口市博物馆 $镇

馆之宝% 候选文物! 投票截止日期为
&

月

=-

日" 之后组织有关专家结合观众投票结

果进行终评! 确定
=

件文物作为周口市博

物馆$镇馆之宝%!并拟于
%

月
!"

日周口市

博物馆开馆一周年之际公布评选结果"

本次活动为阶段性周口市博物馆 $镇

馆之宝%评选!随着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的

进一步广泛深入! 以及广大民众捐赠热情

的提高! 会有越来越多的珍贵文物进入馆

藏!今后还将举办类似的评选活动"热诚欢

迎广大民众踊跃参与! 享受博物馆带来的

文化兴趣和视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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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铜方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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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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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为寻找与老子时代有关的遗迹

和遗物!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

局组成联合考古队! 对老子故里鹿邑太清宫

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在该遗址西侧隐山遗

址! 意外发现了一座西周初年的贵族墓)**

长子口墓!墓中出土有种类繁多的陶器!造型

古朴的原始瓷器!晶莹剔透的玉器!精雕细琢

的骨器!更有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其中有铭铜

器
("

件!多数铭文为&子口$&长子口$等!由

此专家确定墓主人就是&长子口$!也有专家

认为&长子口$即宋国开国之君微子启% 长子

口方觚!通高
"=

厘米!口边
!-#&

厘米
+!-#,

厘

米!底边
%#,

厘米!座高
!#&

厘米!方口外侈!方

唇!腹壁近直!中腰不鼓!平底!圈足外撇!四角

自口至足有扉棱% 颈饰蕉叶纹和夔+

/>,

,龙纹%

蕉叶纹下施一周小鸟纹!每面二只!相互对首%

小鸟勾喙!冠羽后垂!双足直立!细短尾向下%

中腰和圈足每面各饰一组分解式兽面纹!兽面

纹形式相同!以中间扉棱作鼻梁!角呈高竖的

矩形状!勾眉!圆形方目!横条瞳孔!阔口咧嘴!

无肢足!以细雷文作地纹%该器造型规整端庄!

不仅为考古学断代提供了标准!而且它比老子

出生的年代早
(--

多年!由此说明鹿邑其地很

早就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老子诞生于此并

非偶然%

)%

战国错金越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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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是我国古代战争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冷

兵器!主要用于刺杀和防身!古代也用以佩带

以显示其身份地位% 自古吴越出名剑!越王剑

更以其冶铸精良'工艺精湛而闻名天下% 这把

战国越王剑!长
,$+$

厘米!宽
,+(

厘米!圆首!

圆筒形茎!菱形格!扁平脊!前锷收狭!剑格和

剑首上有用错金工艺镶嵌的鸟篆体&越王$铭

文!至今锋芒犹在% 这把越王剑!应属于越王

诸咎以后的晚期越王所用! 其时已进入战国

中期% 越国位于江浙一带!都城在今绍兴!越

王剑怎么会出土于淮阳楚墓之中呢- 这还需

要从楚越'陈楚关系说起% 原来战国时期!越

国走向衰落!楚国日益强大!于是楚国多次发

动灭越的战争!越国臣服于楚国% 这把错金越

王剑或为楚国灭越的战利品! 也可能是越国

附楚后的贡品% 公元前
"%'

年!秦国名将白起

攻破楚都郢!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江陵纪南城!

楚顷襄王被迫迁都于陈% 公元前
"&=

年!楚顷

襄王病逝!其子楚考烈王继位!仍将陈城作为

楚国国都% 公元前
"(!

年!楚考烈王为避开秦

国的威胁!遂都于寿春% 楚国都陈达
='

年之

久! 其间包括楚顷襄王在内有不少楚国贵族

长眠于今淮阳一带% 这把错金越王剑就是随

楚国贵族来到陈城的!楚国贵族死后!遂将心

爱之物陪葬到自己的墓葬中! 所以它在淮阳

一带楚墓中出土!也就不足为奇了% 该剑对于

研究楚越'楚陈关系!以及文字的演变和我国

古代青铜冶炼技术都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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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绿釉卧羊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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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项城蛤蟆寨村民在

取土时发现一座汉墓! 文物工作者随

后在抢救清理时! 意外发现一对绿釉

卧羊尊%一件现藏周口市博物馆!另一

件在
!$$%

年被征调到河南博物院 %

尊!今作樽!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大中型

盛酒器% 这件绿釉卧羊尊!昂首!双目

炯炯注视前方! 口微张似咩! 两角前

绕为半环式! 两角向后卷曲! 躯干浑

圆!凸胸!小尾贴臀!四足作跪卧状! 臀

部有凸起短尾!腹部中空!背部有一喇

叭形管状注口!除底部外通体施绿釉!

釉色碧绿明净
?

为汉代铅釉陶中的珍

品%其造型别致! 匠心独具!神态安详!

栩栩如生! 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

代风格%在汉代!羊通&祥$!是吉祥的象

征% 它融艺术性和实用性为一体!寄托

了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

往%同时!也表明当时周口一带在农业

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畜牧业发达!六畜

兴旺!人民安居乐业的盛世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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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玉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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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汉代玉珩形制大 ! 呈不规则

半圆形 !两面纹饰相同 !采用线雕 '透

雕'浮雕等多种手法!雕刻满饰兽面纹

和勾连云纹!兽首上部透雕成牙状 !两

兽角突出!兽面眼'鼻'鬃毛清晰 !下部

有凹槽及
(

个圆孔 !雕工细腻 !纹饰精

美!颇有大汉风度 !非一般平民百姓所

能拥有 % 玉珩是我国最古老的玉器形

制之一!是成组佩饰中最重要的部分 !

呈弧形片状 ! 起着平衡成套玉饰的作

用%每个时期的玉珩!除了具有圆弧形

特征外!形制 '纹饰变化都非常大 % 玉

珩早在西周时期开始出现 ! 被人们用

作佩于胸前的装饰品 !形状多不规则 !

变化较多%春秋战国时期佩玉盛行!玉

珩作为成组佩玉的组成部分大量出

现 !其形式和纹饰极为丰富 !镂空 '浮

雕等手法普遍应用 ! 当时还出现了许

多异形玉珩%汉代以后!由于佩玉在社

会中流行的范围开始变小 ! 因而玉珩

的数量极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