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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莉）夏意正浓、书卷
飘香。2022 长春市民读书节 7 月 29 日晚在
市图书馆拉开帷幕。

据了解，本届市民读书节通过142项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为市民打造
一场阅读嘉年华，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本届市民读书节开幕式以舞台剧串联形式
展开，现场用奇妙植物造型气模、夜灯和多彩
荧光棒营造氛围，围绕“图书馆奇妙夜”主题，
展现人与书籍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关系。图书馆
院内的喜阅荐购、讲书沙龙、民谣表演、文化
讲座、主题展览、阅读冲关等活动，给市民带
来了焕然一新的活动观感和阅读体验。

本届市民读书节推出主题展览、知识竞
答、文献展阅、资源推荐等阅读活动；围绕
图书置换等创新推出系列活动，盘活旧书资
源，增加互动体验；围绕长春记忆、传统节
日及文化，针对未成年人、残障读者和老年
读者等特殊群体，开展专题活动；围绕荐
读、数字阅读，联动社会力量，以新媒体平

台、数字资源等为支撑，集中开展线上活动
等，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阅读，无声地沁润着人们的心灵。在这
个美好夏日，2022 长春市民读书节作为一
项公共文化品牌活动，将不断丰富城市书
网，推动阅读服务全覆盖，构筑崭新的城市
人文风景，全面助力长春文化创意城建设。

2022长春市民读书节启幕

从南佐遗址展现出的文明景象，可以窥
见当时社会的复杂程度。

外有夯护、内有宫殿的大型建筑区，与
祭祀相关的高规格精美礼器……都是我国都
城和礼制传统的实物承载。而如此大型的工
程设施和都邑建设，专业化程度如此高的手
工业技术等，也可使人联想到当时较大空间
范围内人力物力集中调配的壮观场景。

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回答：五

千多年中华文明确有实证，但追溯的进程并
未结束。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肇始地之一的
陇东地区，南佐遗址就像一把钥匙，或将帮
助我们进一步看清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
到“月朗星稀”的历史演进过程。

在国家文物局举办的 2021 年第四季度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上，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在黄河
流域陇东地区，出现如此大规模且结构讲究

的建筑遗存，还有高等级陶器集中出土，某
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前学界对该区域早期文明
进程的看法。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在这
次发布会上说，从南佐遗址与此前在甘肃省
天水市发现的另一史前遗址大地湾遗址来
看，目前仰韶晚期发现的重要遗址大多位于
甘肃东部，这充分证明了该区域在中华文明
起源中的重要位置。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李木子）我市从8月份开始到年
底，将陆续承办40余项体育赛事，在全国赛事端打
造长春城市名片的同时，也倾力打造多项市级比赛，
为一大批顶着酷暑坚持训练的青少年选手提供更好的
施展空间。

我市还将举办 26 项市级青少年比赛，包括足
球、篮球、网球、射击、武术、田径、柔道、跆拳道
等。这是我市体育后备人才的一次“大阅兵”，是以
赛代练训练成果的集中展示。此外，我市还将承办吉
林省青少年锦标赛田径、柔道、举重、足球、武术套
路和击剑等10个项目的比赛。第十九届省运会部分
项目将提前进行，我市将承办青少年组花样滑冰
比赛。

中超恢复主客场制，长春球迷将迎来久违的家门
口观赛机会。此外，在全国比赛层面，我市承办的首
届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U13组别A、B两个小组赛，
已经在亚泰足球净月训练基地开赛，随后U15组别
的淘汰赛也将在那里进行。2022年全国象棋少年锦
标赛将于8日~14日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中国
田径协会2022年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田径联赛 （北部
区） 定于 24 日至 27 日在长春体育中心举行。12 月
份，我市还将承办第三届中俄青少年冬季运动会。

我市体育比赛将“好戏连台”

本报讯 （记者李木子） 7 月 30 日，吉林九台
农商银行东北虎篮球俱乐部官方宣布与多米尼
克·琼斯完成续约。待向 CBA 联盟正式报送琼斯
的注册材料并经审核、公示通过后，琼斯将正式
成为东北虎注册球员并代表俱乐部参加 2022~2023
赛季CBA 联赛。

新赛季将是琼斯为吉林东北虎效力的第六个赛
季，这一数字也追平了此前效力球队的功勋外援罗
德·格里格尔。2021~2022赛季，琼斯为东北虎出战
29场比赛，场均拿下27分9.8篮板9.3助攻2.4抢断，
率领球队在12进8比赛中淘汰北京首钢。他提前完成
续约，对于刚刚换帅的东北虎来说有着积极意义。

东北虎官宣与琼斯完成续约

本报讯 （记者李木子） 日前，2022 赛季中超
联赛第二阶段赛程出炉，长春亚泰首战将在5日客场
挑战上海申花。13 日，球队将迎来久违的主场比
赛，他们坐镇长春体育场迎战成都蓉城。

第二阶段赛事，申花和海港在未能获得在上海打
主场资格的情况下，和大连达成一致，选择大连作为
主场。北京国安、深圳队、河北队、沧州雄狮、天津
津门虎这5家俱乐部选择了中足联筹备组安排的中立
主场海口，此外其他11支球队都获得了在家门口作
战的机会。

中超联赛第 11 轮将在 8 月 5 日打响，至 12 月 18
日结束。对于第一阶段表现不尽如人意的亚泰来说，
能回到主场比赛也许是一个吹响反攻号角的契机。

中超第二阶段赛程出炉

亚泰13日迎主场首秀

本报讯 （记者李木子） 7月31日，吉林省首届
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际华园攀岩探险馆结束。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17家单位、学校、俱乐部的200
余名本省、辽宁省、黑龙江省的优秀攀岩爱好者参赛，
他们分别向难度、速度、攀石、速度接力四大项目发起
挑战。通过两天的激烈角逐，共产生金牌47块，银牌46
块，铜牌45块。我省运动员成绩出色，分别取得U6难
度、速度赛女子组，U8速度赛男女组，攀石赛男子组，
U15难度、速度、攀石赛男女组冠军。

省首届青少年攀岩公开赛结束

本报讯 （通讯员刘心） 7月31日，长春市桥牌
协会和同光路军休所在桥友圈 App 联合在线上举办

“庆八一老兵桥牌双人赛”，共有22对选手参赛。比
赛采用瑞士移位制，经过5轮、每轮3副牌的较量，
获得比赛前三名的对子分别是：唐春山/刘维德、李
滨波/李丽、孙鹏林/周德成。

市桥协举办老兵桥牌赛

中华文明从哪里来？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的南佐遗址，提供了探寻答案的重要线索。
大型宫殿式建筑布局规整、高等级陶器集中出土、大量水稻遗存来源待考……这座仰韶晚期至庙底沟二期的高

等级大型聚落遗址，以其独特的历史印记向公众证明，这里应是探索早期中华文明的关键性核心遗址之一。
“南佐遗址价值独特，且体现出强大的社会公共权力，显示陇东地区当时已进入早期国家或者文明社会阶段，

这对于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具有重大价值。”南佐遗址联合考古队领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韩建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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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甘肃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兰州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
于6月至10月间对南佐遗址展开新一轮考古
工作。

南佐遗址，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一
次文物普查中就从黄土深处“露头”。它分
布在甘肃东部最大的塬地董志塬之上，西侧
为河道，北侧 2000 米处及南侧为冲沟和断
崖。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后6次发掘
共计揭露了1300平方米的遗址面积。2012年
4月，国家文物局对南佐遗址保护规划编制
立项。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2014 年和
2020年先后两次对南佐遗址进行考古勘探，
并组织专家对南佐遗址开展现场调研座谈和

考古调查。
2021年，尘封约五千年的历史记忆再次

被开启。年代学、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
遥感、土壤微结构、残留物分析、陶器科技
分析等多学科研究，与考古工作同步展开。

在不断丰富的考古证据支撑之下，南佐
遗址的轮廓越发清晰完整。

从遗址结构来看，南佐遗址外环壕以内
总面积达600万平方米。其核心区由环壕环
绕的九个 30 至 50 米见方的大型长方形夯土
台 （基） 和位于中央的大型夯土建筑区组
成。“九台”对称分布于聚落中央，围合区
域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外围有两重环壕环
绕。宫殿区位于“九台”北部中央，主殿F1
位于宫殿区中央。以F1为中心，周围附属若
干夯土建筑。

庞大的建筑体量和夯护规模，无声诉说
着约五千年前“南佐文明”的辉煌壮丽。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表
示，南佐遗址的面积是二里头遗址的两
倍，核心区域与另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
实证——良渚古城遗址的中心区域莫角山
台城一样大。

其中，主殿 F1 建筑面积超过 800 平方
米，室内部分面积达 630 平方米，东西长
约 18 米、南北长约 35 米，坐北朝南，被一
道隔墙分为前厅、后堂，隔墙开有三座
门。这个距今约五千年的房屋，被考古学
界认为是我国同时期室内面积最大的单体
建筑。

“遗址总体规模、核心面积、房子体量
之大均前所未有。”张弛说。

在这次考古发掘工作中，F1东侧的祭祀
仪式性场所F2，集中出土了大量等级极高、
极为特殊的祭器或礼器，包括数百件大小不
一的箍白泥附加堆纹的夹砂罐，以及部分白
衣陶簋、大型彩陶罐等。

其中不少陶器，为黄土高原泾渭流域首
次出现或较为罕见。比如，出土修复的大型
彩陶罐，最大腹径达 78 厘米、高 68 厘米，
是该区域同时期出土的最大彩陶罐；白陶带
盖圈足簋的陶胎最薄处仅一两毫米，也属首
次发现。

此外，F2 还出土了大量涂有朱砂的石
镞、骨镞等，类似后世周天子赏赐诸侯的

“彤矢”。出土的动物骨骼，主要包括家猪和
鹿角，也有少量绵羊骨。

韩建业表示，F2出土的大量器物，大部
分不属于日常生活实用器具，应该与祭祀等
特殊活动有关。而其中大量的水稻和特殊的
动物遗存，也表明了大型夯土建筑区的祭祀
和礼仪功能。

此外，在南佐遗址核心位置和周边窖穴
内，考古队还发现大量炭化水稻遗存，这在
黄土高原地区极为罕见。

南佐遗址联合考 古 队 队 员 张 小 宁 介
绍，考古队现正依托科研机构对这些水稻
遗存进行同位素分析，以研判其具体来

源。如果是本地所产，将对研究西北地区
稻作农业起源有重大意义；如果来自其他
水稻主产地，则有可能成为南佐当时实现
区域控制的证据。

专家们认为，凡此种种，都体现出南佐
遗址强大的王者气象，显示陇东地区当时已
进入早期国家或者文明社会。

韩建业说：“南佐遗址应是探索早期中
华文明的关键性核心遗址之一，对于客观
认识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
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
位，对于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

1 遗 址 规 模 大 核心面积核心面积、、房子体量之大前所未有房子体量之大前所未有

2 文 物 等 级 高 大量祭器礼器极为特殊大量祭器礼器极为特殊

3 演 进 过 程 清 南佐遗址就像一把钥匙南佐遗址就像一把钥匙

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南佐遗址的“宫殿区”（资料照片）。

这是南佐遗
址出土的白陶带
盖圈足簋（资料
照片）。

7 月 31 日，中国选手李澍寰在马术比赛中。当
日，在埃及亚历山大举行的2022现代五项世锦赛混
合接力比赛中，中国组合谢林芝／李澍寰以1025分
的成绩位列第16名。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