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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举办“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

神秘消失的噩国
留下了会讲故事的青铜器

晨报记者 曾索狄

昨日，浙江卫视《奔跑吧·黄河篇》第二
季正式发布主视觉海报，并预告节目将于
10 月 22 日起每周五 20:20 欢乐回归。兄
弟团们再次齐聚，李晨、杨颖（Angelaba-
by）、郑恺、沙溢、宋雨琦、白鹿、林一将带
领观众沿着黄河流域一路探索，感受新时
代黄河的变化，领略“幸福河”的新面貌、新
气象。
最新发布的海报以手绘形式呈现了波

涛万顷的黄河、绵延不断的青山，以及周边
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充分展现了黄河边的壮
丽风光。跑男团成员以及来自各行各业不同
年龄、职业的嘉宾在黄河边共同奔跑，充满
朝气活力的欢乐表情与“奔跑吧，幸福河！”
的 slogan 相得益彰。这不仅预示着本季节
目将继续加强对“幸福河”的展现以及与当
地民众的互动，还传递出一以贯之的“奔跑
精神”。
作为国家广电总局 2021 年重点项目，

《奔跑吧·黄河篇》第二季以“黄河生态经济
带”沿线地区为依托，围绕“奔跑吧，幸福
河”主题，有机融合趣味性与公益性，为内容
增加更多能量，体现综艺节目的价值表达
力。
据悉，节目组于今年 9月至 10 月跑进

了黄河沿线寿光、济南、兰州、郑州等重要城
市，积极发挥品牌综艺传播优势，主题化搭载
时代议题，聚焦黄河生态经济带沿线的文化、
美景、好物，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讲好生态
发展的黄河故事，进一步助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用精品文艺奏响“新时
代黄河大合唱”。
自上一季节目播出以来，《奔跑吧·黄

河篇》始终追求既“有意思”又“有意义”，
并坚持以综艺的特色表达讲好黄河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如今，第二季将再度出发。
全新的阵容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又将有
哪些精彩动人的故事在等着大家？10 月 22
日起每周五 20:20，和跑男团一起黄河浪起
再出发！

《奔跑吧·黄河篇》第二季
打造新时代黄河

晨报记者 詹 皓

2021年 10 月 19 日至 2022 年 1 月 16
日，上海博物馆举办“汉淮传奇———噩国青铜
器精粹展”。
噩国这个名字罕见于史册，长久以来也不

为人知，但考古发现却为揭开噩国历史谜雾提
供了线索。虽然上海博物馆藏中与噩国相关的
青铜器只有 3件，但却举办了这个全球首次以
噩国为主题的青铜器展。除了上博馆藏之外，
还向中国国家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郑州博
物馆、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与私人藏
家借展，60 件精心遴选的噩国青铜器在上博
聚首，共同讲述自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这段不
为人知的噩国历史故事。
古代文献中最早有关噩国的记载出自

《史记·殷本纪》。记载显示，噩国在殷末即与
商人往来，并与周人同为商王国的附属。这个
具有相当势力的古老氏族，却在传世文献中昙

花一现，未留下任何可供追索的蛛丝

马迹。
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让世人有机会认识

西周时曾活跃在汉淮之间的噩国。本次展览就
通过“噩侯家族”、“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与
“噩国再现”三部分讲述了噩国的故事。

据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研究馆员
韦心滢介绍，噩国青铜器工艺非常特别，它的
兽面纹饰堪称一绝。此次展览中，以随州市博
物馆藏噩侯方罍、兽面纹卣（两件）和兽面纹
尊最为典型。其兽面人目与人鼻的特点为噩国
青铜器独一无二的象征。而“神面”眉眼弯弯，
好似面带笑意，立体生动。加上青铜器的铜锈
由于当地水土的原因，呈现出罕见的蓝色锈，
瑰丽奇异，动人心魄。这种写实的人面、神秘的
微笑，加上幽幽的蓝锈，形成了噩国青铜器独
特的文化面貌。
而展厅中两件特殊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

给我们讲述了噩国复杂曲折的历史。
一件是若韵轩藏的西周晚期“噩侯驭方

鼎”。其内壁的铭文显示，周王在南征途中，与
噩侯驭方喝酒言欢，喝完酒还表演了射箭游

戏。周王特地赏赐了美玉、马匹和箭给噩侯。噩
侯驭方为感谢赞扬周王，特地铸造了此鼎，以
为纪念。
但是旁边一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西周

晚期“禹鼎”，却将剧情反转过来。其内壁上的
铭文显示，噩侯驭方率领南淮夷、东夷反周，侵
犯周王朝东南部领土，周王派部队前去攻打，
还失败了。于是禹受武公之命，率车百乘、甲士
二百、徒兵千人参加征战，终于俘获了噩侯驭
方。所以禹铸此鼎，以赞扬武公之德。
看来，噩侯与周王之间的关系实在不简

单，其波诡云谲、变幻多端说不定还能拍出一
部电视剧呢。
韦心滢表示，噩国给世人留下大量谜团，

比如噩侯与周王的关系是如何反转的，当中发
生了什么，噩国为何要从随州南迁到南阳，噩
国灭国后为何又在春秋早期再次出现和延续，
为何这两段噩国历史上噩侯家族的姓氏却不
同？这些都是噩国故事中的未解之谜，
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考古发现来
为我们解开谜团。

[展览时间] 2021.10.20—2022.01.16（周一闭馆，国定节假日除外）
[展览地点] 上海博物馆四楼第三临展厅

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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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收购旧红 (白 )木
家具,新旧字画 ,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255号（近肇嘉浜路）
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高价收旧书
画银元家具
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玉
器佛像.香炉.印章.砚台.
旧扇子竹木牙雕 . 古纸
币 .旧箱子像章 .小人书 .
旧旗袍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号仕宝堂
52733361 13564330778

瑞缘闸北 56703988
56703990

注册号：310108000200296

中老年介绍到满意为止
规范经营 24年老牌婚介
旅游交友相亲活动

地址共和新路1209号8号楼511室

绿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圆 缘 苑 青
鸟
成功率高

注册号：31010101000389495

知 名

地址：黄浦区云南南路180号508室淮云大厦(王老师)
石油部门退休女 62 岁丧偶未育肤白显年轻有多房条件优独
居 3/1 厅房急寻 90 岁内健康男士共度晚年 13524180951
渴望幸福女 41 未婚肤白漂亮外企工作独居 3/1 厅房条件优
就是至今婚 姻未解决 急寻 年 长 的 健 康 男 13524180951
父母亡无亲人眼科医生退休女 79 岁丧偶未育肤白
显年轻独居 160平米宽房另有房出租条件优就是老
了孤独急寻 90 岁内健康男共度晚年 13524180951

C5224 住徐汇洋房孤独富有貌美未婚女总
61 岁本地人多房备车父母留下工厂无贴心
人相助急寻品正男随缘 (女付 )63337606
C5225 等待你的到来女 41 岁丧偶未育幼
儿园老师肤白漂亮有女人味脾气好易相

处有多套房觅年长的脾气好爱干净的懂

生活健康男士共度一生 （女付 )53833358
C5226 心内科医生女 51 岁未婚貌美懂体
贴住高安路小洋房（国外深造过 ）寻明理大
气先生牵手年龄大于盼 (女付 )63337606
C5227生活需要相互陪伴才安康女 81
岁丧偶研究所高工退休一人生活太孤

单寻伴开心每一天 （女付 )53833358
C5228子女再孝不如老伴亲请入住我开
支美丽富有住静安新房女医大教授 77
岁未婚健康显年轻有多房继承遗产无兄

妹觅 91岁内可速婚男不需你金钱如你
有子女我愿奉献一切 (女付 )63337606

圆缘苑婚介 诚信企业
交友活动

婚姻介绍机构规范企业

中老年免费热线:32525697
子女免费热线:13636664886

地址：伊犁南路 34号 11层明珠大厦 王老师证号 913101068324487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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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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