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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长江口横沙水域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新
的历史性突破：22根巨型弧形梁组成的重约8800吨
的沉箱装载着长江口二号古船，经过4个多小时水下
持续提升后，在打捞工程船“奋力轮”中部月池缓
缓露出水面。这也意味着经过70多天的奋战，长江
口二号古船成功整体打捞出水。

相关专家表示，长江口二号古船从发现到水下
调查，再到整体打捞，科技赋能始终是推动古船考
古与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方式和核心动力。

填补清代晚期
古船空白

2015 年 ， 上
海市文物局组织
国家文物局考古
研究中心、上海
市文物保护研究
中心等单位在长
江口崇明横沙水
域开展水下考古
重点调查时，通
过声呐扫测等技
术发现了一艘木
质古船，考古编

号为“长江口二号”。为进一步摸清该古船的性质和
年代，从2016年开始，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
国内专业机构，每年对古船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和多
学科研究。

经过7年的水下考古调查勘探，探明了长江口二
号古船的基本情况——为木质帆船，确认年代为清
代同治时期 （公元1862年-1875年），所在水域水深
8-10 米，船体埋藏于 5.5 米深淤泥中，残长约 38.1
米、宽约9.9米，已探明有31个舱室。从目前的勘测

情况看，推测为清代上海广为使用的沙船的可能性
最大。

通过选取4个舱室进行的小范围清理，舱内均发
现有码放整齐的景德镇窑瓷器等精美文物。另外，
在船体及周围还出水了紫砂器、越南产水烟罐等大
量文物。特别是出水的绿釉杯底书有“同治年制”
款，为古船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相关专家表示，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中国水下考
古又一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填补了中国清代晚期
大型木帆船研究空白。同时，长江口二号古船船体
的完整性和丰富的船载文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造
船史、航运史、陶瓷史、经济史等研究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突破浑水环境打捞瓶颈
在长江口这片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江海交汇水

域，找寻水下文化遗产困难重重。
浑水环境是中国乃至世界水下考古发展至今极

难跨越的瓶颈。在水下考古工作启动之初，上海市
文物局组织考古工作者与科技工作者开展跨界合
作、联合攻关，自主研发了获得国家专利的“浑水
水域水下成像装置”，开发了“机器人水下考古装备
关键技术与应用”，综合运用无人艇、多波束声呐、
侧扫声呐、浅地层剖面仪和磁力仪等海洋物探设

备，对长江口水域开展水下调查，科技创新融合发
展成为发现长江口二号古船最重要的因素。

在国家文物局同意采取整体打捞方式对长江口二
号古船进行保护后，上海市文物局会同交通运输部上
海打捞局，集成当前世界最先进的打捞工艺、技术路
线、设备制造，最终研究并形成了世界首创的“弧形
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来打捞这艘古船。

据介绍，该项技术创造性地融合了核电弧形梁
加工工艺、隧道盾构掘进工艺、沉管隧道对接工
艺，并运用液压同步提升技术等目前全球最为先进
的高新技术。此外，为了平稳安全提升弧形梁形成
的沉箱并顺利将其护送至船坞，创造性地设计并建
造出一艘专用打捞工程船“奋力轮”。“奋力轮”两
端设有同步提升装置，在船中部开口，自带一个长
56米、宽20米的月池。穿梁完成后的弧形梁沉箱装
载着古船直接由“奋力轮”从海底提升至中部月
池，并转运、卸载至船坞。

相关专家表示，这些首次应用于考古与文物保
护领域的技术，充分体现了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融
合发展，为水下考古整体打捞模式提供了新方法、
开辟了新思路、增加了新案例，为世界水下考古提
供了中国经验。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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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开赛，各
国球队鏖战正酣。足球运动在中国古代被
称为蹴鞠或蹋鞠，是古人重要的竞技性娱
乐活动。2006 年，蹴鞠进入第一批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在国宝文物、书
画丹青、煌煌典籍中，我们都能看到古人
踢球的潇洒身影。

文物中的蹴鞠：10万年前就做石球

距今 10 万年前，华夏先民已经开始
制作石球。1976-1977年，考古工作者曾
在山西大同阳高县许家窑遗址发现 1000
多个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球。这些打磨粗
糙的石球，其首要使用方向无疑是狩猎。
在长期的狩猎实践中，先民们终于在有意
无意间踢出了第一脚石球，虽然伴随这第
一脚的极有可能是一声惨叫。但正是这脚
踢出来的痛，让粗糙的大石球逐步转变为
精巧的小石球。

随着狩猎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弓箭
的出现，石球逐渐脱离其狩猎功能，转
变成娱乐器物。距今六七千年的西安半
坡遗址，以及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中，出土了大量打磨精致的小石球和陶
球。专家分析，这些小石球已经完全变
成先民的娱乐工具。距今 3400 年左右的
云南沧源岩画上，保存有先民们开展球
类游戏的图画，画面上有多人或单人在
操弄球类物体。

关于蹴鞠的正式起源，史学界有黄帝
时期、殷商时期和战国时期等几种说法。
不管依据哪种观点，到了秦汉时期，最终
出现用皮革制作的实心球是确定无疑的，
当时蹴鞠已经成了全民性的娱乐活动，河
南南阳出土有大量汉代蹴鞠画像石。

收藏于南阳汉画馆的《鼓舞》画像石
上，左侧男子用膝盖顶鞠球，姿态优美；右
侧男子用左脚踢鞠球，矫健利索。《舞乐百
戏》画像石则是女子蹴鞠，有一头盘高髻的
女子长袖轻舒，双脚各踏一个鞠球，球技颇
高。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
中，还有一男一女相向蹴鞠的场景。

唐朝蹴鞠由实心球变成充气的空心
球，推动蹴鞠制造技术和竞技规则实现突
破性进展。宋代进一步改进制球技艺，采
用里缝法缝制鞠球，使球面更加光滑。宋

代市井文化繁盛，蹴鞠运动更上层楼。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面宋代“蹴

鞠纹青铜镜”，就映照出当时蹴鞠运动的
流行。镜面上一对青年男女在假山前蹴
鞠，只见女子用右脚颠球，随时准备踢
出，而男子则身体微向前倾，做出迎球姿
态，随时准备防御女子的进攻。男女身后
各有一名男仆和侍女在观看比赛，男仆手
拿类似铃铛的器物，似在充当裁判。山东
临淄足球博物馆收藏有淄博市博山区出土
的宋代绿釉蹴鞠陶俑，俑人用头顶鞠球，
形象生动之极，颇有现代足球场上的头球
风范。

宋人蹴鞠从娃娃抓起。宋代耀州窑遗
址曾出土画有母子蹴鞠图的瓷器。河北博
物院也收藏有邢台宋墓出土的儿童蹴鞠磁
州窑枕，枕面上童子上身躬倾，胳膊前后
摆动，用右脚将鞠球轻轻弹起。儿童的稚
气与娴熟的球技相映成趣。

明清瓷器流行儿童游戏纹饰，童子蹴
鞠成为瓷面主要取景之一。中国体育博物
馆收藏有清代五彩蹴鞠图高足碗，碗面外
壁绘有7个儿童蹴鞠的图景，正中一童子
用力甩动双臂准备抬腿踢球，另一童子欲
接球，还有5个玩伴在旁边加油助威。法
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亦收藏有
景德镇窑烧制的清代童子蹴鞠青花瓷盘，
盘底部有3个童子蹴鞠游戏的场景。

书画上的蹴鞠：宋太祖宋徽宗明宣宗
亲自“代言”

画像石和瓷器上的图画囿于作画空
间，往往点到即止，书画上的古人蹴鞠场
景则要舒展得多。

宋徽宗赵佶喜爱蹴鞠人所共知，其实
这是有原生家庭影响的。早在北宋刚建立
时，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兄弟，就是
球场达人，赵匡胤尤其擅长类似于现代花
式足球的“白打”，即不求踢进球门，而
以踢出花样为胜。

徽宗时期的御用画家苏汉臣为了给
赵佶热爱蹴鞠提供历史论据和家族渊
源，曾绘制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摹
了太祖太宗兄弟和赵普、石守信、楚昭
辅、党进四位文武大臣一起蹴鞠的场
景。画中，赵匡胤正在用脚尖踢球，赵

普撩起衣角作势接球，赵光义等人在后
观看。这幅描摹宫廷君臣活动的特殊画
作，不见君庄臣恭的威严，只有君臣同
乐的祥和闲适。《宋太祖蹴鞠图》传递出
的不仅是当时蹴鞠运动的团队精神，更
是北宋君臣共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只可
惜随着王朝兴替，苏汉臣的原画不知所
踪，只留下元人钱选的临摹图，现收藏
于上海博物馆。

明人王圻及其子王思义编撰的百科
式图录类书 《三才图会》 有蹴鞠插图，
描绘了3个身穿长衣的士大夫，在庭院里
蹴鞠的场景，只见一人抬脚将球踢起，
另外两人在一旁密切注意球的落点，随
时准备接球。

除了百姓与士大夫，明朝的宫廷蹴
鞠活动也是别开生面，故宫博物院收藏
的明人商喜所作《明宣宗行乐图》，描绘
了当时宫廷里的各种体育活动，其中就
有宣宗坐在宫苑龙椅上观赏内侍蹴鞠的
场景。

宣宗喜爱蹴鞠在大明王朝人尽皆
知，曾为之赋诗“密密清阴接贝宫，锦
衣花帽蹴东风。最怜婉转如星度，今古
风流气概同”。宣宗诗中所言蹴鞠场上的

“今古风流”，应该有当年宋徽宗因高俅
球技绝伦而对其委以高官的往事。宣宗
向徽宗致敬，也有一段发掘球星的“佳
话”，只是这段“佳话”有些残忍。

据《万历野获编》，宣德年间，汉王
府军士王敏“善蹴鞠”。宣宗听闻王敏球
技高超，就召其面圣表演。王敏一番虎虎
生风的精湛球技展示完毕后，宣宗“大
喜”，要将其留在身边伴驾踢球。正当王
敏做着如当年高俅般高官任做、骏马任骑
的白日梦时，却迎来绝后一刀。宣宗鉴于
后宫大内不容男性随意出入，竟然将王敏

“阉为内侍”，让其当了太监。不知《宣宗
行乐图》里球场上蹴鞠的7人中，有没有
可怜的王敏。

典籍里的蹴鞠：终是要“天人合一”

书画上的蹴鞠形象生动，典籍里的蹴
鞠则蔚为大观。据《汉书·艺文志》，两
汉时期曾有专门研究蹴鞠的著作《蹴鞠二
十五篇》。可惜此书早已失传，今人只知

其名，不知其详。
据《艺文类聚》，东汉李尤作有《蹴

鞠铭》，文章不长，却大有深意。“圆鞠方
墙，仿象阴阳”，指蹴鞠球圆，球场方
正，是按照天圆地方的阴阳理论制作修
建。“法月衡对，二六相当”，是说赛场上
12人分成两队对抗，一队6人，宛如一年
上下半年各有6个月对称；也有解释认为
此句是说球门是仿照弯月形状建造，球场
两边各设置6个球门，一共12座球门取一
年 12 个月之意。不论哪种观点，此句都
是暗示蹴鞠运动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在人世间的体现。

“建立长平，有例有常”，指要设立裁
判，制定比赛规则；“不以亲疏，不有阿
私”，要求裁判秉公执法，对任何人都要
不偏不倚；“端心平意，莫怨其非”，强调
球员在赛场上要遵守规则，服从裁判，以

平和良好的心态对待判罚。铭文最后的
“鞠政犹然，况乎执机”，更是把蹴鞠理念
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认为蹴鞠之法与治
国之道相通，能按照比赛规则公平公正开
展蹴鞠运动者，也一定能依据法律制度将
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汉人 48 字 《蹴鞠铭》 对蹴鞠理念的
提炼是大而化之，明人3万字 《蹴鞠谱》
则是对蹴鞠技法的全景记录。此谱记录了
肩、背、拐、搭、控、拽、捺、膝、拍、
肷等 10 种踢法，对动作要领和练习方法
也做了详细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古人很注
重球员的控球能力。纯文字的《蹴鞠谱》
外，明人汪云程还有图文结合的《蹴鞠图
谱》，详细勾勒了各种规制的蹴鞠造型、
比赛场地和赛事规则、攻击阵法、防御阵
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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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踢足球：技术、艺术与哲学

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出水

当水下考古遇上高科技

古代蹴鞠场景

蹴鞠纹青铜镜，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

清代五彩蹴鞠图高足碗，中国体育博
物馆馆藏。

长江二号模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