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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旭
阳 通讯员 封姗姗 报道）日前，国家
文物局印发《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
五”专项规划》，全国共有145处大遗
址和5处跨省大遗址入选。我市杨
家盐业遗址群列入其中。

据了解，山东入选的十处大遗
址分别为：大汶口遗址、焦家遗址、
两城镇遗址(含尧王城遗址)、城子
崖遗址、大辛庄遗址、东平陵故城、
临淄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杨
家盐业遗址群、即墨故城及六曲山
墓群(含琅琊台遗址)。另外，大运
河（山东段）、长城（齐长城）、明清
海防（蓬莱水城遗址）也均在山东
境内。

杨家盐业遗址群位于沾化区富
国街道东杨村西北方向约2.5 千米
处。1950年春，徒骇河加宽加深时
杨家古窑址被发现，出土若干“将军
盔”。1955年，徒骇河疏浚加宽时出
土大批陶制盔形器。该遗址自发现
至今经历了四次调查。遗址东西长
650 米、南北宽 240 米，总面积约
15.6万平方米，包括12处周代制盐
遗址。采集的大部分标本是盔形
器、滤器、灰陶簋口沿、灰陶豆等，皆
为盐业生产所用，少部分为生活用
具，有厚方唇商式簋、绳纹小口罐
（瓮）等，后又出土青铜剑、贝币等文
物。1977年12月，“杨家古窑址”被
认定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杨家古窑址群属于盐业遗址，所
处时代主要为战国时期，个别到西
周早期和春秋时期。该遗址群是黄
河三角洲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盐业
遗址群，通过出土的大量盔形器考
证此处是一处古窑群址。由于淤土
覆盖，周围还应有相当数量的盐业
遗址埋在地下未被发现。根据出土

的盔形器、滤器分析，当时有人工制
盐和海滩置皿晒盐两种方式。先民
利用沿海资源，大规模进行海滩置
皿晒盐，需窑业配套，陶窑主要烧制
煮盐的器具。杨家古窑址群对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北部沿海地区
的盐业生产和制陶业发展提供了重
要史料。2013年 5月，被国务院核
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我市杨家盐业遗址群入选
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十四五”规划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清春 通讯员 吴延香 报道）近日，
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范海波走进市文化馆，讲述《老
子》的智慧与时代价值。

讲座由市文化馆、市传统文化
研究会举办。范海波从《道德经》
内容讲起：“《道德经》的内容博大
精深，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军事、养生等多个方面，思想精髓
是其以朴实辩证法为核心的哲学
思想。”之后，他从无为、无为而无
不为、为而不争、道法自然四个方
面，结合自身学习心得以及当下我
国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并与生
动的实践案例结合，解读了《道德
经》的思想智慧和时代价值。

老子的“无为”，是毫无作为、
消极等待，听从命运的摆布吗？

“不是。老子的无为，不是简
单的不为，而是不妄为。”范海波认
为，从哲学上讲，“无为”是顺应客
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具
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

而对于“无为而无不为”，老子
是以辩证的观点看待无为和有为
（无不为）的。

这一观点的哲学思想，是在尊
重客观规律的同时，要抢抓机遇，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有所
作为。同时，“无为无不为”，还彰
显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比如，体
现对立统一思想的：揭示了事物的
对立面既依存又排斥，既统一又斗
争，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体现
现象与本质的：提示我们要透过现
象看本质；体现原因与结果的：有
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要未雨绸
缪；体现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偶然

中有必然，必然中有偶然；体现量
变质变规律的：防止小错误酿成大
问题，办大事从小处做起。

“无不为”如果把握不好分寸，
去乱为和妄为，就会带来问题，甚
至灾难。那么如何去把握“无不
为”的分寸呢？

范海波说，《道德经》给出了答
案——为而不争。从哲学上讲，这
就是做事要把握好“度”，即中国传
统文化里讲的“中庸”，可以说是对

“为而不争”最好的注解。工作生
活中，如饮酒、就餐、娱乐、锻炼、学
习、开车、子女教育、开展工作等都
要讲究个度，否则会好事变坏事。
这也就是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就是要求一切行动
和作为合乎规律，包括自然规律、
社会发展规律、人的生老病死规律
等所有规律。其哲学思想就是在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时要以尊重
客观规律为前提，也就是我们常说
的天人合一。

最后，范海波希望大家能从老
子的智慧中吸取营养，更好地理解
和把握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使
我们活得更明白，在工作上少一点
挫折，多一份成功；生活上少一点
烦恼，多一份快乐；身体上少一点
疾病，多一份健康。

文化引领生活。今后，市文
化馆公益大讲堂将以“发展公共
文化，丰富市民生活，提升城市
品位”为宗旨，陆续推出各类公
益讲座，构建市民健康文化生活
的新载体，开拓一条高雅文化走
向社会、走进市民生活的新途
径，打造一个先进文化全民共享
的交流平台。

市文化馆公益大讲堂上新了——

范海波以唯物辩证法
解读老子智慧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讯
员 张海鹰 报道）近日，由政协无棣
县委员会笺校注释的《封泥考略》出
版，其对研究秦汉官制、地理和篆刻
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代金石学家吴式芬、陈介祺
合辑的《封泥考略》真实地反映了秦
汉印章篆刻的原貌，开创了以封泥
文字印证历史的先河。该书于清光
绪三十年（1904年）秋在上海石印
出版，是最早著录和研究封泥的专
著。

封泥也称“泥封”，起源于春秋
战国时期，用于古代文书的封缄。
竹简或木牍打捆后，在绳结处敷以
胶泥，再在胶泥上钤章，干燥后防盗
拆。《封泥考略》汇集了清代金石学
家、无棣人吴式芬与潍县陈介祺所
藏封泥846方，大多出自四川和西
安，也有一部分是山东临淄所出。
绝大部分是秦汉时期的，战国时的
仅有几方。各封泥按内容分类编
排，先列官印，后列私印及闲章，所
有封泥均有拓片。

吴式芬（1796-1856），字子苾，
山东海丰人（今无棣县）。陈介祺
（1813-1884），字寿卿，山东潍县人
（今潍城区）。二人均为清道光进
士，以金石翰墨相知相交，并结为儿
女亲家。吴式芬长陈介祺17岁，陈
介祺以师事之。陈介祺在《十钟山
房印举》中说：“余自应试始至莱，秋
试始至历，见三代秦汉印即好之
……吴子苾亲家所拓，每拓必分赠
者，二十年遂好日笃。”他在《簠斋印
集》中注明：“海丰吴式芬子苾审
定。”吴式芬对陈介祺的帮助可见一
斑。吴式芬所收藏封泥地域很广，
不少出自益州、蜀汉、涪陵等地，此
时正值其在西南宦游，开始识见并
收藏封泥。其后，关中地区出土的
封泥，吴式芬亦陆续有所收藏。

吴式芬生平专攻训诂之学，长
于音韵，精于考订，凡鼎彝、碑碣、汉
砖、唐镜之文，皆拓本收录。雅好金
石，长期为官各地，结交了一批同道
学者，如龚自珍、何绍基、刘喜海、许
印林、吴荣光、魏源等，可谓领袖骨
干式人物。清咸丰四年（1854年）
十月，吴式芬在杭期间，与“浙派”山
水宗师戴熙、金石僧释达受等交往
甚厚。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吴
式芬抱病乞休，四月北归海丰，十月
初八病卒。

吴式芬去世前，陈介祺已将长
女许配给了吴式芬次子吴重憙
（1838-1918），吴重憙成了陈介祺
考编金石的得力助手。吴重憙将先
父所藏封泥考释稿《汉封泥考》《海
丰吴氏藏汉封泥》，再加上岳父陈介

祺所藏封泥一并收集，合编成《封泥
考略》，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完
稿印刷于上海。吴重憙时任驻沪会
办电政大臣，此十卷本《封泥考略》
是他在沪任职时所印行。出版时吴
式芬已辞世48年，陈介祺也已谢世
20年。由此可知，此著是吴重憙所
为，并非《封泥考略》所标示的“海丰
吴式芬子苾、潍县陈介祺寿卿同
辑”。

《封泥考略》收录的吴藏封泥实
物共271方，现主要藏于上海博物
馆；陈藏封泥实物575方，则由日本
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近代史学家
柯昌泗云：“封泥之文字，于是粲然
大备”。近代金石学家唐兰先生亦
云：“欲以集大成，可谓详备矣；精而
且详，可谓嗜古矣。”

吴式芬是封泥最早的发现和考
释者，他最早认定“钤有印章的土
块”，当时所称的“印范”，就是秦汉
魏晋时期的封泥。著名学者王国维
《简牍检署考》云：“古人以泥封书，
虽散见于载籍，然至后世，其制久
废，几不知有此事实……及吴式芬
之《封泥考略》出，始定为封泥。”金
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马衡云：

“清道光初，此物始稍出土，吴式芬、
陈介祺著《封泥考略》，乃以之介绍
于世。”

吴式芬在封泥上的研究成就前

无古人。其后，翁大年编成《续封泥
考略》四卷；周明泰于1928年将自
己的藏品，再加上罗振玉的《齐鲁封
泥集存》、陈宝琛的《澂秋馆藏古封
泥》两书所收，辑成《续封泥考略》六
卷和《再续封泥考略》四卷。体例皆
按吴式芬之《封泥考略》，翁罗陈周
等人也没有新的突破。

遗憾的是吴重憙辑成的《封泥
考略》无序言、凡例、跋文，应是在未
定稿时就提前付印的。

今由政协无棣县委员会笺校注
释的《封泥考略》以吴重憙于清光绪
三十年（1904年）合辑的十卷本《封
泥考略》（公安廖氏竹林斋藏书）为
蓝本：卷一为古玺、汉帝信玺、汉官
印，计96方封泥；卷二为汉诸侯王
玺、汉王国官印、汉侯印、汉侯国官
印，计68方封泥；卷三、卷四为汉郡
国官印，卷三111方、卷四100方封
泥；卷五、卷六、卷七为汉县邑道、乡
官印，卷五80方、卷六132方、卷七
87方封泥；卷八卷九为新莽朝封号
印，卷八49方、卷九57方封泥；卷
十为汉臣名印、妾名印、私印，并附
鸟篆、闲文、残印，计66方封泥，共
计846方。

《封泥考略》除在考文字、考舆
地、考职官类别、考年代、考功用、考
疑难字等研究古代官制有重要价值
外，为广大书法篆刻爱好者创作开

辟了一个吐故纳新的艺术创作新
径。秦汉封泥在篆刻艺术史上具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近代篆刻从封泥
拓片中借鉴入印，拓展了篆刻艺术
取法范围。晚清篆刻家徐三庚、吴
昌硕和当代赵古泥、邓散木等人也
都先后运用过封泥艺术。吴昌硕作
品中，高古雄浑、大气磅礴的风貌，
就有封泥的气质和古韵。吴昌硕在
多处印跋中自注“拟古封泥”，曾说

“方劲处兼圆转，古封泥时或见之。”
“刀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学封泥
者宜守此二语。”笺注版《封泥考略》
书底有今人赵振兴制印“封泥集成、
释古精详”，取法其中。

笺注版《封泥考略》另有《附
录》，录有《汉书·百官公卿表》（汉班
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0
年版）、《汉书·地理志》（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
和《后汉书·百官志》（南朝宋范晔
撰，西晋司马彪补志，唐李贤等注，
中华书局1960年版）。笺注者陈俊
对以上附录也进行了段落调整，使
文字艰涩的志表古籍更加详细明
了、通俗易通。

陈俊在《封泥考略》笺校注释过
程中，只做字迹辨识、标点断句、繁
简转换、附加注释、通假注音、缺字
补加等工作。笺注历时近两年时
间，笺注近万条，约10万字。

吴式芬陈介祺合辑《封泥考略》笺注版近日出版

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 记
者12月31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
规划》近日印发，对“十四五”时期
革命文物工作进行具体部署，明确
要持续开展革命文物资源普查，重
点开展反映“四史”的革命文物专
项调查。

规划提出，分批公布革命文物
名录，及时将重要革命旧址核定公
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国土空
间规划中落实保护革命文物的空

间管制措施。做好革命文物征集、
定级工作。建成全国革命文物大
数据库，规范数据管理，推动开放
共享。

同时，规划要求加强革命旧址
保护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保护修
复。全面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片区工作，强化整体规划、连片保
护、统筹展示、梯次利用。落实革
命文物定期风险排查和日常养护
管理制度，推动各地加大省级以下
革命文物保护力度。

国家文物局：
“十四五”时期持续开展
革命文物资源普查

杨家盐业遗址出土的盔形器。

政协无棣县委员会笺注版《封泥考略》封面。

朱 兴 勇 ( 身 份 证 号 码:
370322******174210)自 2018年
至今欠交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
基本医疗保险费等五险个人应承
担部分，累计欠交人民币叁万贰
仟叁佰柒拾陆元整(￥32376.00)，
公司依法多次催缴至今迟迟不予
补交所欠个人应承担的部分，为

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今登报催

收该欠款，限你十日内到公司财

务科缴纳该款，过期视为自动放

弃，公司将停止缴纳企业基本养

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等五

险，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负

责，与公司无关。

山东财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月7日

催缴通知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邹平圆鸿物流有限公司鲁
MEF909(黄牌)车辆道路运
输 证 丢 失 ， 证 号 ：
371626808507，声明作废。

魏 友 宝 丢 失 土
地 确 权 证 ， 证号:
371625102223000129J，
特此声明。

滨州市沾化区旭宇晨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丢
失，编号:3723253018111，声
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2019 年 12
月1日，在滨州市沾
化区泊头镇季姜村
捡拾一名女性弃婴，
身体健康。请孩子

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
件与滨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泊头派

出 所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0543-
7651110，地址:滨州市沾化区泊头
镇泊头派出所。即日起30日内无人
认领者，将被依法安置。

特此公告
滨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泊头派出所

2022年1月7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封泥考略》（1904年，公安廖氏竹林斋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