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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7日电 在27
日进行的美职篮东部决赛第七场“抢七”
大战中，克利夫兰骑士队球星詹姆斯砍
下35分，帮助球队在客场以8779战胜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从而以总比分43
获得东部冠军，连续第四个赛季打进总
决赛。

面对一战定生死，詹姆斯再次显示
出巨星风范，他打满全部 48 分钟的比
赛，除了拿到 35 分，还有 15 个篮板和 9
次助攻入账，而在关键的第四节詹皇获
得35分中的12分。

本场比赛两支球队你来我往，竞争
非常激烈，比分在大部分时间里也很接
近。在第四节比赛还剩 6 分钟的时候，
凯尔特人曾以72:71领先比分，但随后却
陷入致命的得分荒，连续 5 分钟没能得
分，骑士趁机打出一波 152 的进攻狂
潮一举奠定优势。

凯尔特人队方面，新秀塔图姆拿下
全队最高的 24分，前锋霍福德 17分，莫
里斯砍下14分和12个篮板。此役之前，
凯尔特人队本赛季季后赛主场连赢 10
场保持不败，堪称魔鬼主场，但是仍然被
詹姆斯领军的骑士队攻陷。

这是詹姆斯连续第八次打进美职篮
总决赛，前四次是他效力于迈阿密热火
队时期，后四次则是率领骑士队打进总
决赛。本赛季或许是詹姆斯得到队友支
持最少的一次，詹姆斯几乎是以一己之
力肩扛着骑士打进总决赛。

“詹姆斯曾经打过很多让人铭记在
心的比赛，不过这场‘抢七’大战因为是
在凯尔特人的魔鬼主场进行，所以詹姆
斯最终带领骑士获胜，非常了不起。”骑
士主帅泰伦·卢赛后说。

本赛季，33 岁的詹姆斯常规赛全
勤，今天这是他本赛季打的第 100 场比
赛，而他用一场完美的表现带领骑士队

打进总决赛。尽管詹姆斯本赛季经历了职
业生涯最大的挑战，骑士队的阵容发生了
重大变化，并肩作战的战友一个个离去或
受伤，只有他在咬牙坚持。

凯尔特人队主教练斯蒂芬斯也对詹姆
斯的表现感到不可思议。“我们的比赛计划
是尽可能消耗詹姆斯的体能，但是他依然
拿到35分，这实在让人觉得没办法了。”

凯尔特人队的表现足以让人脱帽致
敬。本赛季“绿衫军”全明星前锋海沃德在
常规赛首仗就受伤赛季报销，随后在临近

季后赛时，另一名当家球星欧文也因伤报
销，凯尔特人队仅凭一众年轻人的优异表
现一路杀进东部决赛，已经实属不易。

“我的球员本赛季表现非常出色，我认
为凯尔特人队未来会非常光明。”斯蒂芬斯
说。

美职篮总决赛 31 日即将打响，目前
西部决赛休斯敦火箭队和金州勇士队总
比分战成 33 平。无论谁最终胜出，都
将拥有主场优势，骑士将首先征战客场比
赛。

“抢七”大战詹姆斯再显巨星魅力

骑士淘汰凯尔特人晋级美职篮总决赛

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灿如星河，绵
延闪耀。我们引以为傲的文明长河，发
端于何时何处？延绵不绝的 5000 年传
承，经历过怎样的起承转合？这些牵系
根脉的问题，曾让一代代学者兀兀穷年、
接续探索。

28 日，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联合近70
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地方考古研究
机构共同参与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
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发布成果，揭开中华文明源头的神
秘面纱，书写华夏儿女共同的“家谱”。

擦亮中华文明“满天星斗”

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
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
棋布——已故的中国考古学界泰斗苏秉
琦先生多年前就曾提出中华文明初始时
期的“满天星斗”说。

多年来，探源工程专家聚焦良渚、陶
寺、石峁、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以田野
考古工作为中心，并将实验室“搬”到了
考古工地，擦亮已经沉睡数千年的文明

“星斗”，也为实证5000年中华文明提供
重要证据。

在浙江良渚遗址，发现了建于距今
约 5000 年前，面积近 300 万平方米的内
城和更大规模的外城。为了防止古城遭
到洪水的侵害，在古城以北的山前地带，
良渚人堆砌起巨型水坝，其工程量在全
世界同时期的建筑中首屈一指。

在山西陶寺遗址和陕西石峁遗址，
分别发现了面积在 280 万乃至 400 万平

方米的巨型城址。这些城址内社会分化严
重，高等级建筑周围有高高的围墙围绕。
这一时期，墓葬中反映的阶级分化非常明
显，小墓一无所有，或者仅有一两件武器或
陶器；大型墓葬随葬品可达到上百件，不仅
制作精美，而且表明等级身份。

“像这样的社会，显然不再是原来我们
认为的部落联盟，应该已经进入到国家阶
段。”探源工程负责人之一、中国社科院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说，“所以我们觉得，
中原地区在这个时期已经进入到初级文明
阶段。”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基于90
年来中国田野考古学成果的科学总结，经
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探源工程研究团
队还从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中心城市和强
制性权力等方面，提出了中国进入文明社
会的突出特征。

探知多民族国家生生不息
的力量

何时、如何、有何、为何——探源工程
的研究自始至终贯穿着这几个关键词。“我
们并不仅仅是要解决中华文明何时形成、
是否确有5000年历史这样的问题，还要追
问中华文明如何发展、又为什么这样发展
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王巍说。

经过多年研究，专家们对中华文明起
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进行了梗概式描述。

——距今 5800 年前后，黄河、长江中
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
象；

——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
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

——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

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
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
引领者。

“中华文明实际是在黄河、长江和西辽
河流域等地理范围内展开并结成的一个巨
大丛体。”探源工程负责人之一、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说，“这个丛体内
部，各地方文明都在各自发展。在彼此竞
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又相互交流、
借鉴，逐渐显现出‘一体化’趋势，并于中原
地区出现了一个兼收并蓄的核心，我们将
之概括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专家认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多元
一体”也奠定了日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基
础，成为中华民族和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
的远因和源头。

探源工程的工作也揭示了大量有趣的
文明细节，佐证着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特
征：利用DNA技术得知，今日常见的小麦、
黄牛、绵羊皆是“移民”而来；从多处早期矿
冶遗址推断，中原地区的青铜冶炼技术源
自中亚地区，但在勤劳智慧的先民手中发
扬光大，发展成为日后独一无二、光辉灿烂
的青铜文化……

“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形
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兼容革新能力，成为其
长期生长的起点，从中孕育出的共同文化
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奠定了中华文
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关强说。

照亮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
辉煌之路

2009 年 8 月，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为
探源工程刊出专号，吸引了国际学术界的
目光。

“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考古学远远低估
的时期。”国际考古学泰斗科林·伦福儒评价
说，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是中国学术界为丰
富发展人类历史的整体认识所作出的应有
贡献。

没有多学科深度融合的研究实力，就没
有探源工程的世界性成果。在科技部社会
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看来，探源工程取得
的成绩与我国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近
年来的长足进展密切相关。测年技术、遥感
技术和DNA技术在探源工程实施过程中得
到了大量应用，为探源工程中的关键结论提
供了重要支撑。

探源工程4期业已结项，华夏儿女探寻
5000年历史源流的目光依然热切。

专家们的工作并未完结。在赵辉看来，
中华文明探源这个课题将是一个非常长期、
需要继续付出努力的研究任务。

在河南二里头遗址所在地，老乡们期盼
着二里头遗址博物馆的建成。几十年来在
此发掘出土的遗物，将向世人展现这片土地
曾经的恢宏景象。

在浙江良渚遗址核心区，瓶窑镇长命中
心小学的孩子们好奇地向讲解员发问，感受
着 5000 年前中华文明的奇妙样态，惊叹于
祖先高超的智慧。

在未来，伴随着探源工程的成果陆续写
入中小学生教材，中华文明 5000 年灿烂的
星光，将在每一个幼小心灵中撒下文化自信
的种子。“历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对学
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民族自尊、增强
文化自信意义重大。”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
申继亮表示，将及时增补教材内容，不断更
新和充实历史考古和研究成果。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解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

探文明之源 寻民族之魂

5月28日，中国女排总教练郎平（左）和球员朱婷在发布会现场。
当日，国际排联世界女子排球联赛香港站赛前新闻发布会在香港举

行。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 摄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
中国队参加赛前新闻发布会

5月27日，骑士队球员詹姆斯（左）在比赛中突破上篮。
当日，在 2017-2018赛季 NBA季后赛东部决赛第七场比赛中，克利夫兰骑士队

客场以8779战胜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以总比分43晋级总决赛。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5 月 26 日上午，一对父子共同参加比赛。当日，由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市文联、擂台网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鹭栖湾诗文笔会在白龟湖国家
湿地公园鹭栖湾广场举行。

笔会为现场命题诗词创作，共分三轮，前两轮作品为传统七言四句诗
或新体自由诗四句，第三轮为限时创作一首古体词作。最终来自鲁山的
翟红本获得第一名。 本报记者 邱爽 摄

我市举行鹭栖湾诗文笔会

据新华社巴黎5月27日电 2018
年法国网球公开赛 27 日迎来正赛首
个比赛日。头顶卫冕冠军光环的拉脱
维亚姑娘奥斯塔彭科遭遇沉重打击，
首轮即被乌克兰选手科兹洛娃淘汰出
局。三朵中国“金花”表现各异，王蔷

“复仇”大威廉姆斯，郑赛赛和王雅繁
则负于各自对手。

菲利普·沙特里耶球场进行的最
后一场比赛爆出当日最大冷门，一年
前在这里神奇夺冠的奥斯塔彭科以
57、36负于世界排名第66的科兹
洛娃。或许卫冕冠军这个身份带给20
岁的奥斯塔彭科太大压力，整场比赛
她都不在状态，非受迫性失误多达48
次，比科兹洛娃（22次）多出一倍有余。

王蔷与大威此前有过两次交手，
均出现在大满贯赛事中。去年法网首
轮，王蔷两盘均先赢后输，被美国老将
逆转。

事不过三。今年王蔷没有重蹈覆
辙，她在12分钟的首局较量中实现破
发。首盘前八局双方各自完成一次破
发，以44战成平手。此后王蔷连破
带保，以64带走胜利。

郑赛赛的首轮对手是俄罗斯双打
好手马卡洛娃。去年美网后接受了膝
盖手术的郑赛赛在复出后的首场大满
贯比赛中略显紧张，以 46、16 连
负两盘止步第一轮。

面对克罗地亚选手马尔蒂奇，首
次参加法网正赛的王雅繁以 26、
36告负。

男单赛场波澜不惊。二号种子
亚·兹维列夫仅用时 1小时 9分钟，直
落三盘横扫立陶宛选手别兰基斯，携
手迪米特洛夫、布斯塔、普耶、锦织圭
等种子选手晋级。

“红土之王”纳达尔将于 28 日迈
出男单卫冕征程的第一步，对手是意
大利人博莱利。

法网首轮：

卫冕冠军首轮出局

王蔷神勇力克大威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8日电
28 日上午，中国赛艇协会与 5 届
奥运会金牌得主、“赛艇传奇”史
蒂夫·雷德格雷夫爵士合作的签
约仪式，在国家体育总局举行。
雷德格雷夫将担任中国赛艇国家
队高水平运动表现总监，对中国
赛艇国家队的训练、备战全权负
责，并协助中国赛艇协会进行训
练体系建设。

中国赛艇协会主席刘爱杰与
雷德格雷夫代表双方正式签约，随
后刘爱杰发表简短致辞，欢迎雷德
格雷夫“加盟”中国赛艇协会、与中

国体育合作，并期待着在“传奇”的带
领下，中国赛艇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雷德格雷夫则表示了对中国赛艇的极
大信心，并希望能够在中国建设更先
进更科学的赛艇竞赛体系、青少年发
展体系、教练员培训体系等。

雷德格雷夫是历史上最伟大的
赛艇运动员，是赛艇界当之无愧的巨
星。他是唯一连续5届奥运会都夺取
金牌的赛艇运动员，并获得过9次世
锦赛冠军。2000年悉尼奥运会夺冠
后，雷德格雷夫退役，之后他继续从
事英国赛艇的相关发展项目，成为杰
出的高水平运动表现专家。

签约“赛艇传奇”雷德格雷夫

中国赛艇协会携手巨星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5月 27
日电（记者赵焱）巴西前锋内马尔
27日对媒体表示，自己的右脚并
未完全恢复，但是一切都不会影
响他参加世界杯比赛。

内马尔当日随国家队一起参
观了巴西足协博物馆后接受了媒
体采访，他说：“我本人确实有一
些困难，比如做到完全不害怕还
要一段时间。不过没有任何事情
能够阻止我，我的恐惧主要还是
来自三个月没有训练。”

对于何时能够正常上场带球
训练，内马尔认为还需要慢慢适
应，他承认目前还不能完成所有
动作。他说：“我在身体上没有问
题，只是有些不适。不过什么都
无法阻止我，虽然现在没有百分

百恢复，但过一段时间会更好。现在
我对完成所有动作还有些恐惧，但距
离上场踢球不是还有一些天吗？”

内马尔在今年 2 月 25 日法甲联
赛赛场上右脚踝受伤，3 月 3 日回到
巴西接受手术，术后一直在恢复，本
月21日起他在巴西国家队训练基地
开始了随队训练，并有右脚触球。

内马尔还再次表达了对主教练
蒂特的信任，他说：“我认为巴西队目
前正处在巅峰状态。虽然现在不知
最终结果如何，但是我们会像蒂特说
的那样去做：为胜利而踢球。”

27 日下午，内马尔与队友一起
登上飞机前往伦敦。从28日起他们
将在热刺队的训练中心集训，参加欧
冠联赛决赛的马塞洛、卡塞米罗和菲
尔米诺也将在伦敦与大部队会合。

内马尔承认未百分百恢复
但不影响参加世界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