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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华文明更丰满
本报记者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介
绍，2018 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具有年代跨度
大、分布范围广、内涵丰富等特点。时间
上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
直到近代甲午战争时期；地域范围从西北
的新疆到东南的广东；发掘对象既有墓
葬，又有古人的居址、城址，城址和墓葬
中还包含手工业生产的内涵。“这些考古
发现为我们五千年文明史补充了新的材
料，提供了新的论证，具有重要的价值。”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十大
考古新发现中有不少是国家文物局“十三

促进文物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十大考古新发现中两
个商周时期的项目，均为被盗之后进行的
抢 救 性 发 掘 。“ 这 两 处 发 掘 都 非 常 重 要 ，
填补了之前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的空白。
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盗墓所带来的沉痛损
失，提醒我们加强文物保护力度，打击盗
墓犯罪。”李伯谦对本报记者说。

宋新潮指出，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是
有机结合的整体，发掘的目的就是为了更
好地保护。入选十大新发现的项目，很多
都体现出良好的保护意识。如河北张家口
太子城金代城址，位于 2022 年冬奥会崇礼
奥运村的中心区域，在奥运村规划建设
中，始终把遗址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据
悉，该遗址将建成考古公园，为冬奥会增
加文化元素。
“很多发现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后
续 的 研 究 和 保 护 任 务 还 很 重 。” 宋 新 潮
说，“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无疑将对这
些地区的文物保护带来很大的促进。”

大的社会价值。”
今年的评选活动安排了同步的网络直
播，项目汇报的形式也更加生动多彩。陕
西澄城刘家洼考古项目展示时，播放了出
土钟磬合奏乐曲的视频，让人印象深刻。
“这是在全媒体传播时代，尝试考古成果
与社会共享的新模式。”宋新潮说。
图①：广东英德青塘遗址出土的打制
石器
图②：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
出土的壶形鼎
图③：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
址出土的陶质泥抹子
图④：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出
土的炼渣
图⑤：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出土
“从终评项目的汇报可以看出，现代
的青铜器
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中的应用更加广泛，
图⑥：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出土
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比如
的甬钟
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提供了浊水海洋环
图⑦：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出土的
境开展考古工作的成功案例，运用了三维
宋代石栏杆构件
声呐成像等技术，对同类考古工作具有指
图⑧：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出
导意义。”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
土的泥质灰陶龙形脊饰
让王巍感到欣喜的是考古成果与公众
图⑨：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
的联系更加密切。“通过学者的讲解、媒
署遗址出土的铁雷
体的宣传报道和公众参与投票，让考古研
图⑩：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
究的成果为更多人所了解，从而发挥出更
（经远舰） 出水的“經逺”木签牌

加强公众参与

2018 十大考古新发现解读
广东英德青塘遗址
发掘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专家点评：广东英德青塘遗址连续的
地层与文化序列，揭示出环境变迁与文化
演进的耦合关系，为华南乃至东南亚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把重
要的标尺；墓葬与人骨的发现对旧石器时
代晚期原始宗教信仰、社会复杂程度、区
域现代人群体质演化及扩散等方面的研究
具有重大价值；丰富的文化遗存为研究华
南该阶段原始聚落形态、早期陶器的出现
与传播、现代人行为的特点与多样性、区
域史前文化间的关系等提供了珍贵的材
料，为破译旧大陆东部现代人出现与扩
散、东亚与东南亚史前文化交流、旧-新
石器时代过渡过程中生计模式的转变等前
沿课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专家点评：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
遗址发现的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
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从聚落形态的角度
丰富了屈家岭文化与社会的内涵。王家塝
墓地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
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长江中
游地区史前大型墓葬的发现比较缺乏的空
白，完备而独特的墓地结构与墓葬形制改
写了学术界关于屈家岭文化墓葬礼仪的认
知。这些发现表明，在距今 5000 年前后中
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屈家
岭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

陕西延安芦山峁
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
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
专家点评：芦山峁遗址是继神木石峁
遗址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为认识龙
山时代晋陕高原人群流动、社会变迁、中
原与北方区域互动，乃至探索中国史前社
会复杂化、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形

成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核心区的多座人
工台城及规整院落，似可视为中国最早宫
殿或宗庙建筑的雏形，对于研究中国聚
落、都邑形态演变和早期礼制的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筒瓦和槽型板瓦的发现，将中
国使用瓦的时间提前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晚
期。大量玉器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其与周边
地区普遍流行以玉为礼的现象，背后可能
隐藏着精神思想层面上的价值认同。

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
发掘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
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
专家点评：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
址发现了规模宏大、布局复杂的大型聚落
遗址，是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的中心
聚落之一，为建立伊犁河流域的史前考古
学文化序列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也为
西天山地区人群的生业方式从畜牧经济向
游牧经济转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
料，对整个欧亚草原地区此类研究具有重
要学术意义。发现了丰富的铜、铁冶炼相
关的遗迹遗物，是新疆史前唯一一处有明
确冶金证据链的遗址，对中国新疆乃至中
亚史前冶金考古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价
值。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燃煤证据的
重大发现，将人类对燃煤的使用历史上推
千余年，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增添了重
要的科学资料。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也为揭
示生业方式的转变和早期农作物的东西交
流提供了新视角。

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专家点评：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
是一处拥有带墓道大墓的大型晚商墓地，
对于研究商代墓葬的形制结构、葬俗、墓
道功能与等级关系提供了极好的资料。该
墓地应为晚商高等级方国贵族墓地，从青
铜器中两种族氏铭文的差异性来看，该墓
地应为“匿”族墓地。该墓地的发现与发
掘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为
“匿”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也填补了晋
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
墓地的大墓形制、青铜器组合和器型
纹饰风格等表现了商文明演进过程的同一
性与复杂性，加上该墓地所处的特殊位

置，对于认识晚商文化的区域类型、商王
朝西部势力范围的变迁、中央对地方管控
方式和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等课题具有重要
意义。

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
市博物馆、澄城县文体广电局
专家点评：从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
址所发现的居址和墓葬特点来看，可以确
定这里是一处芮国后期的都城遗址及墓
地。这一发现填补了芮国后期历史的空
白，也提供了周王室大臣采邑 （地） 向东
周诸侯国发展演变的典型案例。不同文化
传统、族系背景的居民共同使用同一墓地
的现象，揭示了芮国后期民族、文化融合
的真实图景，呈现出地缘国家的基本特
征，是研究周代社会组织、人群结构的重
要材料。大墓出土的乐器组合，为我国音
乐考古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出土的三
栏木床遗存将我国使用床榻的历史提前到
春秋早期。

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苏州市考古
研究所、张家港博物馆
专家点评：考古工作者历经十多年，
揭示了唐宋河道，发现了河道内大量的砖
瓦瓷片堆积和栈桥遗迹，提出了黄泗浦河
为唐宋时期江南地区入江的主干水道之
一，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曾为繁华的港
口，在江南地区有着重要历史地位的新认
识。黄泗浦遗址发现了唐宋时期的寺院，
发掘者认为可能与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的
地点有关，是较为重要的新认识。这是目
前长江下游港口型遗址的重要发现。为中
外文化交流、海陆交通路线及海岸线变迁
等诸多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
发掘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
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广新局
专家点评：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遗址是
目前唯一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是
金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这是迄今发掘
面积最大、仅次于金代都城的高等级重要

城址。根据考古新发现并结合历史文献，
推定此遗址很可能是金章宗夏捺钵的泰和
宫。其双重城垣选址理念，主体建筑呈中
轴线分布、前朝后寝的布局等对金代捺钵
制度、行宫选址与营建研究具有重要学术
意义。编号“七尺五”
“ 四尺五”
“ 三尺”的鸱
吻分别对应城内不同等级建筑，与《营造法
式》记载完全吻合，是金代官式建筑研究的
重要资料。
“ 尚食局”款定瓷、仿汝窑青瓷、
雁北地区化妆白瓷等组合的确认，极大地
推进了金代宫廷用瓷制度的研究。

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
南宋衙署遗址
发掘单位：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专家点评：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遗
址是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
掘、保存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结合历史
文献推断，该遗址应为 1243 年南宋四川制
置使余玠修筑钓鱼城时所徙的合州州治。
范家堰遗址是钓鱼城的政治军事中心，符
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同时又具有鲜
明的山地城池特色，丰富了宋元时期城市
考古的资料，为研究我国宋代城市与衙署
建筑、古代园林及宋蒙（元）战争史等提供
了珍贵的实物遗存。遗址出土的铁雷是世
界中古史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开创阶段
的重要见证。

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
（经远舰） 水下考古调查
调查单位：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大连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专 家 点 评 ：“ 经 远 舰 ” 是 继 “ 致 远
舰”之后，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获得的又一
重大成果。首次发现了北洋海军的舰铭
牌，并首次明确了其材质、工艺及安装方
法。甲午海战是木质风帆战舰被蒸汽机装
甲战舰取代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经远
舰是德国设计制造的装甲巡洋舰最早实例
之一。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海军
发展史和世界海战史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
实物资料。同时，该项目提供了浊水海洋
环境里综合运用多种技术开展水下考古的
成功案例，为以后大型沉舰遗址的调查、
清理与展示工作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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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年年都
关注“十大考古新
发现”的评选，看
着大多数入围的考
古项目，可能会有
似曾相识的喜悦。
考古的乐趣其
实是建立在这样的
共 识 之 上 —— 人 类
文明过去所创造的
一切都在这个世界
留下了遗存，但只
有那些没有随着岁
月湮灭且能够幸运
地被我们发现并破
解其密码的，才能
够重新复活。穿越
广袤的时间河谷，
我们能否与历史遗
存相识相知，关键
取决于我们的识别
能力。过去我们的
关注点主要在于墓
葬，现在大家会去
寻找与之相关的居
址、手工业作坊、
聚落中心乃至宫殿、城址以及区域布
局，考古项目因此有了极为丰富的内涵。
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是连续性，探
求文明起源及进程的考古自然也有着很
好的连续性。一项项考古发现连在一
起，慢慢为我们还原历史的轨迹，解开
一个个时间空间上的谜团。比如此次入
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陕西延安芦山峁遗
址，一座大型台基，一批典型陶器，一
批最早的瓦，三座规划严整的院落，就
为我们之前关心的陶寺与石峁的关系提
供了新的线索。芦山峁遗址位于两个著
名 遗 址 之 间 的 关 键 空 间 ，通 过 艰 苦 的 发
掘、研究，证明这处区域中心聚落与陶寺
的早期文化比较接近，而与石峁的关系相
对疏远。它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去
揣测它是否曾经影响了石峁，但最终和陶
寺一样被石峁所取代。
这样填补缺环的例子还有很多。比
如入围终评但没有进入十大名单的浙江
德清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它的重要
性同样不容忽视。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重
要代表，中初鸣遗址在已知的各处良渚
文化遗址中，是出土玉料、玉器半成品
最多的，为研究当时的制玉工艺和玉矿
来源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一考古发掘丰
富了良渚古城外围考古的内容，让我们
得以更好地探究和认识在中华文明起源
史上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良渚文化。
因盗墓或城市基础建设而进行“抢救
性发掘”的考古项目依然在十大新发现中
占了一定比例，但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
“主动发掘”项目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即使是如山西闻喜酒务头、陕西澄城刘家
洼这样遭遇盗墓之后的抢救性发掘项目，
主要也是因为其迅速转变为具有重要学
术价值的科学探寻而被认可。陕西澄城
刘家洼东周遗址的考古发掘进行了几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了改变过去这一区
域工作的薄弱而专门建立了渭南考古基
地，引领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
从 1990 年首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评选活动举办以来，到今年已走过了 29
年。随着老一辈考古学家的相继淡出，加
上技术的进步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十大考
古新发现的评选与过去相比有了不少调
整。在前期的公众投票、终评现场的直播
以及专家团队的讨论方面有了许多改进，
考古项目的领队、汇报人也呈现出更加年
轻化、技术范儿的趋势，多学科的合作在
图片和视频中都有很好的体现，这都使我
们对这一评选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破解历史的密码

中华文明新论证

五”重大研究项目“考古中国”的子项
目，通过有计划、有重点的主动性考古工
作，探究人类起源、文明起源，梳理中华
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脉
络，加深我们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
价值的认识。还有的项目与重大政治经济
课题相关，如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项目是为
配合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所开展的遗址发掘
与文物保护，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被认
为是鉴真东渡的出海港口，为东亚文化交
流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
重要材料。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则让我们
走近甲午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烈士英魂，唤
起爱国主义精神。
“这些发现都表明，考古工作与现实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从多个方面服务于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宋新潮说。

邹雅婷

杨
□雪 梅

3 月 29 日，2018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在北京揭晓。经过项目汇报、专
家评审和投票，广东英德青塘遗址、湖北
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延安芦山
峁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
口遗址、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陕西
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江苏张家港黄泗浦
遗址、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重庆
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辽宁庄
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 （经远舰） 水下考古
调查项目从 20 个入围项目中脱颖而出，成
为 2018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