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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段易成） 今年是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也是二里头遗址发现暨科学发掘 60
周年。为此，进入2019年10月后，多地将举办
多样的系列纪念活动。

据河南省安阳市文物局局长李晓阳介绍，
2019 年 10 月 18 日至 20 日将在安阳举办“纪念
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来
自中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韩国、日本
以及港澳台地区的专家、学者约 200 人参加。
作为系列纪念活动之一，本次研讨会重点讨论
甲骨文研究的未来走向，积极探讨“大数据、
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文字考释研究”，力求在方
法论上有新的突破，更好地与现代社会接轨，
推动甲骨文研究进入新阶段。

为配合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安阳市还策划
了“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全国甲骨文书法
篆刻展”“商代文字展”两个展览。“商代文字展”

以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青铜器铸铭与刻铭、
陶文、玺印文字、朱书玉璋文字等实物和拓片、题
跋等为重点，介绍商代文字的不同载体。

安阳还将举办“活化·传播·创新——甲骨
文文化传播与发展主题论坛”，将围绕甲骨文与
中国文化传播、中国国家形象、国学教育和文
化创意产业等问题进行探讨。

“120周年这个时刻，极具纪念意义。甲骨
文研究应该有一些新的导向和拓展领域。”“纪
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
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宋镇豪说。

宋镇豪认为，此次甲骨文 120 周年的“重
头戏”主要体现在加强全社会对中华古典文字
——甲骨文的敬畏之心，保护已载入“世界记
忆名录”的甲骨文的尊严；其次体现在要重视
文理结合、跨学科、同方向、开放式的协同创

新攻关，加强大数据时代甲骨文献资源库的建
设与人工智能识别的聚积。

2019年10月，被列为国家“十三五”重大
文化工程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被列入第
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的二里头考古
遗址公园将建成并对外开放。

“二里头遗址的保护、发掘、研究、展示、
利用工作面临转型，需要总结过去、展望未
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副队长赵海涛介绍说。10月18日至20日，第二
届世界古都论坛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
仪式、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
术研讨会、文化遗产大众化传播主题论坛等活
动将同时举行。

据悉，研讨会将围绕早期城市和早期国家
以及早期文明研究、古都保护与城市生活等问
题展开讨论。赵海涛介绍说。

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
纪念二里头遗址发掘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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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二里头遗址发掘60周年

“最早的中国”怎样了？
本报记者 齐 欣 文/图本报记者 齐 欣 文/图

封禅制度。王权天授，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观念。王
者必须通过控制对天神地祇的祭祀权宣示王权合法性。正
如 《史记·封禅书》 所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
古人把祭天叫做“封”，祭地叫做“禅”。在二里头夏都发
现的圆形土台式祭坛、长方形土圹式墠，被认为是原始的

“天坛”“地坛”。在都城营建天坛、地坛，以祭祀皇天地
祇，是秦汉以来实行的制度。

礼仪制度。礼仪 （等级） 制度是社会分化的产物，是
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故 《礼记·礼器》 曰：“礼也
者，合乎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乎于鬼神，合于人心，理
万物者也。”在二里头夏都，礼仪制度的物化体现，广泛体
现于建筑物、墓葬、青铜器和玉器等礼器，由此，我们虽
然不能详述当时的礼仪制度，但却可以了解当时人们的社
会等级差异。

为什么说“最早中国”具有唯一性？
一、见于最早的明文记载。西周青铜器“何尊”铭

文，明确指洛阳平原是“中国”所在。
二、最早突破龙山时代区域文明羁绊。龙山时代，诸文化

盛极却最终未成为更广泛区域之中心文化，此时，伊洛嵩山
地区龙山文化却广纳四邻文化精粹，升华为广域文化中心。

三、对周边区域形成最大文化辐射效应。二里头文化
曾向四周远距离传播：如东南之江淮地区，南方之江汉地
区，西南之成都平原，西方之渭洮地区，北方之辽河地
区，都可见到二里头文化之踪影。而其周边区域文化则无
一能及。

四、与商周文明有直接传承关系。商王国直接建立在
夏王国基础之上，此后的周秦汉唐，一脉相承。因此，二
里头夏文化是为中华文化之正统源头。

五、是龙崇拜正宗源头。在二里头夏都，发现大量龙
形象文物，如有龙纹的陶器、漆器；有龙纹的青铜牌饰。
虽然龙形象已见于此前较广泛区域之史前遗址，但皆不及
二里头夏都的龙与后代龙形象关联得更直接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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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许多奠定此后许多奠定此后““中国中国””
三千多年传统思想理念三千多年传统思想理念
之之““中国要素中国要素””

杜金鹏杜金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二里头遗址揭示的人类活
动历史，晚于良渚，又早于殷
墟，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
明形态的重要对象，被学者们
誉为“华夏第一王都”“最早的
中国”。

伴随着殷墟和良渚已先后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里
头遗址在中华文明和中国上古
历史中的地位及其相关研究成
果，越发引人瞩目。

新砦遗址新砦遗址
（（夏早期夏早期 20002000--18001800B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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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城郑州商城
（（商早期商早期 16001600--14001400B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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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偃师商城偃师商城
（（商早期商早期 16001600--14001400BCBC）

● 登封登封““天地之中天地之中””历史古迹历史古迹
（（世界遗产世界遗产 20102010年年））

轩辕关轩辕关

★

中原腹地自然条件优越中原腹地自然条件优越
自自““二里头二里头””始延续千年始延续千年，，多为政治中心所在地多为政治中心所在地

函谷关函谷关

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
（（夏夏 18001800--16001600BCBC）

汉魏洛阳城汉魏洛阳城
（（公元公元2525--534534年年）

隋唐洛阳城隋唐洛阳城
（（公元公元605605--11271127年年）

虎牢关虎牢关

伊阙伊阙（（龙门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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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的甲骨文文字海量的甲骨文文字，，预示着在商殷之前一定经历了漫长的文明铺垫过程预示着在商殷之前一定经历了漫长的文明铺垫过程

1899 年 ， 甲 骨 文 从 中 药 材 “ 龙
骨”中被辨识出来。从20世纪20年代
起，在河南省安阳殷墟进行的考古发
掘中，陆续出土刻辞甲骨。

甲骨文是商王朝后期，王都内的王
室贵族向神灵进行占卜祈祷的古典文字

记录。甲骨文也是汉字的祖型，现代汉
字与之息息相通。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
文字记载并经甲骨文及考古发掘证实的
商代晚期都城遗址，1961年即被列入第
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题图：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镶嵌龙。

“最早中国”在哪里？
“最早中国”是考古学界对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

都邑、以二里头文化为内涵的国家实体的称谓。
现知最早“中国”一词见于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

其铭文记周武王伐纣班师途经洛阳，认为这里是天下中
心，故宣告“余其宅兹中国”，在此营建都邑建立新的国家
统治。《逸周书·度邑解》记载：周武王说“自洛汭延于伊
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可见，当时所谓“中国”专
指伊洛平原夏王国故墟。

在大约距今4000年左右，中原地区诞生了一支考古学
文化——新砦·二里头文化，它占据了今河南大部和山西南
部、安徽北中部、陕西商洛地区。从文化传承、历史年代
和地望等方面推断，它所代表的大体就是史传“夏”王
国。夏从众多方国中脱颖而出，成为万邦之中心。

“最早中国”姓“夏”！
在二里头遗址，可以看到许多奠定此后“中国”三千

多年传统思想理念的成就，即“中国要素”：
都邑制度。这里主要指城市规划设计思想。《考工记》

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宫城位于都城中央，
城市格局如棋盘状，这是先秦时代最为规范、理想的王都
格局。二里头夏都的核心区域，发现了井字形城市干道，
由此构成了都邑的“九宫格”格局——王宫居于中央，前
有手工业作坊区，后为祭祀区，左右是贵族聚居区。这种
王宫居中的都邑建设思想理念，一直传承至明清时期。

宫室制度。高大雄伟的宫殿是王权的象征。王权世袭
的合法性，来自对先王的专有祭祀权，于是产生专门的宗
庙。二里头最早出现了先王宗庙与时王宫殿分列现象。

二里头遗址规模
庞大，现存面积 300
万平方米，堪称当时
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
大的聚落。宫城内西
路 建 筑 包 含 一 号 宫
殿，是朝堂；而东路
建筑以二、四号宫殿
为主，是宗庙。这种
宫庙分立制度后来发
展成为商代的前朝后
寝、左祖右社制度。
这种宫室制度一直延
续到明清时期。

在许多资料和专著上，都能看到“杜金鹏”这个
名字。

1982年至1995年，杜金鹏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从事
考古工作，亲历铸铜作坊遗址、制骨作坊遗址和祭祀
遗址的发掘；随后又奉调进入偃师商城考古队。可以
说他人生的大半岁月都是在洛阳与郑州之间的洛河沿
岸度过的，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遗址宫殿建筑、祭
祀遗迹、文化分期、文化属性、文化传播和遗产
价值等方面。

二里头遗址，寄托了许多中国人对自我认知的需
求与期待。中国独有的、持续数千年的历史记载，使
得中国式考古发掘形成了独有的实史互证方法，有着
成熟的理论体系——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与辨识结
果，充分证明了中国历史记载“所言不虚”；但接下来
的情况是，中国考古学者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那么
这个“最早中国”，是不是“夏商周”中的“夏”呢？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尚在持续的争论对“最早中
国”产生了影响吗？公众应该如何理解二里头遗址的
考古成就？人民日报海外版“世界遗产”版记者为此
采访了杜金鹏 （以下简称“杜”）。

记者：如果让您用一句话，简单明确地总结对二
里头遗址的判断，怎么表达？

杜：二里头遗址是最早的中国，“最早中国”姓“夏”!
记者：这个“最早中国”，规模有多大？
杜：60年来，二里头遗址累计发掘面积达 4万余

平方米，但这只占总面积 1.75%。经过持续的发掘与
研究，目前对二里头遗址的范围、布局、内涵、年代
等已有基本认识，对其王朝属性也有大致共识。

记者：最新的考古工作，有没有令人惊喜的发现？
杜：有啊。近 20 年的发掘面积，合计约 1.3 万平

方米。新的学术理念与方法开始应用，宫城、井字形
城市干道和工城的发现意义重大。同时对周边聚落群
和历史环境调查，也进一步凸显了二里头遗址的重要
地位。目前正在持续进行的宫殿区建筑基址的发掘，

极大丰富了关于宫殿建筑布局、年代、演变之认识，
也为深入研究二里头遗址性质，提供了新材料。

记者：“良渚”申遗成功后，“二里头”越来越受
到关注。当地民众预计会从文化价值中受益吗？比如
会出现目前很火的“国家公园”吗？

杜：这会是一个逐步相互促进的过程。为了保护
二里头遗址，当地居民付出甚多，理应得到回报。二
里头遗址考古成果非常丰富，有很多的展示利用潜力
与前景。尤其是宫殿区、祭祀区和手工业作坊区的诸
多文化遗迹遗物，具有重要的文化、科学价值，也有
极好的展示利用条件。因此，即将开放的二里头考古
遗址公园和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将向人们全面展
示二里头遗址文化内涵和价值，也将为当地民生改善
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记者：关于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二里头遗
址是否是夏都遗址，至今在学术界还存在争议，而且
公众也都参与了进来，甚至分成了“阵营”？

杜：哪有那么夸张。确实存在不同意见，但学术
讨论是好事。我要再次表述一下自己的判断：即现有
考古发现表明，与史传夏王国最为符合的考古学文
化，就是新砦·二里头文化——更确切地说新砦文化可
能是早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可能是晚期夏文化；二
里头遗址应该是夏都故墟，是最早被叫做“中国”的
国家对象。

即便其他一些更早的考古学文化被认为进入国家
文明阶段，也不宜称为“最早中国”。

记者：除 您 之 外 ， 还 有 多 少 考 古 学 者 也 持 这
个观点？

杜：据我所知，支持这个观点的“肯定方”占大
多数，“存疑方”为少数。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以
来的学术现状。当然，学术问题的争议不能简单地以
人数多寡论是非。但我自己是坚定的“肯定派”。《中
国考古学·夏商卷》和拙著《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皆可
为证。

记者：到底在争什么呢？是对“最早中国”有争议吗？
杜：不是。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已

是比较成熟的国家文明。遗址的规模、内涵证明它是
一代王都遗址。因此，二里头文化是现知商王国文化
之前代王国文化——这是中国考古界的共识。

目前大家争论的焦点是证据。“肯定方”认为从历
史年代、都邑地望、文化内涵等方面，推论二里头文
化可能为史传夏王国之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是史传
夏王国都邑遗墟。而“存疑方”则认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可自证为夏王国遗存的文字证据
——殷墟发现了记载商王名号的甲骨文，成为殷墟是
商王国都邑遗墟的最有利证据——因此不宜轻易将现
有考古学文化、遗址与文献记载中的夏王国直接对号
入座。

记者：如果运气不好，始终没有发现文字证据，
会影响“最早的中国就是夏都”的判读吗？

杜：不会。考古不是算命，除了文字，还需要许
多证据来支撑。多重证据相加，现在已经非常靠近肯
定的结论了。

记者：如果二里头遗址不姓“夏”，那她姓什么呢？
杜：很多人把这场学术讨论理解为完全对立的两

种学术观点的辩论，这是不对的。这场关于二里头文
化、二里头遗址历史文化属性的讨论，实际上并不是

“夏”与“非夏”的争议，而只是关于现阶段对相关问
题如何表述更加科学、合适之商榷。因为，在下述问
题上，双方是完全一致的：二里头文化是进入国家文
明的文化遗存，是时间上位列商王国文明之前的王国
文明；二里头遗址是王国都邑遗墟，其时间位列商王
国最早都邑之前。正因如此，“存疑方”才大力倡导二
里头遗址“最早中国”说，并认为如果一定要追问二
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的历史文化属性，那么最有可
能是夏王国文化、夏王国都邑——只是缺乏文字实证。

记者：围绕“最早中国”是不是夏都的争论，其
实是东西方不同的考古方法论之争？

杜：是的，争论的背后，都是对方法论的质疑。
比如，考古学文化与历史学人物事件的对证关联，是
否科学？一些欧美学者强调考古学纯洁性、主张就物
论物；而大部分中国学者主张透物见人，把考古学纳
入历史学范畴。看起来前者似乎更客观、审慎而科
学，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情不同、学术背景不同
而形成的不同学术理念——由于缺乏必要的历史文献
记载，许多国家的考古发现是无法与当地古史相联
系、印证的。而中国在这方面则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再比如，考古学文化与历史学人物事件的对证关联，
需要多少、多硬的证据？所谓的“自证”证据——本
身的文字证据，在考古学上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

现在，“肯定方”给出的是“推论”；“存疑方”追
求的却是“结论”。

中国即将举办系列活动

图片来源：
社科院考古所
二里头考古队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有些已可
以释读为文字，但尚未形成连贯文句。

（杜金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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