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天，中国先秦文化史
从南阳、从“王子朝奔楚”事件
走来：尘封的文化史一点点被
破解……

中国先秦史学会定论王子朝奔楚地望、晁姓发祥地，为何引发史学界、考古学界的瞩目？

千古“奔楚”谜案的南阳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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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思想，新行动，是这个时代赋予文化工作者的新使
命。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不能丢，“有文字的（历史）是
3000年”，那么 3000年之前的“无文字”的N千年的历史的“文
字”在哪里呢？也许就在“王子朝奔楚”事件里，在“奔楚”留下的
亟待揭开的诸多谜团里。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
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对“王子朝奔楚”留下的亟待揭开的文
化谜团进行研究，既是对历史的负责，更是新时代树立文化自信
的一次新作为。

正是基于责任感、使命感、时不待我的紧迫感，鸭河工区组建
课题组对“王子朝携周典奔楚”事件展开了一系列研究、调查与实
地探测，并与中国先秦史学会举办了这次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站
在了时代的前沿，文化的纵深，已确认“王子朝奔楚奔在了鸭河”
等三项共识。中华文明的其他几个千古之谜也许有一天会在这
里“见”出谜底，也许将把中国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也许将改变中
国的历史记述……而对南阳这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重要的
是其社会溢出效应——这里将成为南阳乃至中国的又一个文化
高地，这里将成为世界晁姓膜拜的故里、藏书家心中的圣地。

白振国说，王子朝奔楚地的研究，在给南阳带来新的文化影
响力之外，对鸭河工区的社会、文化生活与经济发展也将带来不
可估量的效益。这个软实力的发现、发掘和研究，应是鸭河工区
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的动力和需求，是必要和必需的。

之于河南文化，这将是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具有不可估量之价值的一个文化现象，一张文化名片；它将
成为河南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文化极。

正因如此，研讨会上，中国先秦史学会向全国发出倡议，希
望每个人都要自觉加入宣传古迹遗址价值，发掘文化内涵，弘扬
传统文化的行动中来。希望有实力、有文化情结、有家国情怀的
个人积极参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保护、利用，积极主动围绕
建设“王子朝奔楚地”“晁姓发祥地”等先秦文化遗址，打造新的
文化品牌和名片，让文化文物活起来，书写先秦文化的“诗和远
方”。

开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新视野
——中国先秦史专家纵论“王子朝奔楚”事件及其新时代的文化影响

对“王子朝奔楚”的考证将开启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新视野

会议期间，我们现场去考察了鸭河“不见冢”的
相关遗址，考证了鸭河工区区域的岩画。除此之
外，我们了解到通过考古发现南阳的先秦遗址也还
很丰富。南阳作为伏牛山文化圈的核心地带，我们
认为这里是先秦文化研究的宝库。上下五千年的
中华文明不能丢，南阳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王子朝奔楚”事件的专
题研讨和“不见冢”相关遗址的考古，它不仅对“夏
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推
进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而且对于中国历史、
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学术意义。它为我们的先秦文化研究开启了新
的领域，将开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新视野。有关
部门和人员要抓住机遇，珍视、保护、传承、开发、利
用好这份全国唯一性历史文化资源，以南阳地域文
化研究为依托，致力于该地域文化的研究，为中华
文明研究开拓新的篇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
会长宋镇豪）

王子朝非“叛君”其冢当在南阳
市鸭河工区一带

对“王子朝奔楚”事件的认识，历史上存在是王
子朝“作乱”还是王子猛“篡位”的纷争，《左传·昭公
二十二年》《荀子·解蔽》《国语·周语下》中把王子朝
举兵反抗单刘集团拥立王子猛为“王”的行为，定性
为“作乱”。而《公羊传》《谷梁传》和《韩非子》诸家
学说则认为王子猛称王是不合乎礼制的篡逆行
为。我们考证《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关于王子猛死
因认为其是自然病死是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说法。
另外，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王子朝《告诸
侯书》中明确提出“先王之命曰：王后无嫡，则择立
长。”然而“穆后及大子寿早夭即世”后，景王已无嫡
子，由此可见王子猛也属于庶出少子，是王子朝的
异母少弟。从这些史料中我们认为关于王子朝作
乱的说法是不准确的。“王子朝奔楚”也并非是因作
乱而仓皇出逃的行为。

关于“王子朝奔楚”的地域，根据三国时期成书
的《皇览》记载：“王子朝冢在南阳西鄂县”根据已有
的考古调查，西周时期的西鄂古城就在南阳石桥镇
以西，由此推断王子朝冢在鸭河工区及其周边地
带，符合“不见冢”发现的位置。而且《皇览·冢墓
记》中所记载的“西鄂故城，其西有冢岗，旧曾与此
地耕，得古编钟”，这一编钟在冢岗庙前被发现，现
藏于南阳市博物馆，此编钟为青铜甬钟，被确认为
春秋战国之际的器物，与王子朝被刺杀的年代相
符。经过初步钻探在“不见冢”西边发现的车马陪
葬坑，大型冢墓，包括在鸭河工区皇路店镇焦庄村
晁庄发现的“晁庄遗址”都被认为是东周到秦汉时
期的古村落遗址，这些都与“王子朝奔楚”的历史背
景和身份地位相符合，为“王子朝奔楚”的具体位置
和问题，提供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 蔡运章）

“出奔”是春秋时人才和文化交
流的特殊形式

出者，离开也。奔着，奔向也。“出奔”即是离开
自己的国家，投奔他国。它是春秋时期一种较普遍
的现象，由于春秋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旧的秩序被
打破，新的机制在形成中，贵族斗争引发政治冲
突。而爆发冲突失败的一方不是被杀就是“出奔”
到他国他地。根据了解，出奔者“出奔”的主要原因
有君位之争、家族冲突、族长争立以及其他缘由，春
秋期间总计“出奔”人数280次，而实际人数应该大
于这个数字。王子朝出奔携带大量典籍和礼器，这
在当时的“出奔”应该是比较独特的，证明他的实力
雄厚，因此通过“不见冢”遗址对他出奔地点的推测
是准确的。

出奔者大多是贵族以及贵族携带的随从，这便
为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人力资源。春秋时
期晋国和楚国是当时的大国，所以“出奔”者的目的
地在北方大多集中在鲁晋两国，在南方大多是楚
国，这方便了“出奔”者在强国积蓄力量来复仇。因
而春秋时期鲁国、晋国、楚国成为当时接收“出奔”
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其次便是齐国、卫国、和郑国。
不同的“出奔”者有不同的结局。“出奔”者的结局大
致有复归故国、定居为仕于他国、举行叛乱攻伐故
国以及被杀等。“出奔”有着特殊的历史效应，有着
特殊的作用：首先，“出奔”撕裂了传统血缘关系，破
坏了传统的宗法制度。其次，“出奔”成为春秋时期
文化交流的特殊形式。再者，“出奔”是春秋时期人
才交流的特殊渠道。最后，以“出奔”为形式的人才
流动还促进了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所
以，我们认为“王子朝奔楚”是正常的历史文化交流
现象，不应用“嫡王子继承制”或者“胜者为王”的角
度去考证“王子朝奔楚”事件。

（岭南师范学院教授 张彦修）

“不见冢”中铅锡锭堪称科技考
古的十大发现

我们通过碳十四测年方法检测得到“不见冢”
遗址盗洞附近捡到的黑色炭块的碳年龄为2230±
30BP，采用INTCAL校正后日历年代为公元前328
年至 204 年（74.6%）与公元前 384 年至 339 年
（20.9%），此次测定样品年代在战国时期。当然这
个数据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存在一定误差，也与
市文物局的相关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这都不
会影响对“王子朝奔楚”的研究。另外，在“不见冢”
盗洞附近找到的金属碎块，检测结果中发现除了大
量的铅锭外，还有两块为“铅锡锭”，并且含锡量都
在10%以上，这是十分罕见的。两年前，在安阳殷
墟发现了源自商代的铅锭和铜锭是一个了不起的
发现，但是迄今为止，在商代和周代的遗址中都没
有发现含锡的金属锭。从这个意思上说，“不见冢”
附近发现的“铅锡锭”可以称得上是科技考古上十
大发现。下一步，我们将邀请国际上相关方面的专
家，加紧这方面的研究。

铅锭是商周流通网络中的一环，由此我们可以
确定南阳盆地是商周时期重要的区域，也能够确认
在南阳地区一定会有这个时期的大型遗址和墓葬，
相关部门不应放弃对此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主任 金正耀）

“不见冢”若为王子朝墓，将藏有
惊天秘密

“王子朝奔楚”是春秋时期的重要事件，王子朝
的《告诸侯书》是周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它本身总结
了周代历史的变迁，是除了《史记》之外最为全面和
重要的资料。

“王子朝奔楚”本身对楚国的文化发展也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在对有楚国风格的楚简研究
中发现，大量与周王室相关的内容，并且出现了与
王子朝关系密切的召氏家族的相关文献，这说明楚
国文化受周王室的影响很深，也印证了当时有特定
历史事件的发生导致了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也可
能就与王子朝携周典奔楚事件相关。我们目前发
现的楚国竹简所反映的是中原文献，是在楚国时期
抄写和传承下来的历史，“王子朝奔楚”的现实意义
就在于它所留下的周王室典籍能够让我们原汁原
味地了解到周朝时期的历史文明。

我们此次在鸭河工区一带发现的“不见冢”遗
址，如果被证实是王子朝墓，我认为在里面一定会有
惊天秘密，它将扩大我们对“王子朝奔楚”研究的视
野，还原历史的原貌，是需要我们在挖掘中注意进行
保护和发掘的。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主任 刘国忠）

“王子朝奔楚望”是宝贵的历史
财富，亟须加强保护与研究

先秦史学会自成立以来，已先后举行过 100多
次研讨会，此次单纯地以“王子朝奔楚”一历史事件为
中心来举办学术研讨会，这在中国先秦史学会尚无先
例，这也是本次王子朝奔楚暨南阳先秦古遗址保护学
术研讨活动的一个亮点。中华民族要复兴，不仅是经
济复兴，还包括文化复兴。建议地方政府大力宣传保
护文化遗产的重大意义,有关历史研究部门和专家学
者应以本次研讨活动为契机,充分利用王子朝奔楚暨
南阳先秦文化研究会、王子朝奔楚暨南阳先秦文化保
护研究基地的条件,进一步加强王子朝奔楚相关历
史的研究,从而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宫长为）

老子隐居与《山海经》成书古代
文化研究的有益探索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提出的南阳为老子隐居地、
南阳为中国目录学发祥地、南阳是中国藏书家发祥
地、南阳是《山海经》编纂地，包括泗水捞鼎历史真
相考证以及晁氏文化传承研究等，都是积极有益的
探索,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与考证。历史上对老子
隐居之地众说纷纭,有学者提出王子朝携带典籍奔
楚,身为守藏室史的老子必然同行。还有人认为老
子任征藏史在王子朝奔楚之后,为王子朝所任命。
更有学者从老君山、老君洞等历史遗迹考证，老子隐
居南阳之可能。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和山海
经》一文中说：“《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
年,经多人写成的一部古书,作者大概都是楚地的楚
人。”由于《山海经·中山经》详尽记述了楚地山川
及楚民神话、习俗,表明作者对楚地有着真切的了
解,因此近年楚地说比较集中。最近有学者著文,探
索《山海经》内容与王子朝事件的关系,认为作者
是王子朝的追随者，内容来自周室典籍等。王子朝
后人晁错、晁氏家族文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
成书以及影响等也是与王子朝奔楚有关的文化内
容。 (本报记者吴曼迪整理)

前言：5月11日至12日,王子朝奔楚暨南阳先秦古遗址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南阳

市鸭河工区举行。中国先秦史学会，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及南

阳的60余名文化专家、考古专家及晁氏代表，围绕“王子朝奔楚”事件及其在新时代

的文化影响，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达成了七项共识，其中，定论了“王子朝奔楚地

望为鸭河工区一带”“鸭河工区为晁姓发祥地”等三项共识。同时，把脉问诊南阳先

秦古遗址保护工作。

我们撷取几位专家的发言，为“王子朝携周典奔楚”及其新时代的文化影响、南

阳鸭河先秦古遗址的研究，提供更多维度的观点和思考，供读者参考。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郭起华

中华文明上下

五千年，漫漫历史

长河中留下的谜题

从未因岁月的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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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更迭，被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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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王子朝奔楚暨南阳先秦古遗址保护学术研讨会在
南阳市鸭河工区举行，中国先秦史学会王子朝奔楚暨南阳先秦文
化研究会成立并任命白振国为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王子朝奔楚
暨南阳先秦古遗址保护研究基地设立。

这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宋
镇豪题字的“王子朝奔楚望”“中华晁姓发祥地”“晁姓始祖姬朝
像”揭碑。

这一天，中国先秦史学会、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及
南阳的60余名学者、考古专家，齐聚南阳鸭河工区，系统考察了
王子朝奔楚遗址群落、进行深入地研究、探讨。

这一天，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具有
重要价值——我国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目的就是追寻中华民族更悠久、更古老的文明记载史。而

“王子朝奔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这一天，历史从“王子朝奔楚”事件走来。
这一天，“王子朝奔楚”的历史谜题一点点被破解……
先说说王子朝。
王子朝，姬姓，名朝，周景王姬贵庶长子，周悼王姬猛、周敬王

姬匄（gài）之兄。
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周悼王姬猛继位。周王室在继

位问题上发生内战。庶长子王子朝攻击并杀害周悼王，占据王城
洛阳数年，时人称为“西王”，姬匄避居泽邑。公元前516年秋冬
之际，晋顷公出兵支持王子丐复位，王子朝遂携周王室典籍投奔
楚国。《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
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在社会激荡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王子朝奔楚”事件的发
生，与王子朝有关的几个历史谜团在这一天之前一直困扰着中国
学术界、考古学界：王子朝奔楚具体奔到了哪里？王子朝墓葬到
底在哪里？随王子朝而消失的周室图书档案典籍在哪里？世界
奇书《山海经》编纂者是否是王子朝? 王室之乱主要责任人是
谁？晁姓发源地到底在哪里? 沉没周鼎的泗水到底在哪里?

这一天，与“王子朝奔楚”有关的三个历史谜团被破解：王子
朝奔楚奔在了南阳鸭河——中国先秦史学会达成了七项共识，定
论了“王子朝奔楚地域为鸭河工区一带”“皇路店镇晁庄为晁姓发
祥地”“王子朝为周景王庶长子，承位为周之意，王室之乱主要责
任人为单穆公、刘蚠等人”三项共识；其他四项需进一步研究。

一个“王子朝奔楚”，为何引起中国先秦史学界、考古学界如
此大的关注？执着于“王子朝奔楚地”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宋镇豪说，
“王子朝携周典奔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华文明史个
例研究的一件大事，不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的研究、推进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中国历史、中华民族
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副主任刘国忠说，从历史上看,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表示他自
己仍然是周王室的合法继承人,出发点是保护典籍毋庸置疑。随
着王子朝被杀,这批周王室典籍也不知下落,无疑是中华文明的
重大损失。 但从文化现象上看,楚文化发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王子朝携带典籍南迁。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兴起,恐怕更是直接
受益于周室典籍的外传。近代出土资料进一步反映了楚文化的
发达，据文物部门统计，自 1951年湖南长沙五里牌发现楚简以
来,全国共出土先秦简牍帛书30多批次。这些楚地出土的战国
简册,反映战国时期楚国私人藏书的繁荣,或许与周王室典籍有
关。1993年出土于湖北沙洋县郭店一号楚墓楚简,包括十六篇
先秦时期的文献。其中老聃原著《太一生水》为首次发现。有学
者考证,这些文献或直接收藏周典,或为其抄传复制典籍。

王子朝争夺周天子之位失利后南奔原本是政治事件，却因他
“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演变成影响深远的一大文化事件，引起了
历朝历代有识之士的关注，同样也吸引了今天国内一流先秦史学
专家、考古学家们的目光。

也因此，中国先秦史学会首次把单纯地以一个历史事件为主
题来举办的学术研讨活动放在了南阳鸭河——王子朝奔楚地。

说到“王子朝奔楚”七大谜团的定论与探
索绕不开一座“不见冢”。把目光回到2017年
的5月和6月1日，并追随之后近一年的时光。

2017年5月，鸭河工区党工委书记白振国
在鸭河通用航空文化产业园项目和鸭河工区
至南阳市中心城区快速通道项目现场办公时，
关注到“不见冢”等古遗迹，作为一名历史文化
爱好者和研究者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极有可能
会因此带来一系列重大的文化发现。出于强
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时不待我的紧迫感，鸭河
工区组建课题组对“王子朝携周典奔楚”事件
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实地考察发现，鸭河工区皇路店镇焦庄村
有一个自然村叫“晁庄”，而“晁庄”的东西南等
距离（1000米）分布三个疑似大冢。其西侧

“大冢”叫“晁坟”；其东侧“大冢”叫“双庙”，老
百姓称之“龙头”；其南侧“大冢”叫“冢岗庙”，
老百姓称之“龙心”。“冢岗庙”上有一清代石
碑，碑文记载庙下旧有“不见冢”。

白振国意识到“不见冢”极有可能是王子
朝墓。原因有六：

其一，《史记·晁错传·索隐》记载：“晁氏出
南阳，今西鄂晁氏之后也。”司马迁在此明确指
出了晁姓起源于西鄂。据《三国志·魏志·文帝
纪》载，魏文帝曹丕时“（王子）朝冢在南阳西鄂
县，今西鄂晁氏自谓子朝后也”。白振国认为，
由此可以推断王子朝奔楚之后定居在西鄂，并
葬于此，其后代便以“晁”为姓。宋代黄庭坚在
其诗作《送晁道夫叔侄》中称赞道：“晁氏出西
鄂，世家多艺文。文庄和鼎实，尚书亦大门。”
晁氏在西鄂今遗存“晁庄”“晁坟”等村名、地

名。晁庄现属鸭河工区皇路店镇焦庄行政
村。晁庄村南约300米一坡地被村民指认为
晁坟。如今，晁坟已被推平，但仍有大冢迹
象。“不见冢”的位置符合文献记载。

其二，“不见冢”位置符合郊南祭祀传统。
“不见冢”正北方约1500米处是鸭河工区焦庄
村晁庄自然村，中间是略有起伏的岗坡地。

“晁”通“朝”，晁姓起源于西鄂。我国古代祭祀
祖先神灵的位置，一般都是南部，所谓“南郊之
祭”。

其三，封土规格形制与王子朝身份相符。
经当地老人回忆，封土原为三层棱台形，顶层
面积约两亩，高约15米。此规格封土合乎春
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王侯级。

其四，2017 年 3 月有关部门曾对“不见
冢”进行了近一个月的钻探，初步查明，墓道长
60米，墓室长40米、宽38米，这是一处战国早
期或春秋晚期的特大型墓葬。

其五，排除鄂侯的可能。2012年为配合
南水北调南阳段工程，南阳文物部门已在石桥
镇东南部白河东岸的夏饷铺村发掘了20余座
鄂国贵族墓葬，还有30余座未发掘。出土的
青铜器上有“鄂侯夫人”“鄂姜”“鄂侯”等字样，
时代在西周晚期。

其六，冢名“不见”，指向王子朝。周王室
的国家典籍和周鼎等国之重器，本来传承有
序。王子朝载周王室典籍奔楚到西鄂后，因被
当时的诸侯国认为是叛君,无法正常传承，违
背了夏商史官见国家政权更迭而主动有序传
承的传统，又不忍遗失散落，无奈只得深藏地
下。后人依其事迹将其冢名为“不见冢”。

六条直接线索指向“不见冢”极有可能是
王子朝冢。

而考古发现又给予了进一步的佐证。不
见冢墓室长40米、宽38米，深约18米，且有封
土冢，并且在此墓葬周边发现了大型车马坑，
规模是河南省“考古发现”之最。

2017年 6月 1日，这一天，白振国署名文
章《“不见冢”里“见”什么》在媒体发表，提出了

“周王子朝墓葬到底在哪里、晁姓发源地到底
在哪里、周王朝典籍到底遗失在哪里、《山海
经》编纂者到底是谁、老子辞周隐退到底隐在
哪里、沉没周鼎的泗水到底在哪里、春秋楚汉
南阳圣人为什么多”七个千古之问，相互关联、
相互补证，形成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自这一
天始，关于“王子朝奔楚事件”的研究全面铺
开，鸭河工区组织文物部门,对王子朝奔楚地
有关遗址进行全面调查,组织专家学者对相关
问题进行研究与探索。

有了初步的考古探测结果，2017 年 10
月，白振国将盗墓贼遗落在“不见冢”东南侧
20米的20块黑色炭块，交给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科技考古实验室主任金正耀教授进行科学
检测。金教授又将该炭块转呈美国Beta实验
室使用碳十四测年方法进行检测。同年11月
16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给
出了权威说明：“与该样品相关的考古遗址年
代将可能受到样品的材料来源、考古地层等因
素影响，遗址的年代范围应在战国时期，不排
除年代进一步提前的可能。”

编钟、大鼎等礼器也有行踪可觅。在冢岗庙
遗址进行初步探测之后，就有文化学者苏玉熙提
出，“王子朝奔楚”不仅携带周室典籍，还有大
鼎、编钟等礼器。而这样的推论也在群众的记
述中得到印证。白振国在走访守护冢岗庙十
四年的李广金处得知，过去冢岗庙北面，确实
发现过一个黑黝黝的、上面有成排的疙瘩、一
敲会响的“玩意儿”。也曾有4年前盗墓者从
不见冢里盗出四吨铅铜锭，并在去年的初步探
测中探出大鼎迹象等事实予以佐证。

民国教育家、藏书家张嘉谋在《北仓日录》
中记述：“王子黾（音猛）冢，在南阳鄂县西。当
云西鄂县西。见《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引《皇
览·冢墓记》。按今南阳县北五十里许石桥镇
鄂城寺，西鄂故城也。其西有冢冈。旧尝于此
地耕，得古编钟，色黝，有乳，无铭，疑即王子黾
冢也。钟藏礼部郎中李星垣家。”这些史料所
讲述的礼器的存在也为证明“冢岗庙”墓葬所
葬之人的身份尊贵提供了有效证据。

历时近一年的研究发现，一项项研究成果
在此期间陆续推出，一个个考古发现面世，白
振国《“不见冢”里“见”什么》（二、三、四）又相
继在媒体推出，一个“不见冢”，四篇文章二十
八个“自问自答”，涵盖的是王子朝携典奔楚的
前因后果，追索的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珍贵
典籍。在此之外，围绕“王子朝奔楚”还相继在
媒体刊发14篇文章，最终引起中国史学界、考
古界的重视与关注，中国先秦史学会、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文化学者、考
古专家把目光聚集到这里。

缘何苦苦追寻“不见冢”？“不见冢”里能
“见”什么？

对历史的考证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从“不见冢”的大胆推测开始，就有人始终在问
一个问题：即使“不见冢”是王子朝的墓葬，意
义何在？而这些也是“不见冢”中或许所能

“见”到的答案：
解疑周王室典籍遗落在哪里。
王子朝携国之典籍奔楚，致使周王室典籍

下落不明，典籍文献是记载历史的重要档案。
这批典籍是王权正统的象征，也是治国理政必
需的档案资料，更是国家的文化血脉。这批典
籍的下落，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带来新的
视野。

此外，还可能解决一系列由“王子朝奔楚”
引发的猜想——王子朝墓葬到底在哪里？《山
海经》由谁编纂？老子辞周地可能在南阳，周
鼎可能沉没于南阳的泗水。

●2017年5月，鸭河工区党工委书记白振国在鸭河通用

航空文化产业园项目和鸭河工区至南阳市中心城区快速通道

项目现场办公时，关注到“不见冢”等古遗迹。

●2017年 5月31日至6月24日，市文研所再次对墓葬

周边进行文物调查，发现了陪葬坑等遗迹。

●2017年 6月 1日，南阳媒体刊发署名文章《“不见冢”

里“见”什么》，大胆推测古墓与“王子朝奔楚”事件有关，引发各

界热议。至2018年 4月，学者们围绕“不见冢”，在媒体刊发

《“不见冢”里“见”什么》(一、二、三、四）系列、《王子朝奔楚探

秘》《南阳“不见冢”西侧发现大型车马坑》《“不见冢”古墓四考》

《“不见冢”为战国时期大型墓葬》《南阳“藏书家”祖根地“目录

学”之鼻祖》等18篇研究文章。

●2017 年 7 月，鸭河工区主动邀请,并与市文研所签

约，由文物部门成立文物普查工作组,对鸭河工区全域范围内

的地上地下文物资源进行全面普查和保护。

●2017年8月，“不见冢”墓葬周边文物调查显示，“冢岗

墓”周围有河南考古史上最大的车马坑。

●2017年 9月 10日，鸭河工区皇路店镇晁庄村发现晁

庄遗址群落。同年10月25日复查确认为古遗址。

●2017年 9月 20日，皇路店镇高嘴坡村发现高嘴坡群

落遗址，形成时间约为商周时期，发展延续至汉代。同年10月

26日复查确认为古遗址。

●2017年10月26日，鸭河工区楼上村发现聚落遗址，形

成时间为商周时期。同年11月24日复查确认为古遗址。

●2017年 11月 16日，碳十四监测数据显示“不见冢”盗

洞附近的金属块时间在东周时期。

●2018年4月 11日，中国先秦史学会批复同意成立“中

国先秦史学会王子朝奔楚暨南阳先秦文化研究会”。

●2018年5月 11日，“中国先秦史学会王子朝奔楚暨南

阳先秦古遗址保护研讨会”在南阳鸭河工区召开。

先秦史学家：“王子朝奔
楚”之于“夏商周断代”“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其价值不可
估量

“王子朝奔楚”事件一个绕不开又不得不大
胆推测、慎重研究的课题：“不见冢”里“见”什么

新时代，河南文化新作为：
“王子朝奔楚”事件对于南阳乃
至河南文化、经济之影响力

▶“不见冢”大事记

宋镇豪、宋蕙等为“王子朝奔楚望”揭碑 李宾 摄

中国先秦史学会专家在冢岗庙遗址进行考证研究 王居博 摄

与会专家考察“不见冢” 李宾 摄

白振国为现场学者、专家介绍相关遗址的分布情况

姬朝像 中华晁姓发祥地 “不见冢”相关遗迹分布资料图片

王子朝奔楚暨南
阳先秦古遗址保护学
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共
同见证揭碑仪式

王居博 摄

赵朔 摄 赵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