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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琮·铜凿·陶器

◎城主是谁？

◎老村落来了发掘队

◎“这是夯土，
这就是城墙”

大师姑夏代城址西距偃师二里头夏都
遗址七十余公里，远隔崇山峻岭，按照古代

“百里为侯”的观点，它是相对独立的地理
单元，可以成就一方诸侯。它的面积达 51
万平方米，处在索河和须河夹角台地西部，
有浓厚的军事性质。

“从发掘情况看，我们推测大师姑夏代
城址性质，有以下两种可能性。一是夏王
朝设置在东境的军事重镇。二是夏代某一
方国都城。”王文华说。

据《史记》记载，夏王朝东境应在河济
之间，河济相交处应在今温县、武陟和黄河
南岸荥阳一带。大师姑遗址正位于古文献
记载中的河济相交处，也地处夏商文化分
界线附近。

大师姑东距古代大湖荥泽7公里，它可
以据黄河、邙山、荥泽三位一体的天险，防守
从东北方向来的商人。从这个角度看，它很
可能是夏王朝设于东境的军事重镇。

在夏朝东境，还存在多个方国。除商
外，与大师姑夏代城址地望接近的有葛、
韦、顾、昆吾、戈等方国。据专家推测，韦、
顾两者离大师姑最近，它有可能是韦或
顾。更有专家猜测，大师姑的姑，是“顾”之
谐音。那么，它是古代方国“顾”吗？

古代城址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中心，集中承载着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具
有珍贵科学价值。大师姑遗址是我国发现
的第一座年代和文化性质很明确的夏代城
址，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夏代城址考古的
空白，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夏代城市发展、社
会结构乃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生和发展
过程，提供了珍贵资料，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发掘队员发现，在大师姑夏代城址外
侧，还发现有早商时期大型环壕，且城址内
部早商文化遗存丰富，说明此地早商时仍
是一处重要聚落。

大师姑东北侧的岔河村、东南侧的牛
寨村、西北侧的南城村都有丰富早商遗存，
大师姑地区可能较早就处于民族融合地
区，只不过前后换了主人而已。

专家认为，研究这一地区夏商遗址的
时空转换，关系到夏商政权的更迭，大师姑
夏代城址是这一研究的重要内容与界标。
对探讨夏代晚期夏商文化关系、夏商交替
年代等夏商考古研究中的学术问题，具有
重要学术价值。2

□本报记者 张冬云

2021年 2月 25日，2020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河南淮

阳时庄遗址入围终评。3月 29日，它又

入选2020年度河南五大考古新发现。

淮阳时庄遗址作为夏代早期粮仓遗

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

仓城遗址。它作为河南夏代考古的新发

现，延续了近年来河南夏代考古的辉煌

成绩。河南不断涌现的夏代考古新发

现，令中国史书中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

的面貌日渐清晰。

时光倒流到十九年前，2002 年，龙

山文化以前的早期城址，全国已发现 50

余座，早商城址也已发现多座，但夹在两

者之间、号称“三代考古”之首的夏代，却

一直未发现城址，失望之余，有考古工作

者说出“夏代无城”的气话。

2002年到 2003年，郑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在荥阳大师姑村一带，发掘出一

座古城，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夏代古城，

引发学术界震动，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

席科学家李伯谦撰文称：“我当时真是激

动极了。”这一发现，入选2003年度全国

考古十大新发现。

2002年，是中国夏文化研究的幸运

年。除了大师姑的惊世发现，二里头发

现了遗址范围达十万平方米的宫城。新

密新砦发现一处夏代前期有百万平方

米、三重环壕的中心性遗址。针对中原

地区这三大重要发现，李伯谦称：“这是

夏文化研究的一个高潮。”

原郑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大

师姑发掘队领队王文华回忆起十九年前

的难忘岁月，他很肯定地说：“发现第一

座夏城，不仅是幸运使然。当时我是主

动地往那一带去找，带着明确课题意识

去做调查，最终才有这个发现。”

大师姑是荥阳广武镇东南一个行政村，由大师
姑、杨拐、小湾三个自然村构成，人口过万。它横跨
索河两岸，东侧、南侧与郑州高新区榆林、岗崔接
壤。这一带地处邙山山前丘陵地带，地势相对高亢。

2021年 3月初，我来到大师姑村，它样貌平凡、
全无特点，遗址区地标索河内有流水潺潺，丛生大
片芦苇，尚未返青仍枯黄一片。河边土崖爬满老藤
枯草，田野乔木也是绿意未萌。

因为规模巨大的土遗址发掘后会回填，现在的
大师姑村地面基本无遗存，能标识遗址的只有两块

“国保”石碑，一块立于城址西城墙偏南位置。一块
立于城址东南角位置，两块石碑直线距离900米。

城址东南角，有块空地上种了片小树林，“这块
地共20多亩，长120米宽 140米。这是当年考古发
掘核心区域，为保护地下遗址，地面种了树。”大师
姑村干部张鑫杰说。

当年的大师姑发掘队队长丁兰坡坦言：“十九
年前发掘时没有 GPS，全靠人工测量，地面标识并
不精确。十九年后，地面形态变化极大，再去现场
有些地方我都难找到。”

大师姑村村民对发掘队员还有印象，一位八十余
岁老人回忆：“他们住村小学里，住了总有一两年吧。
冬天在索河边上发掘，寒风呼呼的，比俺们还能吃苦。”

回郑州拜访王文华，他指着办公室挂着的大幅
郑州地图，说：“大师姑遗址所在的郑州西北郊，包
括今荥阳大部和郑州郊区一部分，这片区域内，新
石器时代遗址已发现 40 余处，夏商遗址有近 30
处。1984年，郑州市开展文物普查时，在大师姑村
一带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遗址，命名为杨拐遗址，
面积约一万平方米。2002年春，我们在这一遗址区

再度考古调查时，才发现了夏代城址。”
为啥有“再度”之举？因为王文华对郑州西北郊

“很感冒”，他常盯着地图出神，猜想这么密集的遗址
区，其中有无大的中心聚落甚至城址呢？

2002年，郑州大学开建新校区，校址坐落在西周
早期祥营遗址上。新郑大旁边的郑州锅炉厂扩建新
厂区时，发现了 800多座战国墓。新郑大北侧修科
学大道时，推土机还挖出了西周墓。这几个地方的
前期文物调查，都是王文华带队完成的。一系列考
古发现，令王文华对西北郊这块宝地更有兴趣了。

“2002年 10月，我们来到杨拐遗址，为配合大
师姑村民建蔬菜大棚，更为搞清楚这一遗址真实面
目，解开我心中多年的猜想，我们对该遗址进行了
试掘。”王文华说。

这支发掘队共 8 人，平均年龄 38 岁，朝气蓬
勃。他们住在大师姑村小学二楼教室内，条件简
陋，四处漏风。发掘队员清扫垃圾、安放行李，很
快，冷清的大教室变得干净整洁。

丁兰坡回忆：“王所长做了工作部署，明确试掘
目的是确定这处遗址是否存在城墙。”

发掘队员根据前期钻探成果，在遗址南部发现
壕沟处布了两条探沟，目的是确定城墙是否存在。
在遗址东部布一条探沟，目的是确定壕沟是否存
在。在遗址东北部，前期钻探时发现人骨和朱砂
（古代高等级墓葬中所用消毒防腐剂）的地方，布了
一个探方，目的是了解遗址文化内涵。

秋季天气凉爽，适宜考古发掘。发掘队员 8点
准时上工地，12点回驻地。下午 2点至 6点再回到
工地工作。“大家在工地各负其责，细分土质土色，
划分地层、刮面，划分遗迹现象，绘制分层平面图和
单元遗迹平剖面图，收集出土文物，做文字记录、摄
影、录像等，工作紧张有序。大家持手铲，蹲地上一
遍遍刮剖面，脚蹲麻了换个姿势。一天下来，累得
腰都直不起来。”丁兰坡回忆。

深秋后，风越刮越大，探方面太干，不利于刮面
分析遗迹现象。大家在工地探方边修整出大方坑，
坑底部和四壁铺上塑料布，放满一坑水，不时对探
方面洒水。

发掘队在遗址南部发现壕沟处，布了两
条探沟，期待着发现城墙和环壕。时间一天
天过去了，只确认了二里头时期壕沟的存
在。探沟即将发掘完毕，王文华不死心，他跳
下探沟在南端斜坡断面上，用手铲不断地刮，
突然他的手停了下来，沟壁上隐约出现了层
次，每层厚薄均匀，厚度在 10~12厘米左右，
层与层之间夹着一道道断断续续的黑线。王
文华激动地说：“这是夯土！这就是城墙！”

太兴奋了，大家挤过来你刮刮我刮刮，一
致认定这就是朝思暮想的城墙！

大型遗迹现象的连接确认有个快捷方
法，是对遗址周边断崖的断面做铲切验证。
王文华说：“这种断面，是大自然提供的天然
大剖面。”沿着城墙走势方向，大家来到西端
索河岸边一处断崖，它高 3~4 米，表土极干
硬，被野枣树枝叶覆盖，大家先铲除野树，用
农药喷雾器喷水打湿断面后，再进行表面铲
刮。断崖较高，发掘队员向农家借了小木梯，

“我们脚蹬小木梯，身背喷雾器，手握发掘铲，
过程有点小惊险。”丁兰坡笑言。

这段南城墙和环壕的确认，给发掘队员
增添了信心和动力。王文华说：“坚定‘城’的
概念后，地下好多小冲沟和小断崖这些干扰
因素，都影响不到我了。带着‘城’的眼光看，
东城墙北城墙（部分地段）都顺利找到了，遗
址西侧是索河，是当年城址的天然屏障。我
们又往河西找，又发现延伸过来的城墙。”

最终，发掘队员弄清了城墙四至，发现古
城址由城垣和城壕两部分组成，城垣距地表
深度一般为一米左右。发掘队员还发现，夯
土城垣的结构较复杂，经多次续建和修补，修
筑方法为平地起建，倾斜堆筑，水平夯打。城
壕位于夯土城垣外侧，距夯土城垣 6米左右。
城址内部二里头文化遗存丰富，文化厚层一
般在2米至2.5米左右，发掘出土有夯土房址、
灰坑、窖穴、灰沟等多处遗迹，出土众多器物。

在遗址东北部探方里，发掘队员清理出
四座墓葬，还清理出一座二里头文化时期100
平方米“豪宅”，它的残存部分呈长方形，发掘
队员清理后，分析其建筑程序是这样的，“首
先清理场地，在拟建房范围内下挖基坑，基坑
形状为四周高、中间低的船形。然后在基坑
内铺设垫土层。房子北部还有5个夯土柱坑，
是当年建房立柱之处。”王文华解释。

秋光易逝，转眼间冬天到了，这是田野考
古最难熬的季节。队员在探方里哆嗦着画图
做记录，时不时拿起铁锨干会体力活御寒。
经过一个低温寒夜，地面就会上 20厘米厚的
冻。为保护发掘面，发掘队员买来草苫，傍晚
收工时盖上发掘面。

数月奋战，发掘队员对大师姑遗址面貌
有了初步认识，其文化内涵逐渐清晰，这是一
处以二里头文化为主的城址。它北依邙山，
其东西长 900多米，南北宽 600多米，城址总
面积达 51万平方米，城址建有宽大城垣和城
壕，是夏代一处具有重要政治和军事意义的
古城。

对这个结论，王文华起初并无十足把握：
“上天会这样眷顾我们这个年轻团队，让我们
揭露第一座中国夏代城址？”

2002年 12月，李伯谦一行应邀来工地考
察，李伯谦观察了新发现的城墙夯土结构及
地层关系后，肯定地说：“没有问题，此处的确
是一处二里头文化城址！”

李伯谦事后撰文称：“我当时真是激动极
了，因为这座夏代古城离我的老家沟赵乡东
赵村只有十五六华里，在我的老家居然有一
座三千六七百年前的夏代古城……它的发
现，为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
究’课题，提供了崭新资料。”

大师姑夏代城址，出土了青铜工具、玉
钺、玉杯、大量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
具等器物。

发掘队员发现了玉琮，这是贵族所用
器物，据此可推断出此地曾居住过贵族，贵
族所居之地，往往是卫城或都城。

王文华筛选器物时，发现有枚“陶片”
分量格外重，剥开泥土后才发现是枚铜凿。

发掘城址中部时，曾发现成片倒塌的
夯土墙体，还有大量陶制排水管道，其中L
形中空陶水管道，外直径约20厘米，内直径
约 18厘米，功能相当于现在的“三通”。“倒
塌的夯土墙体上有密集夯窝，墙体位置从未
变动过。加上陶水管道的发现，我们推测，
当年这儿有夯土墙围绕的高等级大型建筑，
但因地表破坏严重，我们找了一两年，也未
能发现大型建筑遗迹。”王文华说。

发掘队员从 500多包数以万计碎陶片
中，像拼图游戏一样粘对复原了多件日用
陶器。这些器物，帮我们还原了先民生活。

先民们已制造出甑、鬲、鼎、深腹罐、圆
腹罐等炊具。他们制造的盆、豆等器具，令
我们想象着先民们用盆喝汤、从豆中取菜
的场景。各式储存器如大口瓮、小口瓮、高
领罐、敛口罐、缸等，见证了先民储存粮食
与食物时的珍惜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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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出土青铜器（商早期）
图② 出土玉器
图③ 大师姑遗址航拍图
图④ 发掘现场
图⑤ 出土陶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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