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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村：开启探索史前文化的恢宏序幕
□郭子月 侯卫东

1921年，中国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
安特生主持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揭开
了中国考古的序幕，并将该遗址出土彩陶代表的
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

最亮丽的仰韶文化符号

彩陶是仰韶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大约距今
7000年之后的两千年中，在陶器上彩绘的艺术形
式作为中原地区文化的精神载体，逐渐被海岱、江
淮、甘青等地区所接受。仰韶文化中期的“花瓣
纹”在各地区的普及，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兴
盛与认同的象征，庙底沟文化阶段形成了最初的
早期中国文化圈。彩陶艺术承载着仰韶人对族
属、信仰、自然、天文、历法等方面的认知观念，纹
饰主题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迈入文明的门槛。

彩陶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很早，在黄河流域的
老官台文化，长江流域的皂市下层文化、北阴阳
营文化、跨湖桥文化和南部沿海地区的高庙文化
等都出现了距今约 7000年左右的彩陶，而黄河
流域彩陶的数量最多、纹样最丰富、影响力最
大。彩陶是用矿物质呈色剂与一定比例的水和
黏土进行混合，用笔在已成型陶坯的光滑表面上
进行绘制，入窑烧制后在器表呈现出红、白、黑、
褐等颜色的图案，且不易脱落。中原地区彩陶技
术的起源可追溯至裴李岗文化时期，那时的人们
已经开始利用紫红色粉砂岩或赤铁矿作为陶器
表面红色陶衣的呈色剂，使烧制出的陶器呈现出
鲜艳的红色。

仰韶时代早期的半坡文化彩陶以红底黑彩为
主要搭配形式，几何形纹饰以直线及其排列组成
的团块结构数量最多；而像生性花纹如鱼纹、人面
纹和少量的鸟纹、蛙纹、鹿纹等，描绘生动简练，对
称均衡。其中最为经典的是在西安半坡、临潼姜
寨、宝鸡北首岭等遗址中所发现的人面鱼纹彩陶
盆，纹饰为一圆形人面做闭目沉思状，两侧耳部或
嘴边多有两条小鱼相连，头部有装饰，似为一种古
代仪式，整体呈现出神秘感。

仰韶时代中期的庙底沟文化主要分布于陕、
晋、豫交界地带，其强大的辐射力使周边其他考古
学文化中出现了彩陶艺术形式。庙底沟文化是彩
陶发展的鼎盛时期，彩陶纹饰在母题、图案元素和
构图方面比半坡文化更为丰富。几何形元素中点
和面的运用较多，较少用线。写实性的图案在这
一时期大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以花瓣纹、旋纹、
垂弧纹等抽象纹饰互为组合的抽象图案。色彩除
红底黑彩外还出现了白底黑彩，其二方连续式的
构图方式使图案更具装饰效果，并对郑州大河村
文化彩陶艺术风格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

仰韶时代晚期的大河村文化彩陶，在庙底沟
类型的基础上具有了自身特色，图案母题显示出当时人们已获得农
业、天文等科学技术知识，逐渐从神秘的信仰走向用科技来促进社会
发展的道路。这一阶段的彩陶以白底居多，红底次之，彩绘图案多为
黑、红和棕、红两种色彩搭配，单彩的较少。图案元素中以线条组合
的图案比重更大，纹饰的构图采用上下多行排列的方式。图案母题
以大河村遗址三至四期遗存中出土的太阳纹、日冕纹、月亮纹、星座
纹等天文图像，以及以禾苗纹为主的植物图案为代表，标志着天文学
的兴起和农业的兴盛。

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

仰韶时代彩陶图案使用动物与人物纹样最多的阶段是在半坡文
化时期，纹饰的发展规律是由动物的具象图案向抽象图形发展，其中
以鱼纹的变体最为典型，古人惯常运用单个事物的简洁图形表达含
义，整体表现为几何形的图案，本质却是具象事物形态的抽象化处
理，尤以动物为多。庙底沟文化阶段少有写实的鸟纹和蛙纹，大量见
到的是由多种几何图形组成的花卉图案。花瓣纹由鱼纹简化而来，
其组合形式多是对花朵的再现。学界对于庙底沟文化的成就一直有
着高度评价，严文明先生认为：“庙底沟类型时期的仰韶文化发展到
了高峰时期，文化的分布面积扩大，各地区之间的融合显著增强，整
个文化的共同与一体性更为突出。”王仁湘先生认为庙底沟期彩陶的
传播是“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韩建业先生将庙底沟时代的出现作
为“早期中国文化圈”形成的标志。庙底沟文化时期，广大的中原地
区已迈入了文明的大门，彩陶纹样的形式逐渐抽象化、符号化，绘制
细腻流畅，有很强的装饰感。中原东部地区的彩陶对人物和动物形
态的运用在各时期均不多，至大河村类型阶段已十分稀少，天文与抽
象图形占有一定比重，这一阶段人们的思想已逐渐从“人与自然”的
关系转移到“人与天”的关系。

以太阳、月亮和星辰为主体的天文图案是大河村类型彩陶图案
的代表。有学者对绘有太阳纹的陶片进行复原，整件陶钵的腹部应
画有一周十二个太阳，而这一现象出现在两件不同的器物上，反映出
当时社会已形成了历法观念，十二个太阳是一年有十二个月份的体
现。太阳成为彩陶花纹描绘的对象，也说明在农业相对发达的阶段，
人们对日照的作用有了重要认识。大河村遗址二期出土两件绘有完
整月亮纹的陶钵，两个月牙相对，中间有一圆点纹，这一纹饰组合在
钵的肩部和上腹部，一周绘有三组，这可能是新月和残月的写照。此
外还出土一件绘有星座的陶片，可以看出，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
期，人们就已经开始了对天体的运动进行观测。星座图及星象观念
在荥阳青台遗址得到了验证。

荥阳青台遗址中发现了用九个陶罐排列组成的“北斗九星”，是
在北斗七星的两侧，即右上与左下各放置一个陶罐而形成的。星象
的出现反映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人们已经掌握了星体运行的规律，
而农业的发展依赖于天文学的相关知识，这需要人们在生产劳作期
间长期地观察天象与气候的关系，进而指导农业的发展。仰韶文化
中晚期，农业经济已十分繁荣，私有制已经产生，天文学在此时崭露
头角也并不偶然，它的出现是人们在生产与作息间不断地积累经验
的成果。在植物图案中，大河村遗址第四期的禾苗纹与第三期F2的
土台上所出土的一罐碳化的高粱粮食相互照应。

彩陶作为仰韶文化艺术的代表，承载更多的是其蕴含的文化与
精神价值。彩陶的装饰艺术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在审美的
意义之外的，悦目的形式是依附于实际且重要状态之上的。仰韶人
擅长创造美的事物，这种用美的形式激起观者的共鸣从而达到思想
认同感，是那个时代“艺术”产出的最大价值。⑩4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魏兴涛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
掘命名了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
仰韶文化，从此揭开了考古学探索我国
史前文化的恢宏序幕。经过一百年来
数代考古工作者的辛勤探索，仰韶文化
的发掘与研究得到了极大发展，使我们
对仰韶文化的重要地位有了更深的认
识。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1921年 10月 27日至 12月 1日，对
仰韶村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主持者
是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前，安特生等
曾对仰韶村遗址进行调查，但因难以对
遗址进行深入认识，遂决定开展一次科
学发掘。发掘的动因是为了搞清楚这
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内涵和文化特征，
是中国第一次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正
式考古发掘。

仰韶村遗址采用开探沟的方法发
掘，这至今仍是考古发掘的主要方法。
袁复礼测绘了详细的仰韶村地形及遗
址范围图、局部地貌平剖面图等，其精
准程度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发掘所
用手铲、毛刷、皮尺、卷尺等至今依然是
发掘中的必用工具。

仰韶村遗址发掘出土了大批陶
器、石器等文物，首次从发掘品证实中
国历史上曾经存在非常发达的新石器
文化。通过对仰韶村及相关遗址考古
调查发掘材料的整理研究，安特生指
出仰韶文化人种当为现代汉族的远祖
或与汉族极近之一民族，明确仰韶文
化为“中华远古之文化”，从根本上否
定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确立了
中国石器时代，这对中国历史学、人类
学、民族学和文化史具有无比重要的
意义。

中国考古界早期重要代表人物李
济，在其一生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中华

现代学术名著”——《安阳》一书中称仰
韶村遗址的发掘为“一划时代的科学成
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
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开始”。

由此，中国考古学界主流意见认为，
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田野考古
学、史前考古学、科学考古学、现代考古
学或者径直称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揭示悠久中华文明

经过百年来的不断探索，仰韶文化
的重要地位已经初步揭示，主要表现在
以下方面：

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2011年教育部将
考古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仰
韶村遂成为历史学门类中一级学科考
古学的起步之地，仰韶文化开启了主要
由考古学担负延伸历史轴线、探索灿烂
中国古代文化、揭示悠久中华文明艰巨
任务的光辉历程。

仰韶文化是我国分布地域最大的
史前文化，共涉及河南、陕西、山西、河
北、甘肃、青海、湖北、宁夏、内蒙古、四
川等10个省区。而且遗址数量众多，仅
河南就多达约 3000 处，豫西三门峡地
区特别是灵宝市仰韶文化遗址分布更
加密集，全国罕见。

仰韶文化是我国延续时间最长的
考古学文化，年代跨度约距今 7000 至
4700年，长达 2000多年。代表了中国
新石器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
被称为“仰韶时代”。长期以来，该文化
成为认识、定位周边其他史前文化年代
的比照标尺。

仰韶文化是我国史前影响最深远的
主干性文化。严文明先生通过对中国史
前文化的全面系统分析，提出多元一体

“重瓣花朵”理论，指出以汉族为主体多
民族现代中国的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
时期，是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中国史前
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在史前文化格局

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在大中原
地区周围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
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更

外层还有福建、台湾、广东、云南、西藏、
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文化区，“整个中
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
朵”，中原位居花心位置，而中原文化区
的主体就是仰韶文化。

豫晋陕交界地区仰韶中期庙底沟
期在整个仰韶文化中最为鼎盛，是在当
地仰韶初期、早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
来，年代最早距今约 5800年，社会复杂
化现象显现，是我国最早文明化的史前
文化。仰韶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及夏
商周文化地域相同、自然条件一致、文
化传统一脉相承，是奠定中华文明优秀
基因的重要文化。

仰韶文化彩陶发达，尤以庙底沟期
彩陶为其典型代表，富有特色、线条柔
美流畅的彩陶图案在周边诸多文化内
大范围传播，达到史前艺术巅峰。

仰韶文化是学术研究史最长的中
国新石器文化，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步
大都与仰韶文化发掘研究息息相关。

仰韶文化研究成果极其丰富。严
文明先生曾经指出，作为新石器时代的
主体文化，仰韶文化调查发掘工作最
多，“往往能对其余新石器文化的研究
有所启示或推动”，并且长久以来都是
科技考古的实验田、主舞台和研究成果
富集区。

仰韶文化分布区中心的晋陕豫交
界地区及渭河流域恰处秦岭山脉北麓，
秦岭东段小秦岭又称华山山脉，当地有
丰富的关于黄帝和炎帝的地名和古史
传说。仰韶文化尤其是中期与中华人
文始祖——黄帝以及华夏民族之“华”
族的形成关系密切。

百年来仰韶文化研究业已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走过了一条崎岖
不易的探索路程，同时，还应清醒意识
到，由于仰韶文化时间长、分布广、内涵
丰富，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体系，仰韶文
化研究仍有许多方面有待深化。⑩4

（作者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
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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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温泉

庙底沟遗址位于三门峡市湖滨区
韩庄村，处于黄河支流青龙涧河下游左
岸二级阶地的前缘地带，西北距黄河仅
1公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考
古调查队在 1953年秋季首先发现该遗
址，2001年 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黄河水库考古队就在此进行
过较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 4480 平
方米，发现了著名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
型及庙底沟二期文化，并出版了《庙底
沟与三里桥》一书。庙底沟二期文化的
发现，填补了仰韶文化向河南龙山文化
发展的空白，在材料上提供了中原腹地
古代文明延绵不断的考古学证据，在中
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02
年，配合国道 310 线城区段拓宽工程，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庙底
沟遗址进行了又一次大规模的抢救性
发掘，揭露面积 18000 平方米，发现了
庙底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大量精
美的彩陶和丰富的遗迹遗物。

庙底沟遗址呈现聚落结
构雏形

庙底沟先民当时的生活环境是一
块三面环溪沟、一面临高崖的地方。这
里虽然地处深谷之中，却水网发达，土
地肥沃，可谓是既受水之利、又无水之
害。庙底沟的先民们长期安定地生活
在陕、豫间的黄河峡谷地带，创造出了
辉煌的庙底沟文化，并借助沟通东西的
黄河谷地，将这种先进的文化传播出
去，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统一国家

的形成做出了伟大贡献。
早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庙底沟遗

址就已经初步形成了聚落结构的雏
形。在它的东西两面都有壕沟相环，
这些壕沟不仅具有防御性质，还具有
防洪排水的功能。居住区主要分布在
遗址的中部和西部，在圆形的半地穴
式和方形的浅地穴式房址之间，大量
散布着窖穴和灰坑。陶窑也集中分布
在遗址的西部，说明当时已有了专门
的制陶作业区。植物考古的证据表
明，这个时期粟和黍都是庙底沟遗址
最主要的农作物，水稻和大豆所占比
重有限，所以认为其农业结构是以旱
作农业为主，稻作为辅。此外还有一
些野生植物，诸如野大豆、紫苏、胡枝
子、藜等作为时令蔬菜、家畜饲料或是
油料来源。据动物考古的数据分析，
这一时期先民的肉食资源获取方式，
以饲养家猪为主，偶尔也狩猎野猪、鹿
科动物、鸟类，捕捞软体动物。值得注
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个别灰坑中，出
现了随意弃置尸体的现象，而且有的
尸体明显呈挣扎状，说明暴力和冲突
已经存在，由此也可以反映出社会性
质的某些微妙变化。

庙底沟出土的彩陶数量众多、绚丽
多姿、图案繁琐、变化明快，可以看出当
时人们具有高超的手工技术和丰富的
想象力。尤其是彩陶图案中特有的花
瓣纹，更是给后人留下无尽的遐想。著
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这些花卉
纹是以菊科和蔷薇科两种花卉的花瓣
为母体，并称之为“华山玫瑰”。在古代

“花”和“华”同音，所以以华山为中心的

庙底沟遗址周边的“花”人群体，就是最
早华人的由来。

庙底沟文化命名由来及
传播

关于庙底沟遗址的年代，中科院考
古所张雪莲女士对遗址 2002年发掘的
编号为 H9灰坑内出土的动物骨骼，做
了碳十四年代测定，测试结果是平均碳
十四年代为距今4556±26年。

庙底沟遗址发掘后，考古界对该遗
址和与其面貌内涵相近的遗址以及对
这类遗址文化的命名和研究就一直没
有停止过。最早被学者称其为仰韶文
化的“庙底沟类型”，在此之前发掘的
西安半坡遗址则被称之为仰韶文化的

“半坡类型”，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学界
普遍接受为仰韶文化发展过程中早晚
两个时期的代表。而在半坡遗址发现
的“半坡晚期类型”，因后来在山西芮
城县的西王村遗址中，发现了直接叠压
在“庙底沟类型”之上的地层证据，所
以被改称为“西王村类型”。由此，仰
韶文化被解读为“半坡类型”、“庙底沟
类型”和“西王村类型”，分别代表了早
中晚三个时期。再后来随着研究的深
入，由于“庙底沟类型”的内涵和外延不
断扩大、学术意义渐趋提高，有学者就
建议改成其为“庙底沟文化”。目前，庙
底沟文化已经被更多学者使用。

庙底沟文化分布的区域主要在豫
西、晋南和关中东部地区，这一带是其
核心地区，代表性的遗址有河南三门
峡庙底沟、南交口、灵宝的西坡、北阳
平、渑池的仰韶村、陕西华县的泉护
村、西安的杨官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
等遗址。

上述核心地带的重要遗址，组成了
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群，以它们为代

表的庙底沟文化形成了中国史前考古
学文化中，分布范围最广、文化相似度
最高、对后来文化影响最深的一支考古
学文化。

庙底沟文化中特有的文化因素
——彩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极大辐射，
东到海滨、西达甘青、南抵江汉、北越河
套的广大地区，都发现了受其影响的彩
陶，从而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彩陶时
代。这种影响是庙底沟文化扩散与传
播的表现，所以说，庙底沟文化彩陶奠
定了中国史前艺术发展的基础，也是史
前艺术发展的一个顶峰。

这种传播，实则是对一种文化的认
可。在这种前提下，逐渐以核心区辐射
周边区，再从周边区扩散到边缘区等更
大地区，从而形成一种文化面貌极为相
似的局面，并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
进一步成为稳定的同盟体。

当然这种文化的认可也是相辅相
成的，是互相影响的。正如庙底沟遗址
出土的彩陶盆，图案为五瓣花相连，形
象生动地表述了这种互动。图案中相
邻的五瓣花共用了一朵花瓣，明示了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表象，暗示着这种
影响是互相的，说明了文化是互鉴的，
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庙底沟文化核心区所在的区域以
后逐渐成为中国历史演进的最中心地
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庙底沟文化
在早期中国文化圈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庙底沟文化正如自己所选定的文
化符号一样，以陕晋豫交汇地带为花
心，逐渐绽放在华夏大地，并推动了其
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互惠交融。在此
基础上，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国相
互作用圈”逐步崛起为光彩夺目的文明
中心，成为中国之前的“中国”，这也正
是庙底沟文化在早期中国文明行程中
的作用。⑩4

（作者系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庙底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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