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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村文化：中华文明之光
□袁广阔

20世纪70年代，大河村遗址长方形连间房基的发现以及大量精美彩陶的出土为世人瞩目。因此，有学者建议将中原地区的仰韶晚

期文化，命名为“大河村文化”。21世纪以来，郑州地区接连发现多处大河村文化聚落，如双槐树、青台、汪沟、尚岗杨等。这些聚落遗址

文化内涵丰富，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了关键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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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槐树、大河村、西山、汪沟、青台等为代表的大河
村文化，呈现出四方通衢、文化汇聚的特征；这种文化多
样性不仅限于同期不同文化类型的汇聚与交互，也表现
在不同时期多元文化的沉淀与融合。

器物特征上，大河村文化形成之际就伴随有一定
的外来文化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因素呈现逐步
增加的趋势，尤其是东部大汶口文化关系与其最为密
切。大河村文化出土的陶器中，盆形鼎、折腹鼎、折腹
豆、长颈壶等吸取了大汶口文化的优秀元素；圈足杯、双
腹豆、喇叭形杯吸收了屈家岭文化的因素；折肩折腹壶、
玉璜等可在崧泽文化中找到原型；另外，我们在大河村、
双槐树等遗址还可看到双墩文化靴形器、薛家岗文化折
腹杯、大溪文化杯等文化元素。这些器物充分证明，河
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连通四方的交通孔道。

人口增长上，外来人口汇聚，一定程度上引动着大
河村文化人口的增长。大河村遗址中有房子内出土成
组的大汶口文化器物，还有遗址发现典型的屈家岭文化
窖穴和墓葬，侧面说明大河村文化聚落扩大，外来人口

迁移此地是一个原因。杜金鹏将分布于淮河支流的遗
址命名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认为大汶口文化进入
颍、汝河流域后，与当地土著文化进行了长期的接触与
交流，逐渐与土著文化融为一体。张忠培则认为大河村
文化利用地理优势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先进因素，从而
加速了自身的历史进程。

关于黄帝在中原活动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载
“黄帝居轩辕之丘”。《集解》引晋人皇甫谧说：“受国于有
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曰：“有熊，
今河南新郑是也。”这些文献认为黄帝是有熊国君，有熊
国在新郑，而黄帝的住处则是新郑境内的轩辕丘。近年
来郑州地区大河村文化中丝织品的发现，印证了黄帝之
妻嫘祖养蚕缫丝的记载，为探寻黄帝轩辕氏在中原的活
动提供了线索。《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
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作为黄帝妻子，嫘祖被尊
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养蚕缫丝者，更有“先蚕”圣母之
誉。《路史·后纪五》言：“（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
以丝绸遗存为线索，我们或可勾勒出轩辕氏在中原地区

的文明发展轨迹。距今5500—5000年间，黄帝部落定
都于新郑一带，以中原为腹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经济
发展水平领先于周边其他部落。作为部落首领，黄帝文
韬武略，其妻嫘祖聪颖贤惠。他们带领华夏民族不断前
进，推动了早期文明的快速发展。

仰韶晚期，中原腹地大河村、大汶口、屈家岭等文化
遗存的发现表明，在五帝时期中原地区的族邦联盟成员
的族属是复杂的。这些四方之民来到中原时，曾发生过
不少战争，如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联合炎帝与
蚩尤的涿鹿之战等，但最终还是走向了民族融合，促进
了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要之，无论是文化特征还是族属融合，大河村文化
体现出的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展示出河洛地区在中华
文明从起源阶段就具备开放包容的特性。正如王巍所
言，中原地区具有居中的地理优势，有利于文化汇聚和
辐射，当时的中原先民对外来文化采取主动吸收而非排
斥的态度，这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也是文明得以延续的
重要因素。

大河村文化以嵩山为中心，广布于河南省中部。
文化面貌总体一致，遗址数量众多，大多遗址地处豫西
丘陵和黄淮平原交界地带，坐落在黄河及其支流的二
级阶上。

大河村遗址 遗址位于郑州柳林镇东北大河村西南
的慢坡岗地上。自 1972年首次发掘以来，迄今已发掘
近 30次。遗址平面呈椭圆形，面积 40余万平方米，文
化层厚 7—12.5 米。重要发现有环壕聚落、城址、长方
形房屋、祭祀遗迹、墓葬等。

大河村环壕聚落平面呈抹角方形，壕内面积 36万
平方米，遗址核心区内有一平面呈长方形的城址，面积
约3万平方米。

聚落内发现规划有序的长方形房子。F15平面呈
长方形，长13米、宽9.4米，面积122.2平方米，是大河村
聚落中面积最大的房屋。该房基面积甚大且无隔间，可
能为氏族举行某种大型集会活动的公共场所。

墓葬分土坑墓和瓮棺葬两种，葬具有鼎、罐、盆、缸、
钵、尖底瓶等。

西山遗址 遗址位于郑州北郊古荥镇孙庄村西。
1992—1996年发掘，发现一座仰韶晚期城址及大量房
屋、墓葬、窖穴等遗迹。聚落由城址和内、外双重环壕组
成，总面积约31万平方米。城址位于遗址中心，平面呈
不规则圆形，现存面积约 2.5万平方米。城墙采用方块
版筑法建造。现存北墙和部分东、西墙。城内遗迹十分
丰富，有房屋、窖穴、墓葬等。

汪沟遗址 遗址位于荥阳城关镇东北汪沟村南的岗
地上。遗址平面近圆形，总面积74万平方米，是一处经
过周密布局的大型环壕聚落。考古发掘出三条环壕和

大量的房屋、灰坑、陶窑、道路、墓葬等遗迹，出土遗物丰
富。居址内发现有房屋、灰坑等遗迹。其中房屋多平地
起建，平面形状为长方形或正方形，面积一般较大。墓
地内的墓葬排列有序，除极少墓内随葬陶纺轮、陶杯、陶
罐、陶碗、骨锥、骨针等生产、生活器具外，绝大多数墓内
不见随葬品。

青台遗址 遗址位于荥阳广武镇青台村东的慢坡土
岗上，1922 年发现。遗址平面呈不规则形，总面积约
100万平方米。发现三重环壕，中、外环壕平面呈不规
则椭圆形，两端皆伸入枯河，中环壕西北、外环壕西北和
南部各有一处缺口，应是聚落出入口。居住区位于内环
壕和中环壕内北部，发现较密集的房屋。墓地位于内环
壕外的南部，发现较多使用葬具的墓葬。祭祀区位于内
环壕外侧，发现圆形祭土台、瓮棺葬、祭祀坑等遗迹。

遗址发现的一些儿童瓮棺内出土有炭化纺织物，经
鉴定可能为麻布、麻绳、丝帛和绸罗等，表明当时的人们
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纺织技术。

伊阙城遗址 遗址位于伊川县东南部的伊河二级
台地上。发现一批墓葬，墓内设有二层台，有棺有椁，墓
主骨架保存基本完好，随葬品有玉饰、玉佩饰、石钺、石
斧等。该墓地明确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分化现象。

双槐树遗址 遗址位于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村南
的 高 台 地 上 ，北 依 黄 河 ，西 濒 伊 洛 河 ，南 邻 嵩 山 。
2013—2020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开展了
连续考古发掘，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遗址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有内、中、外三重环壕，
将遗址分为三部分。三壕南半部大致平行，外壕北半部
依地势而开挖。环壕分别通过吊桥和实土门道与外界

相连。内壕内是聚落核心区域，北端有围墙与内壕形成
闭合结构，内有大型中心居址。围墙以南有大型夯土院
落式基址、贵族墓地、夯土祭坛等。中壕与外壕之间有
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和夯土祭坛。

遗址勘探发现 1700余座仰韶文化中晚期墓葬，分
为四个区域。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一区墓葬部分
经过发掘，其布局规整，基本不见随葬品。高等级贵族
墓葬分布于内壕内，其中一座较大型墓葬发现象牙随
葬品。

遗址中心居址区大型房址 F12前发现 9个陶罐摆
放的疑似“北斗九星”的遗迹。房址中心发现一具首向
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位置在“北斗九星”上
端。这种星象遗迹可与大河村彩陶图案中的太阳纹、月
亮纹、星座纹、彗星纹相互呼应，是郑州地区大河村文化
先民观察和利用天文知识的体现，图案的具体形制可能
代表日、月、年等时间概念，充分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注
意到天文现象的变化与农业生产活动的关系。

综上所述，大河村文化的聚落都经过精心规划，布
局清晰，主次分明，反映出强烈的组织协调性。特别是
双槐树大型聚落中心内发现的大型夯土院落式基址、夯
土祭坛和墓地大致分布于同一直线，反映出双槐树聚落
已经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双槐树、伊阙城发
现的大、中型墓葬和祭祀遗存表明当时社会已经高度复
杂化。

除此之外，大河村文化聚落内都发现大量彩陶、石
器、骨器以及碳化的农作物种子等，特别是青台、汪沟等
聚落发现的丝绸实物，充分证明了5300多年前的河洛一
带的大河村文化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公元前3500年前后，空前强大的庙底沟文化骤然瓦解，中原地区除晋西南、豫
西地区以外的其他区域相继诞生了新的文化势力或被外来文化占据，大河村文化
就是在此契机之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须指出的是，大河村文化虽是在庙底沟
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大河村文化在聚落布局、思想观念等方面也进行一系列了革
新，创造了长方形多间房子和太阳纹、日晕纹、禾苗纹等彩陶图案。同时也大胆吸
纳融合大量东方和南方文化因素，器物组合及特征已与典型仰韶文化判然有
别，自身文化特征才得以凸显。大河村文化以嵩山为中心，分布广泛，辐射深
远，向西伸入洛阳盆地的洛阳市区以西，向北到达太行山南麓的焦作、新乡附
近，向东影响到商丘、菏泽一线，向南挺进南阳—襄阳一线。正如张海所言：

“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逐步进入晚期发展阶段。中原
核心区的社会发展重心从三门峡—灵宝一带转移到嵩山北麓地区。”

古国初见：
中原模式王权为重

近年来，由于公元前 3500年前后凌家滩文化和红山
文化随葬玉器的大型墓葬、长江下游良渚大型城址的发
现，有人称此时中原是文化社会发展上的“洼地”。但大
河村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这一
时期中原地区大型聚落和城址的出现是该地区政治、经
济不断发展的结果。双槐树聚落的居民利用壕沟内大量
的土方，建起了威严的夯土台基。西山居民利用壕沟的
土方筑起高耸的城墙。我们从双槐树大型环壕聚落和
西山城址平面形状为圆角方形的设计，可以观察到龙山
以后方形城址是在仰韶文化圆形环壕聚落基础上一步一
步发展而来。聚落形态和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骨考
古、技术工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大河村文化的农
业经济和建筑、纺织、制石、制陶等技术均已进入十分成
熟的阶段，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也已出现。聚落内部和聚
落之间表现出的社会分层和等级分化极为显著。郑州洛
阳地区以双槐树聚落为核心，多个中心、次中心和中小型
聚落构成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标志着古国时代已经
来临。

环境考古研究表明，公元前 4000年至前 1500年间
郑州洛阳地区整体气候比较温暖湿润，仰韶文化时期，河
流、湖泊密布，大面积的水域分布广泛；黄土富含碳酸钙，
土质肥沃，适宜于旱作农业发展。大河村文化时期，该区
域考古学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与其所处特殊的地貌环境密
切相关。

从绝对年代上看，长江中下游、海岱、辽西地区进入
初级文明社会的时间均在公元前 5300年前后，大体处于
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长江中下游出现规模宏大
的城址。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环壕聚落，但缺乏大型
城址、大型墓葬等遗迹，而反而盛行小型城址、墓葬和更
多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遗迹。这种现象的原因，正如李伯
谦先生所说，“古代历史上出现的王权国家，因能自觉不
自觉地把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避免社会财富的浪
费，因而要高于、优于神权国家。仰韶文化从进入分层社
会开始，社会上层即选择了在军权、王权结合基础上突显
王权、发展王权的道路，并为后继者所传承，这应该是由
仰韶古国创造的文明模式得以发展、数千年绵延不断的
根本原因”。后来韩建业先生又将“中原模式”总结为：

“仰韶文化中晚期的社会有着稳定内敛、生死有度、重贵
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等特质。”

中原仰韶晚期至龙山时期的考古发现显示，仰韶晚
期的中原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文明化迹象，社会等级分
化也十分突出，已发展到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阶
段。中原王权国家以“祖先崇拜”为手段，注重血缘关系
的架构；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突出社会秩序的稳定，显示
出尊贵轻富、尚朴重礼的特点。部族成员普遍实行薄葬，
少有大型礼仪建筑，他们利用黄土肥力和适宜环境，倾力
于民生，并注重军事实力整体提升，从而为后来的夏、商、
周三代文明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奠定了“轻宗教而重民生”
的制度和经济基础。

从古代文献中我们也可找到一些线索。《淮南子·览
冥训》云：“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
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
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
保命而不天，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
尤；法今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
隈；道不拾遗……”尽管这里对黄帝的功绩有所夸张，但
其内容均为社会等级、社会规范、天文历法等的构建，并
没有祭祀鬼神的内容，与河洛古国表现出来的重视王权
建设的中原模式高度吻合。

1996年严文明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一文，
把中国新石器文化比喻成一朵重瓣花朵，认为由于中国
自然地理的客观条件，使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成一种重瓣
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更由于这种结构本身所具有的
凝聚与向心的作用，因而能够在文明产生以后的发展过
程中，相邻与相近的文化逐步融合，从而使文化的统一性
越来越强，具体表现为花心部分越来越大。这个中心就
是中原。在文化的互动中，在起起伏伏间，中原人包容性
的胸怀，质朴的处世之道，以及在严峻自然环境下培养出
的坚强品格成就了中原地区在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
优势地位。

在中华文明筑基起源的过程中，大河村文化所处新
石器时代晚期偏早阶段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蝶变时期。在
承继庙底沟文化深厚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大河村文化蓄
势中原，通衢八方，吸收并融合周边的先进文化因素，以
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祖先崇拜”为手段，以“王权建设”为
目标，走出了一条重民生、务实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建
立起来了中原地区最早的古国，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
的延续与发展。⑩7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主任）

辉煌再现：重要遗址应接不暇

钟灵物华：文化面貌绚丽多姿

兼容并蓄：多元文化互动交融

大河村文化位于中原腹地，地处天下之中，自然环
境优越，文化内涵缤纷多姿。

双槐树、大河村聚落出土大量彩陶，图案丰富，色彩绚丽，标志
着中原彩陶文化达到新的高峰。虽然在陶器上画彩不是大河村人
的首创，但却是他们使得彩陶成为黄河流域史前文化中最夺目的
一笔，成就了令今人都无限着迷的艺术特色。

大河村文化彩陶以白衣为地着彩，主体图案以黑彩和红彩或
棕彩勾勒，显得格外清新醒目，蕴含了爽朗动人的风采。图案母题
以太阳纹、日晕纹、月亮纹、星座纹最具特色，此外还有平行直线
纹、平行曲线纹、弧线纹、圆点纹、圆点圆圈纹、同心圆纹、锯齿纹、
六角星纹、“∽X”纹、古钱纹、昆虫纹、树叶纹、花蕾纹、鱼纹等。这
些图案描绘出大河村文化欣欣向荣、高度发达的社会状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
对于同时期其他仰韶文化彩陶的衰退，大河村文化显然是异类，其在庙底沟文化彩
陶的基础上又绽放出新的光彩，有力推动了整个中原地区史前艺术浪潮的传播。

目前发现的大河村文化聚落有 300处左右，主要分布于贾鲁河、双洎
河上游及支流沿岸，伊河南岸和洛河、黄河之间，颍河、北汝河上游及支流
沿岸，沁河下游及支流沿岸。此期出现大、中、小型三级聚落，大型聚落有
双槐树，中型聚落有汪沟、西山、大河村、青台等。双槐树聚落面积超过100
万平方米，属于一级核心聚落。汪沟、西山、大河村、青台等聚落面积皆在
30万平方米以上，属于二级中心或次中心聚落。双槐树、青台、汪沟等挖筑
多重环壕，西山、大河村等建造高大城墙。
这些高等级聚落内部普遍出土丰富的陶器
碎片和石、骨、蚌制品等，聚落的增多实际
是人口数量增加的反映，显示出这片区域
的繁荣景象。

起势中原：地缘空间独特鲜明

文化发达：彩陶文化独领风骚

族群聚集：聚落数量急剧增加

▶彩陶双连壶

▼白衣彩陶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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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筑基起源：
深刻影响中华文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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