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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物，见证五千年中华文明
□张得水 刘丁辉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从仰韶文化点燃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到夏都二里头遗址揭开王国时代的神

秘面纱，再到秦汉帝国大一统的完成和唐宋经济文化助推中华文明达到历史时期的巅峰，王朝、都城、文字、文物等华夏文明

的各类载体和结晶，成为支撑五千多年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并延绵至今的物质和精神坐标。

构筑中华文化的主源主根

关注“河南日报理论视点”
看更多精彩内容

□王星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和文化
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
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
明资源。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
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
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
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
化产品。”

玉器是我国文物之大宗，作为中
国古代文明的结晶和化身，确实“承载
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
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
正是最能体现中华礼制文明精神特质
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对其进行深
入、系统、细致、全面的研究，挖掘其中
的多重价值，应是将中国文明历史研
究引向深入的重要环节。最近，由胡
永庆研究员主编，河南省文化考古研
究院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研究
所合著的《璆琳琅玕——河南古代玉
器和玻璃器的科学研究》的出版，可谓
适逢其时，正是深化和推进中国文明
历史研究的可喜成果。

在我国著名的光学和材料学科学
家、非晶态物理学家、玻璃专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干
福熹先生倡议和推动下，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
密机械研究所经过 10多年的友好合
作，共同研究了2200多件玉器和玻璃
器。以考古学问题为导向，研究团队
在敏锐把握相关领域学科研究前沿和
进展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改进现代
分析技术在文物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既有在考古工作站和文物库房中开展
的原位无损分析，也有利用大型质子
激发 X射线荧光（PIXE）分析装置检
测，更有在实验室精细化科学分析，还
有基于光学相干层析成像（OCT）技
术对玻璃和玉器等文物非均匀性评估
成分分析新方法的探索，构建了基于
不同文物、不同研究目的和不同分析
要求的光学与光谱学技术分析方法体
系。该书应是光学与光谱学技术在古
代玉器和玻璃器科学研究应用中的力
作。

该书上册以河南新石器时代至东
周时期古代玉器为研究对象，主要包
括舞阳贾湖、淅川下王岗、淅川下寨等
新石器时代遗址，偃师二里头、鹤壁刘
庄等夏代遗址，郑州商城、荥阳小胡村
和安阳殷墟等商代遗址，鹿邑太清宫长
子口墓和平顶山应国墓地、固始侯古堆
一号墓、淅川下寺和徐家岭楚墓、淇县宋
庄墓地、新郑西亚斯和郑韩故城东周墓
地等两周墓地出土的玉器。从南阳到安
阳，南北蜿蜒 500 多公里；从公元前
60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绵延 6000
年。作者以材料学为支撑，以时代发展
为轴线，以玉料材料学为支撑，揭示了河
南古代玉器材质的时代性和多样性。从
史前以绿松石为主，辅以萤石、石英、云母、方解石、绿泥石
和蛇纹石等，到商周时期透闪石占主导地位，体现了中国古
代玉器“石之美者”的朴素取材观和中原玉器的发展历程；
以微观分析为依据，再现了河南两周时期精雕细琢辉煌的
制玉工艺，更为探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不同模式、复原中
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礼仪制度与宗教信仰的发展演变
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动力，多元融合
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也
是华夏民族开放包容和对外文明交流的发展史，而丝
绸之路则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古代玻璃是
探索丝绸之路上中外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实
物资料。古代玻璃研究作为科技考古的重要分支，对
于研究古代社会的发展及中外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由于材料的稀缺和研究手段的局限，古代玻
璃的研究一直是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研究十分薄弱的环
节。而本书展示的古代玻璃器的多学科研究成果正有
力弥补了这一缺憾。

该书下册基于河南古代玻璃质材料发展演变规
律，以中国本土玻璃技术起源为主线，对河南出土古代
玻璃器开展了科学研究。首次将河南出土的古代玻璃
与釉砂、低温釉陶等相关器物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系统分析和探讨了不同种类器物在助熔剂的使用、成
形和成釉方法、着色工艺、使用功能等方面的内在联
系，补充和丰富了古代玻璃技术起源和早期技术发展
史的研究。揭示了古代玻璃对于中外、国内各地区间
交流的独特价值，为科学回答丝绸之路传入玻璃制品
和技术对中国古代玻璃发展的影响提供了科学依据。

作者具有宏观的研究视野，在章节编排上，分别在
第一章和第七章介绍了中国古代玉器和玻璃器科学研
究的主要方向和进展，再以时代演变为主线，分章节阐
述河南不同时期玉器和玻璃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玉文
化繁荣与发展、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世界玻璃质材料
技术传播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古代玻璃技术起源与
发展的时空背景和视野下开展的多学科研究，揭示、挖
掘和阐述河南古代玉器和玻璃器的价值。可谓既见

“树木”，又见“森林”。该书在注重科学性的同时，兼具
文物美学的艺术性，是文物科学研究与文物图录的完
美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在为本书所写序言中认为：

“本书是古代玉器和玻璃器多学科研究的一次成功实
践”，其“研究成果、思路和方法无疑为今后类似研究提
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该书可谓对河南古代玉器和
玻璃器多学科系统研究的集大成者，对探讨中原文化
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
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其研究方法和理念对今后开展河
南其他类别文物以及其他地区文物的科学研究都将

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⑩5
（作者系郑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创新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永恒主
题。中原地区在漆器、丝绸、青铜器、瓷器、
生铁和制钢技术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和引领性。荥阳青台、汪沟遗址发现了我
国最早的丝绸实物，最近又在巩义双槐树
遗址发现了一枚同时期用野猪獠牙雕刻、
造型与现代家蚕极为相似的蚕，距今5000
多年，这几件文物使嫘祖“育蚕取丝、造机
杼作衣”的传说得到实证，也说明中原地区
是中国的丝绸之源。中原地区还是瓷器的
故乡，在夏代晚期的二里头遗址已经发现
有原始瓷器，郑州商城出土的商代早期原
始青瓷具备了瓷器的基本特质，是中国瓷
器生产的鼻祖。中原地区是青铜冶铸技术
中国化的桥头堡，也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策
源地，经西北地区传来的冶金术，大约在距
今4300年前进入中原，登封王城岗遗址发
现了距今约4100年前的青铜容器残片，二
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爵和鼎，说明夏代开
始将复杂的分范合铸技术用于青铜礼容器
的制作，完成青铜冶铸技术的中国化过程，
到了商代晚期已经能够制作如后母戊鼎
那样宏大厚重的青铜重器，还有鸮尊那般
惟妙惟肖、精美绝伦的青铜精品。三门峡
虢国墓地虢季墓中发现的玉柄铁剑，距今
2800 多年，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
制品。中原地区是中国文字的诞生地，从

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
甲骨契刻符号，到郑州二里岗、小双桥遗
址的商代早期刻辞和朱书文字实物，历经
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
系统出现在商代晚期的殷墟甲骨文中，安
阳殷墟已发掘出土 15 万多片甲骨，发现
甲骨文单字 4500 多个，可完全释读的有
1000 多字。甲骨文的发现，证明中华文
明的记录从甲骨文开始至现代汉字一脉
相承，是见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标
识。中原地区还是中国天文学和“天下之
中”理念的发祥地。濮阳西水坡遗址墓葬
中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像、郑州大河村遗
址彩陶上的天文图像、青台和双槐树遗址
用陶罐摆成的“北斗九星”，说明距今五六
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先民就开始观
察和记录日月星辰的运转和天体的变化；
从《颛顼历》《夏小正》对早期天文历法发展
成就的总结，到商代干支纪日法，再到西周
初年周公到洛阳测景，将天文历法与“择中
建都”“天人合一”等治国的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构成中华文明发展史上重要的文化
基因。中原地区还是中国早期礼制形成和
发展的主要地区，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遗
址发现了玉石琮、白陶器、青铜容器等高等
级的礼制用器，到二里头遗址已发展出宫
城、多座体现中轴线理念、并呈左右对称布

局的宫殿、成组青铜礼器群，初步形成了具
有华夏风格的礼制。礼乐制度在商周时期
确立，明确了以大型宫庙建筑、墓葬、祭祀等
作为礼乐制度的主要载体，并创造性地将代
表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的青铜容器与等级制
度相结合，以青铜容器祭祀祖先神灵、区分
长幼尊卑，以青铜兵器强力维持秩序，构建
了一个等级分明的礼乐体系，
并通过青铜器等把政治理念
和礼乐制度传播到周围广大
地区。礼乐制度的建立，奠定
了后世文化思想的根基，对中
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⑩5

（作者单位：河南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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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用“伸手
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
瓦”，形象又精准地讲出了河南深厚的历史
底蕴和丰富的文物资源。中原文化是中华
文化的主源主根，中原文明发展史，就是中
华文明史的缩影。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表明，距今
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
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分布于黄河
中游的仰韶文化开始了社会复杂化发展并
步入文明化进程，在中国同时期的史前文化
中处于领先地位，以灵宝北阳平、西坡为中
心的仰韶文化中期聚落群是这一时期大型
中心聚落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文明化程

度最高的区域，并以此为中心向外强势扩张
影响，以花瓣纹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彩陶纹饰
出现在东临大海、西至甘青、南越长江、北抵
阴山的广袤区域中，在面积达数十万平方公
里范围内的文化面貌呈现出空前的一致性，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上的大整合、大一
统，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距今5300
年前后，以郑州大河村、巩义双槐树等遗址
为代表的河南中部仰韶文化晚期聚落群走
向强大。巩义双槐树遗址作为这一时期黄
河流域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发现有近乎沿
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建筑群基址和防御色彩
浓厚的三重环壕，呈现出古国文明形态。
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在交流与互动

中汇聚融合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完成
了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进程，最
终形成以夏都二里头遗址为标志的中华文
明的成熟形态——国家文明——夏王朝，并
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以玉牙璋、青铜容
器等为物质载体的礼仪制度对周边地区产
生了巨大的辐射力，最远传播至两广乃至越
南，反映了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对夏王朝
礼制和政权的接受与认同，这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文化上的“国家认同”。逮至商周，

“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以中原为中心的
中华文化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确立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主根、主
脉的中心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
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所
谓“未中断”，是指作为同一个“民族”、同一
片“国土”、同一支“文化”的“未中断”。河南
的一个个考古发现，一件件历史文物，有力
证实了中华文明在本土起源并且在吸收借
鉴其他文明的过程中独立发展，一万年文化
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一脉相承、未曾中断。

距今 6万到 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
期，环嵩山区域密集分布的数百处遗址是
中国及东亚地区人类演化及其文化发展，
尤其是从现代人出现到农业起源阶段一系
列重大变化开始的重要证据。距今 1万年
前后的新密李家沟遗址，展现了中原地区
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这里发现
的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陶器，
开启了华夏先民由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社
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距今 9000—7000年
的裴李岗文化，粟作、稻作农业并存，定居

生活稳定，贾湖遗址还发现有骨笛、契刻龟
甲符号等在文化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遗
存。距今 7000—5000 年的仰韶文化，是
中国境内延续时间最长、分布地域最广的
史前文化，从灵宝铸鼎塬到巩义双槐树，绚
丽的彩陶，等级分明的聚落群，规模宏大的
房 子 ，是 这 个 时 期 的 显 著 标 志 。 距 今
5000—4000年的中原龙山文化，是中国各
地区文明的竞相发展和激烈碰撞时期，这
一时期的中原城邦林立，有着同时期分布
最集中的城址群。距今 4000年左右夏王
朝建立，拉开了中国统一王朝国家历史的
大幕，中原龙山文化晚期是夏文化的早期
遗存，登封王城岗遗址被认为是夏代的“禹
都阳城”，禹州瓦店遗址有可能与“夏居阳
翟”有关，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夏王朝晚期
的都城。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城和大型宫
殿，生产铜器和绿松石器等高等级产品的
手工业作坊区，还有玉璋、铜爵、铜鼎等礼

仪性用器，具有华夏风格和文化内涵的礼
器制度和以二里头文化为中心的中国早期
文明秩序正式确立。公元前3600年开始，
以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两座王都为标志的
商文明，将中国青铜文化推向顶峰，杜岭方
鼎、后母戊鼎是商王使用的祭祀礼器，也是
当时的国之重器，从商代开始，鼎成了最具
代表性的礼器，成为国家政权、社稷秩序的
象征物，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精神价值
符号”之一。公元前 1046年周王朝建立，
选取“天下之中”的洛阳作为东都成周，“中
国”之名由此开始。周王朝全面继承了夏
商王朝的政治遗产和文化传统，并在此基
础上创造出以青铜礼器为载体的礼乐制
度，在中原及周边形成了一个长期的、共同
的信仰体系——“中国”。总之，从
文化发展轨迹来看，中原地区文化
序列前后相继，持续发展，构成了一
个完整的、不间断的历史链条。

大量研究成果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
土长的，是在自身基础上起源、形成的。中
华文明也是开放包容的，在其漫长的形成
和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内部及其与外部
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未中断。中原地区联结
着我国及东亚大陆的南北与东西，从人类
起源开始，就是人类与文化向南北与东西
方向迁徙交流的中心和枢纽，还是中华文
明跨区域“内循环”的辐辏之地，中国各大
区域文明在中原地区实现了碰撞和融合。
早在旧石器时代，环嵩山区域就是东亚大
陆南北石器工业的交汇地带。新石器时
代，各种文明要素加速流动，中原地区占据
天下之中的地利优势，是四方文明交往沟
通的必经之地，新的文明要素不断汇聚融
合在中原。来自东北红山文化和东南崧泽
文化的玉礼器出现在中原各地，南阳黄山

遗址发现的玉石器制作遗存和具备礼器性
质的玉钺、玉琮，也是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
展的成果。以玉为美、龙的信仰、祖先崇拜
等文化观念先后从各地汇聚至中原地区，
并在以中原为中心的交流互动中，成为中
华大地共同的信仰。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镶
嵌绿松石铜牌饰集中体现了龙山时代以来
文化互动与融合的成果，其工艺、原料、纹
饰、用途等要素分别来自西亚、长江流域、
黄河下游等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汇集到
二里头文化后创造性地融合为一体，而后
又伴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对外文化扩张，陆
续传播到了西北甘青地区、内蒙古中南部、
四川三星堆等地，这些地方都发现有类似
的铜牌饰和纹饰等文化元素，甚至还影响
了后来的商代青铜器。这种汇聚—融合—
传播的独特模式，是二里头文化兼具海纳

百川、强势辐射和文化认同等特点的生动
写照，也是中华文明孕育出多元一体、兼容
并蓄等文化特征的可溯之源。中原地区还
是中华文明对外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以中
原为中心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成为后来
丝绸之路诞生的重要基础。距今 5000多
年以来，起源于中国的稻、粟、黍和丝绸等
各地先进文化要素汇聚中原后辗转传播到
西方各地，来自西亚等地的绵羊、山羊、黄
牛、马、小麦和青铜器技术等先后传入黄河
上游地区，并在中原地区消化吸收，成为中
华文明的组成部分。青铜时代，夏商周王
朝的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和牙璋、玉璧等礼
器、礼制，分别从中原出发，广泛传播影响
至东北亚朝鲜、日本和东南亚越南等地，有
力促进了这些地区文明的起步发展和对中
华文化的广泛认同。

见证中华文明不间断发展

富含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征

蕴含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理念

偃师二里头
遗址出土绿
松石铜牌饰

巩义双槐树遗址
出土牙雕蚕

偃师二里
头遗址出
土青铜爵

三门峡虢国
墓地出土玉
柄铁剑

郑州大河村遗址
出土彩陶双连壶

郑州商城遗址出土杜岭方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