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面前有一张彩色的中国地理

区域图，会很自然地看到三大色块表现

出来的三个区域：青藏高寒区大体呈褐

色，西北干旱区大体呈黄色，而东方季风

区则大体呈绿色。其中，后两者的交界

线由东北绵延斜下而至西南，又划分出

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的两大地理板块。

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教授指出，东

亚大陆面向内陆的部分，多出彩陶和细石

器；面向海洋的部分则主要是黑陶、几何印

纹陶、有段和有肩石器的分布区域。美国

学者吉德炜教授，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

划分为两个大的文化共同体，中国西北部

和中原地区的西部为一个共同体，东部沿

海和中原地区的东部为另一个共同体。无

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文化上看，中原恰巧

都处于两大板块的交会地带。苏秉琦教

授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

的中原地区，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

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

大河村遗址位于郑州市东北部。距

今 6800年到 3500年，先民们曾在这里

繁衍生息，时间长达 3300多年，历经仰

韶文化、龙山文化，一直到夏、商代早期，

在国内外的史前遗址中实属罕见。它与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密不可

分，又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息息相通。

苏秉琦教授曾说：“河南惟一能与大

河村相比的，只有淅川下王岗，但下王岗

的地理位置，又远远不如大河村重要。”

□本报记者 赵慎珠

彩陶双联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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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河村”看“天下第一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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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次偶然相逢。2014年，遗址博物
馆正在对消防水池改造时，一下子挖出了白
衣彩陶盆。这个白衣彩陶盆，就是今天大河
村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该彩陶盆高 15.2 厘米，底径 12.5 厘米，
口径46厘米，上腹微鼓，下腹急收，内壁和上
腹部均施白衣。口沿处，绘有红彩、白彩、黑
彩等组成的八组相同图案；腹部饰以月亮纹、
三角纹、圆点纹、直线纹、弧线纹等四组相同
图案，对称又等分。仔细看，在彩陶盆的上腹
部近口沿处，还有两对钻孔。胡继忠说，它应
该是古人在彩陶盆出现裂缝之后，用“焗”补
的技术将其紧紧固定。白衣彩陶盆上图案对
称的美学概念以及焗补工艺的使用，足以说
明大河先民审美及工艺的发达程度。

彩陶盆色彩丰富。胡继忠说，先民是把
不同质地的矿物颜料研磨成粉，描绘出图案，
再进行高温烧烤，使器物历经岁月依然色泽
如新。

遗址出土了千余片彩陶，构思精美，色彩
艳丽，甚至有形态各异的天象图案：有的绘太
阳纹，圆点、射线、圆圈等样式，有的绘12个
太阳纹，或许代表12个月份；有的绘月亮纹，
月牙状、月圆状；有的绘日晕纹、星座纹……
根据197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14
的测定，天象图案距今约4500±100年。

李昌韬说，我国是世界上农牧业生产发
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大河村先民仰望星空，夜
观天象，是为了适应生产、生活的需要，同时
又把它们描绘在了陶器上。这些天象花纹比
已经见到的出土实物和殷商甲骨文关于天象
的最早记载还要早一两千年，是研究我国天
文学发生、发展的珍贵资料。

行走在大河村遗址上，感受着这片土地
的厚重，感觉数千年的历史正在脚下流淌。

严文明曾经把整个中国的古代文化形容
为一个重瓣的花朵：中原是花心，周围的各文
化中心好比是里圈花瓣，再外围的一些文化
中心则是外圈花瓣。

许宏认为，中原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
能够博采周围各区域的文化成就而加以融
合，从而在一定时期形成核心之中的核心。
华夏文明就是从这里发生，以后又扩展到更
大范围。这种重瓣花朵式的结构既是一种超
稳定性的结构，又是保持多样性因而充满自
身活力的结构。中国文明的历史之所以几千
年连绵不断，就是与这样一种多元一体的重
瓣花朵式的文化结构与民族结构的形成与发
展分不开的。

从1972年至2015年的43年间，大河村
遗址发掘25次，面积近7000平方米，而遗址
的总保护面积近5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只占
了总面积的七十分之一，仅仅是冰山
一角。或许，那里隐藏着一
个更大的神秘世界。1

1月 9日，残雪尚存，郑州市郑东
新区西北部，大河村遗址博物馆。

当年的一大片考古工地大棚，被
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成为这个史
前文化遗址博物馆的展区。馆长胡继
忠介绍，已经发现的各类遗址聚落，距
今 5000 年，是仰韶文化时期古村落
（聚落）的遗存，房屋聚落形态完整，功
能明确。迎面的一座基址格外显眼，
它是一组两面坡式的排房建筑，占地
约 50 平方米，能看到明显的空间分
割，四个房屋东西排列，其中一间屋内
还有一个套间。虽然屋顶早已消失，
但是墙体部分居然还留下了1米多高，
堪称奇迹。尽管它们已经不再是严格
意义上的房屋，但还是被考古界公认
为“天下第一屋”。

博物馆原馆长、80多岁的李昌韬
研究员，是当年大河村遗址的考古领
队。他说这一套四个房间，是最早发
现的重要遗迹，曾引起震动。它克服
了裴李岗文化时期“半地穴”房屋低
矮、阴冷、潮湿的缺点，平地起建，以木
为骨，以草为筋，奠定了我国北方民居
建筑的基本形式。直到20世纪初，一
些偏远落后地方的土坯房，仍然会采
用这种方式。

所不同的是，大河村的先民比后来
者更加讲究。他们建房时有一套严格
的规程：先打地基，然后竖起木骨，用芦
苇束、草绳或藤类的东西加以固定，之
后在木骨外附上厚厚的草拌红土泥，再
在表面涂一层细沙泥，让房子光滑整
洁。最后，里里外外堆上柴草，用火焚
烧，大火熄灭后再盖房顶，考古学称之
为“木骨整塑房屋”。李昌韬拿起一块
从遗址中提取的红烧土。一眼看去，土
块光滑坚固，如同现代的水泥地坪。他
说，“木骨整塑房屋”是远古人类的一大
发明，他们像烧制陶器一样把房屋烧得
红彤彤一片，使得房屋坚固耐用、防潮
保温，即使深埋地下，也不易受到水解
和其他自然因素的破坏。

“天下第一屋”的遗址前，摆放着
各种样式的复原陶制品，当年这里出
土了50多件器物，其中陶器就有20多
件，主要是生活、生产用具。意外的
是，还发现了一罐已经炭化的粮食籽
粒。专家推断，四个房间分别具有生
活和起居的功能，其中两个为二次扩
建，可能是子女居住的房间。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
师严文明认为，这组房子的所有人员
都集中在一个较大的房间烧火做饭，
他们应是一个包括不同辈分和若干对
夫妻的较大家庭。“这表明大河村聚落
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已经萌发了私
有制、家庭，婚姻也由对偶婚向一夫一
妻制过渡，他们正在悄悄地迈向文明
社会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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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他们对待死亡的方式各不相
同。在遗址的墓葬区内，隐藏着一些
重要的历史信息。

遗址中有仰韶文化晚期的灰坑
葬。葬坑中，有的人侧身屈肢、上肢弯
曲、双手捂脸，有的人仰身直肢、骨骼
残缺、下肢交叉……龙山文化时期的
灰坑葬数量明显增多。专家判断，这
些葬坑中的遗骨，多数是非正常死亡
者，应是被活埋或是随意掩埋，有俯身
葬、坐式葬等，有的尸骨头部存有石
镞，可能是被弓箭射杀而死。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分析，中原
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分化程度普遍较
低，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新的社会秩序
的建立，更多体现在聚落和聚落之
间。在这些地区常常见到城墙壕沟等
聚落防御措施，并且大量出土箭头等
武器。社群之间的冲突和暴力，似乎
是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博物馆一楼东侧，陈列着几个椭
圆形的陶器。近前，感觉有一股寒气
逼来。它们或是一件，或是大小两件
陶器扣合，却是装殓夭折婴幼儿的瓮
棺。瓮棺底部都留有一个小孔。学者
认为，小孔可能是供死者灵魂出入的
通道，反映出“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
信仰。资料显示，大河村遗址出土的
瓮棺葬192座，数量众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许宏，早年
在梳理中国史前时期瓮棺葬时发现，
我国面对内陆的地区，瓮棺葬较多见，
而面向海洋的部分，瓮棺葬则极其罕
见。在大河村遗址的房基地坪夹层之
间，发现有侧身屈肢、下肢弯曲的儿童
遗骨。这些儿童如何到了这里？没人
说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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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村遗址的重见天日，纯属偶
然。

郑州市东北郊的柳林镇大河村
西南约 1 公里，有一处慢坡土岗，因
盛产棉花被村民称为“花岗”。1964
年秋，当地一村民在岗上挖红薯窖
时，铁锹突然碰到了一件金属器物。
村民蹲下身子，用手翻刨，发现是一
面带有纹饰的铜镜。他好奇地接着
往下挖，竟然挖出了一座古墓。事关
重大，村民将出土物件上交给了文物
部门。

郑州市博物馆立即派人到现场
调查，意想不到的是，除了一座唐墓，
地面上还散存着大量的红烧土、陶
片、石器、骨器和蚌器。他们初步判
断，这里应该是一处包括有仰韶文化
和龙山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1972年，郑州市博物馆又派人进
行复查。他们看到遗址的东半部最
高处，已被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削下去
了 1米左右，地面上散存的遗物更为
丰富，大量的红烧土块上，还印着清
晰的木柱、横木和芦苇的痕迹，彩陶
众多，颜色鲜艳。

对于一个完全覆盖在耕土层下
的史前遗址，用洛阳铲明显力不从
心。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考古队决
定在整个区域的最高处，也是红烧土
最多的地方，先挖一条探沟。也许是
冥冥之中有安排，这条宽 2 米、长 30
米的探沟，面积还不及整个钻探区域
的 1%，却神奇而精准地找到了大河
村遗址最重要的遗存，即“天下第一
屋”的四间房基。墙体被发现时，颜
色如同今日的红砖一般醒目。

房基内还出土了一件造型别致
的彩陶双联壶，引起多种猜测。它高
20厘米，红陶黑彩，表面布满平行线
条图案，两壶并连，腹部相连处有一
圆孔相通，壶的两侧各附一耳，壶上
的彩绘线条流畅，风格独特。大河村
遗址博物馆副馆长戴建增说，双联壶
双腹相连，成双成对，或许是氏族结
盟或举行重大庆祝活动时氏族首领、
长者对饮的酒具；也许是新人喝交杯
酒的“合卺杯”……无论怎样，彩陶双
联壶都是前所未见，堪称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的艺术精品。如今，这个彩
陶双联壶收藏在河南博物院。

此后的 15 年，遗迹历经 20 多次
发掘，发掘面积近 6000 平方米。距
今 6800 年到 3500 年，先民们是怎样
在此生活了漫长的 3300多年？这让
考古人员十分着迷。

在遗址深达 12.5 米的堆积中，大
部分为仰韶文化层，分为 7 期，前后
达 2400 年之久。李昌韬说，无论从
考古地层学还是考古类型学来看，遗
址都为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树立了一
个典型的分期标尺。遗址还出土了
大汶口文化和江汉流域屈家岭文化
风格的器物，表明以大河村遗址为代
表的黄河中游地区，已经开始与周边
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和融合，这也印证
了苏秉琦的著名论断：“在仰韶文化
后期，大汶口文化显然是对中原的影
响要多一些。”

“天下第一屋”房基遗址

考古发掘现场

白衣彩陶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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