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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茁 张体义 温小
娟）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
4月 13日在北京揭晓，河南报送的巩义
双槐树遗址、淮阳时庄遗址、伊川徐阳墓
地上榜。至此，河南入选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的项目已达 49 项，继续领跑全
国。

据悉，入围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终评的共有20个项目，来自全国
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从遗址
年代来看，史前考古 6项、夏商周考古 4
项、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6项、唐宋元明
考古4项。

4月 12日，河南 3个遗址的项目代
表和其他入围终评的各地代表分别介绍
了项目发掘的过程、成果和意义，并回答
了专家的提问。13日，经过评审专家组
的投票表决，评选出了2020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河南3个项目全部上榜。

双槐树遗址是距今 5300年前后经
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聚落结
构布局基本清晰，发现大型祭祀坑、窖藏
坑、陶窑、房址等文化遗迹，出土遗物丰
富。其中，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围
墙及两处错位布置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
设计，具有极强的防御功能，是中国古代
最早瓮城的雏形。该遗址发现的三重环
壕，曲度一致，时代相叠，互不打破，工程
量巨大，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一定
的人文理念。另外，墓葬区内发现的夯
土祭台遗迹，系仰韶文化遗址的首次发
现，为开展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在祭
祀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发现的大量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

雕家蚕，连同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
业和丝绸实物等，充分证明了5300多年
前的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
桑文明。

淮阳时庄遗址属于布局清晰、功能
专一的围垣聚落，是夏代早期中原地区
新出现的小型化、专门化聚落，是一种
崭新的聚落形态。系统的考古工作表
明，在时庄遗址周围 150平方公里的范
围内，还存在至少 13处同时期的聚落，
共同构成了庞大的区域性聚落群，是
时庄遗址单一功能性聚落发展的重要
支撑。对于重新认识夏代早期的社会
组织结构、管理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
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时庄遗
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
城，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粮食储
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等
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

伊川徐阳墓地的葬制、墓葬排列、器
物组合及葬俗具有典型的周文化风格，
墓葬等级差别明显。在大中型贵族墓陪
葬车马坑或部分中小型墓内还发现有放
置马牛羊头蹄的殉牲现象，与春秋时期
中国西北地区戎人葬俗相同。从徐阳墓
地时间跨度及所处位置分析，它与“秦、
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的陆浑戎相吻合，
应为陆浑戎遗存，其所在的顺阳河流域
应为陆浑戎迁伊川后的聚居地和核心区
域。伊川徐阳墓地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
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
了重要资料，其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与嬗
变，是中原华夏文明先进性与包容性的
重要体现。③9

中原地处黄河流域地理中心，黄河文
化的根源性、延续性、融合性、核心性均与
河南有着密切关系。

31 年来，河南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的项目有些直接和黄河水运、水患
有关，比如小浪底水库东汉漕运建筑基
址及古黄河栈道、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
粮食仓储遗址、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
址等。不少考古项目位于黄河之滨，从
灵宝的西坡遗址到三门峡市区的虢国
墓，从洛阳的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到郑
州 的 双 槐 树“ 河 洛 古 国 ”、西 山 仰 韶 古
城。黄河两岸，考古项目星罗棋布，考古

重大发现层出不穷。
这次当选的双槐树遗址位于黄河与洛

水交汇的河洛地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巍曾说，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
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
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一次次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在黄
河流域一脉相承到如今。五千年文明赓续
绵延没有中断，主要是在中原地区没有中
断。一次次考古发现的成果，不仅让中华
文明脉络更加清晰、内容更加丰满，也为讲
好黄河故事，让黄河文化“活”起来、“火”起
来奠定了深厚的基础。③9

从夏代到宋代3000多年间，河南一直
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几度形成
政治文明的巅峰与辉煌。

汉至唐宋时期河南入选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的项目大多与古城、帝陵或城
市生活需求相关。先后入选的项目有：
隋唐洛阳城应天门东阙遗址、永城芒砀

山汉梁孝王王后墓、洛阳北宋衙署庭园
遗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宝丰清
凉寺汝官窑遗址、禹州钧窑遗址、洛阳偃
师东汉帝陵与洛阳邙山墓群、安阳市曹
操高陵、洛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洛阳汉
魏洛阳城太极殿遗址、洛阳东汉帝陵考
古调查与发掘等。

司马迁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
间。”31年间有关夏商周的重要考古发现，
证明了夏商周三代和中原之间的关系极其
密切。

夏商周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以古城、
贵族墓葬为代表，今年入选的伊川徐阳墓
地，证实了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洛”的历
史事件，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
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料。此外，
先后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还
有：殷墟郭家庄160号墓、三门峡上村岭周
代虢季墓、殷墟花园庄商代甲骨窖藏、三门

峡上村岭西周虢仲墓、丹江口水库楚国贵
族墓、郑州小双桥遗址、平顶山应国墓地、
偃师商城小城、新郑郑韩故城郑国祭祀遗
址、焦作府城商代早期遗址、新密古城寨龙
山时代古城、郑州大师姑夏代城址、偃师二
里头遗址宫殿区、荥阳关帝庙遗址、荥阳娘
娘寨遗址、新郑胡庄墓地、新郑望京楼夏商
时期城址、郑州东赵遗址、新郑郑韩故城遗
址等。

这些考古发掘项目出土了大量的国宝
级文物精品，佐证了当时璀璨、发达的文明
程度。

中华文明起源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国家也
推出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中很多重要考
古发掘项目选在中原地区。这次入选十大考
古发现的双槐树遗址是其中之一，该遗址发现
了距今5300年左右的“河洛古国”，填补了中
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在我省历年获得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项目中，不少项目与文明起源有关，年代集中
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如
邓州八里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辉县孟庄
遗址、孟津妯娌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郑州西

山仰韶文化城址、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古城、
鹤壁刘庄遗址、灵宝西坡新石器时代大型墓
地、新郑唐户遗址、淮阳平粮台城址等等。

一系列古城、古墓、古聚落的考古发现，不
仅为考证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丰
富的资料，也揭示了中原地区最早形成了更为
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
方辐射文化影响力，
成为中华文明
总进程的核心
与引领者。

中原是研究东亚人类起源的重点区域，
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旧
石器时代考古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31年来，我省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旧石器时代项目就有4项。河南栾川孙家
洞旧石器遗址，因在洞穴中发现中更新世直
立人（猿人）化石而入选，这是继发现“南京
人”化石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许昌灵井旧
石器遗址发现了著名的“许昌人头盖骨”，专

家认为这次发现是人类演化研究取得的突破
性进展。郑州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
现表明，早在距今3万~5万年前，中原地区已
有繁荣的旧石器文化与复杂的栖居形态。新
密市李家沟遗址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
形态、生计方式等多角度提供了中原地区旧、
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的重要信息，填补了旧
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到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
之间的缺环与空白。

考古新发现，实证中原文明核心地位

从 1990年度全国考古十大发现第一次
评选至今，这一影响深远的考古盛事已走过
而立之年。31年来，河南考古在这一全国性
考古评选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不仅入选项目总数全国第一，且评选几
乎年年有河南考古的身影。最多的一年入选
4项，还有多次入选 3项，2项同时入选更是
常事。

河南考古入选项目时间跨度从数万年前
的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宋代，各个时期不断
线，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周时期最为
密集。入选项目种类繁多，从早期的洞穴遗址

到后来的聚落、古城、都城遗址；从聚落墓地到
贵族墓葬、帝后陵墓；从甲骨文窖藏到汝瓷、
钧瓷窑址；从黄河栈道、交通关隘到运河粮
仓……全面展现了在形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的格局中，中原文化具有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早期以配合基本建设发掘，到后期为配
合国家重大文化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东
亚人类起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文化探
索”“黄河文化”等考古相关发掘与发现，标志
着中国考古学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与发展。
在这一转变和发展过程中，河南考古无疑起
到了导向和先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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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

●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

●河南淮阳时庄遗址

●河南伊川徐阳墓地

●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

●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
一号墓

●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

2020年度入选的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本报记者 陈茁 张体义 温小娟

4 月 13 日，2020 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河

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淮阳时庄遗

址、伊川徐阳墓地入选，至此，河

南入选总数达到49项，居全国首

位。再次彰显河南文物大省、考

古大省的地位，也证明了中原文

明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位。

考古发现数河南

人类从哪里来

文明在这里发端

夏商周核心在中原

强汉盛唐文明宋

黄河文化根与魂

①①

②②

⑤⑤④④

③③

▶伊川徐阳墓地大型墓葬出土的镈钟
▼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牙雕蚕

▶▶淮阳时庄遗址地上粮仓俯拍图淮阳时庄遗址地上粮仓俯拍图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逾30年，我省入选49项总数全国第一

图① 1999年焦作府城遗址发掘现场

图② 1992年丹江口楚墓出土文物青铜神兽

图③ 2008年新郑胡庄墓地出土器物发现“王后”铭文

图④ 2019年淮阳平粮台排水系统

图⑤ 2000年宝丰清凉寺遗址出土汝瓷香薰

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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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