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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5000年!
———最新考古实证中华文明起源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记者 施雨岑 王思北）在28日
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介绍
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成果的有关情况。他表示，截至目前，探源工程在
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首先就是以考古资料实证了
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
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
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
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
大科研项目。它于2001年被正式提出，经历了预研究等数
个阶段的工作后，于2016年完成第4期结项。

探源工程负责人之一、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王巍在发布会上说：“探源工程实施的十几年里， 我们在国
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在几个重要的、距今5500—3500年的
都邑性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些遗址是：浙江
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和河
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段没有被文字直接记
载下来的历史。”探源工程负责人之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教授赵辉说，“到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对这段历史进行描述，
从而填补了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段的空白。同时，中华文明的起
源和早期发展也是世界人类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组成部
分。因此，我们的工作还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上的空白。”

� � � �经历十余年的孜孜以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的专家
们在浙江良渚遗址、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和河南二
里头遗址等地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 以考古资料实
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悠久的文明传承，自此不再仅仅
是史书中泛黄的记忆；每一块铸就民族血脉的基石上，都深
深镌刻着文化自信。

考古实证，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便已点亮文明
绚烂的花火。 恢弘的城址、 精美的玉器、 丰沛的粮食储备
……他们在黄河、长江中下游、西辽河等地，用勤劳与智慧
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文明硕果。

考古实证，我们的祖先从不封闭、从不孤立。他们以非凡
的勇气跨越万水千山，迁徙繁衍，事实上的文明交流几乎一天
也没有停止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
香料之路如此，名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路更是如此。

祖先们开放革新、 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在这片土地上
却历久弥坚。正是这些品格与特质，让中华文明前行的步伐
得以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并在5000年的漫漫岁月中沉淀为文
化基因的一部分， 代代相传并深深根植于每一个炎黄子孙内
心深处，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延绵不绝的动力源泉。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的
话语，在神州大地唤起着更广泛的认同、更坚定的守望。随
着文化自信的升腾与凝聚， 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还将再展
新篇、更续辉煌！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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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下五千年， 中华文明灿
如星河，绵延闪耀。我们引以为
傲的文明长河， 发端于何时何
处？ 延绵不绝的5000年传承，
经历过怎样的起承转合？ 这些
牵系根脉的问题， 曾让一代代
学者兀兀穷年、接续探索。

28日，“中华文明起源与早
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 “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 发布成果，揭
开中华文明源头的神秘面纱，
书写华夏儿女共同的“家谱”。

擦亮中华文明“满天星斗”
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

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
星之星罗棋布———已故的中国考古
学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多年前就曾
提出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
斗”说。

多年来， 探源工程专家聚焦良
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都邑性遗
址，以田野考古工作为中心，并将实
验室“搬”到了考古工地，擦亮已经沉
睡数千年的文明“星斗”， 也为实证
5000年中华文明提供重要证据。

在浙江良渚遗址，发现了建于距
今约5000年前，面积近300万平方米
的内城和更大规模的外城。为了防止
古城遭到洪水的侵害，在古城以北的
山前地带， 良渚人堆砌起巨型水坝，
其工程量在全世界同时期的建筑中
首屈一指。

在山西陶寺遗址和陕西石峁遗
址， 分别发现了面积在280万乃至
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这些城址
内社会分化严重，高等级建筑周围有
高高的围墙围绕。这一时期，墓葬中
反映的阶级分化非常明显，小墓一无
所有， 或者仅有一两件武器或陶器；
大型墓葬随葬品可达到上百件，不仅
制作精美，而且表明等级身份。

“像这样的社会，显然不再是原
来我们认为的部落联盟， 应该已经
进入到国家阶段。”探源工程负责人
之一、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王巍说，“所以我们觉得， 中原地
区在这个时期已经进入到初级文明
阶段。”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基
于90年来中国田野考古学成果的科
学总结， 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
探源工程研究团队还从社会分工、阶
级分化、中心城市和强制性权力等方
面，提出了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突出
特征。

� � � � 何时、如何、有何、为何———
探源工程的研究自始至终贯穿
着这几个关键词。“我们并不仅
仅是要解决中华文明何时形成、
是否确有5000年历史这样的问
题， 还要追问中华文明如何发
展、又为什么这样发展等一系列
重大问题。”王巍说。

经过多年研究，专家们对中
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
进行了梗概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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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今5300年以来， 中华
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

———距今3800年前后， 中原
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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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实际是在黄河、
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理范围
内展开并结成的一个巨大丛
体。”探源工程负责人之一、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说，
“这个丛体内部， 各地方文明都
在各自发展。在彼此竞争、相对
独立的发展过程中， 又相互交
流、借鉴，逐渐显现出‘一体化’
趋势，并于中原地区出现了一个
兼收并蓄的核心，我们将之概括
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专家认为，作为一种历史趋
势，“多元一体”也奠定了日后夏
商周三代文明的基础，成为中华
民族和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

远因和源头。
探源工程的工作也揭示了

大量有趣的文明细节，佐证着中
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特征： 利用
DNA技术得知， 今日常见的小
麦、黄牛、绵羊皆是“移民”而来；
从多处早期矿冶遗址推断，中原
地区的青铜冶炼技术源自中亚
地区，但在勤劳智慧的先民手中
发扬光大，发展成为日后独一无
二、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

“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
展阶段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兼
容革新能力，成为了其长期生长
的起点，从中孕育出的共同文化
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奠定
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
础。”关强说。

� � � � 2009年8月， 国际学术期刊
《科学》为探源工程刊出专号，吸
引了国际学术界的目光。

“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考古
学远远低估的时期。” 国际考古
学泰斗科林·伦福儒评价说，中
华文明探源研究，是中国学术界
为丰富发展人类历史的整体认
识所作出的应有贡献。

没有多学科深度融合的研究
实力， 就没有探源工程的世界性
成果。 在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
司长吴远彬看来， 探源工程取得
的成绩与我国人文社会学科和自
然科学近年来的长足进展密切相
关。测年技术、遥感技术和DNA技

术在探源工程实施过程中得到了
大量应用， 为探源工程中的关键
结论提供了重要支撑。

探源工程4期业已结项，华
夏儿女探寻5000年历史源流的
目光依然热切。

专家们的工作并未完结。在
赵辉看来，中华文明探源这个课
题将是一个非常长期、需要继续
付出努力的研究任务。

在河南二里头遗址所在地，
老乡们期盼着二里头遗址博物
馆的建成。几十年来在此发掘出
土的遗物，将向世人展现这片土
地曾经的恢弘景象。

在浙江良渚遗址核心区，瓶

窑镇长命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好
奇地向讲解员发问，感受着5000
年前中华文明的奇妙样态，惊叹
于祖先高超的智慧。

在未来，伴随着探源工程的
成果陆续写入中小学生教材，中
华文明5000年灿烂的星光，将在
每一个幼小心灵中撒下文化自
信的种子。“历史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学科，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培养民族自尊、增强文化
自信意义重大。” 教育部教材局
巡视员申继亮表示，将及时增补
教材内容，不断更新和充实历史
考古和研究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探知多民族国家生生不息的力量

照亮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辉煌之路

� � � � 5月18日，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古代文明》展览全新亮相。图为观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古代文明》展览上参观。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