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蛙声嘹亮，绿意深浓。5月，穿过一片柚树、橘
树林和油菜地， 站在洪江市安江镇高庙遗址前，
但 见 螺 壳 遍 地 ， 令 人 恍 惚 ： 这 就 是 距 今
7800-6300年前的先民吃过的江螺？ 前临沅水，
正对太阳岛，后有青山，两旁各有一溪，考古发掘
明确地告知， 就是生活在中间这片3万平方米区
域的先民们，他们创造的独树一帜的高庙文化穿
越时空，长久地影响了中国文化。

5月18日，长沙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副所长吴顺东研究员主讲《山水·贝丘·神
鸟———沅湘先秦原住民文化印象》， 讲述这一段
值得湖南人骄傲的光辉历史。

沅澧交融 文明加速的诗画往事

在吴顺东的描述中，三湘之一的沅湘，在武
陵、雪峰之间，洞庭以西，长江以南， 其核心区域
即今天的怀化、自治州、常德、张家界，它是“童话
外的真世界”。高山溪谷、低山丘陵与河湖平原俱
有，气候宜人，空间格局从相对封闭、半封闭到舒
展开阔，高山让独特文化稳定进步，丘陵适合跨
流域文化碰撞，平原让各种文化自由交流、全面
融合。

整个旧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沅水
旁的原住民和生活在澧水边的原住民，因山高路
远，分别各自发展着 水文化和澧水文化，老死
不相往来。沅水旁的原住民石器简单粗放，而生
活在澧水一带的原住民石器小而秀气。

时间缓慢向前，沅澧都奔向洞庭。终有一天，
在距今约2万至4万年的旧石器晚期， 水文化和
澧水文化在澧县的乌鸦山最早零距离接触。此处
距城头山遗址约20公里，出土的1500多件石制品
证明，沅水类群的石器开始改头换面，由粗放变
得袖珍精致了。到了距今6800-6300年，安乡的
汤家岗遗址见证了这两种文化的第二次握手。澧
水边的汤家岗接纳了沅水旁距今约7800-6300
年的高庙文化中美丽的白陶，同时接纳了这种祭
器所代表的文化信仰。 到了距今6300年左右，在
澧水人群生活区域得到充分发育的大溪文化要
素深入到了沅水中上游腹地，且连稻作文明重要
象征的孱稻壳磨光红衣彩绘陶器，也在辰溪柿溪
口贝丘遗址里唱起了主角。两种文化显然有了更
紧密的交流和互动。

这种交流融合， 是原住民求生存而迁徙之
功。他们需从江河里捕捞鱼虾，又要避水安居，就
得把住地选在石滩、回水湾、溪河汇流处，而鱼螺
蚌的繁殖与生长又受各种因素影响。人类学调查
数据表明，这种被动型经济实体住地的人口承载
能力通常在25人以内。当鱼螺蚌枯竭了，一部分
人群就向江河下游寻找新的安居点，终在两水交
汇处相融，文明就这样向前加速推进。

在吴顺东眼里，7000年前的沅湘先民过着集
约、节能、环保的日子。沅湘17处贝丘遗址的发掘
表明，这些先民“上班”捕捞区域和“下班”吃住区
域相邻。渔具、刀具、餐具都磨制精细，石斧、石
刀、骨锥光滑犀利，尽显精工品质。吃的呢？江螺
稳居日常美食榜首，其次河蚌。猪、牛、鹿、犀、象
等也不时被端上餐桌，70公斤的青鱼都吃过。还
会烧烤，敲骨食髓。炊煮的陶釜大小同如今小砂
煲，足见节约。

高庙文化�初创太阳历和远古神系

上古沅湘先民一心只想解决温饱吗？在距今
7800-6700年间的高庙下层遗存证明，他们把生
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且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

高庙文化先民聚族而居，居住区、祭祀区、墓
葬区、垃圾区，分得清清楚楚。房屋面积20至30平
方米，有的设有厨房，厨房外侧挖有储存鱼螺的
窖穴。食余抛弃的螺壳、贝壳等垃圾集中倒放在
30米外的缓坡上（现称贝丘）。墓葬区流行竖穴土
坑侧身屈肢葬。并修筑了大型祭坛，配套设施完
善，祭祀场所近1000平方米。

远古神灵何时产生？沟通众神的祭典和天梯
是什么模样？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贺刚
主持发掘了高庙遗址，他发现是高庙文化先民初
创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完整神系，创造了供神灵上
下天庭的神山和“建木”天梯。屈原《九歌》里呼唤
的天地众神和祭祀并非他的虚构，在距今近8000
年的高庙文化里都能找到出处。他们发明了白陶
等一套用于礼神的祭器，发明了象征太阳历的八
角星图像，初创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并在距今
7000年左右，高庙文化先民曾向洞庭湖区西北岸
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强势扩张与迁徙，率先在澧
阳平原的城头山修建了面积约6万平方米的大型
环壕聚落。

“天府一角，小宇宙有大能量。”吴顺东用一
张张图片诠释， 要品味史前遗址里的艺术风骨，
就去看沅湘的祭器神器；要审视其建筑学结构美
学成就，应去看祭坑神坛。

白陶的发明是高庙文化先民的一大创举。吴
顺东对白陶这一祭器极尽赞美之词，认为它有三
位一体的美。特立独行，蜕变于高火候煅烧的夹
石英砂白胎硬陶，是形质美源头。它略显粗粝的
质感，注定是为绘上永生的主题图徽而生；白陶
又是立体雕塑美的极致，装饰技法细致到无以复
加的剔刺蓖点手法与白陶质感相得益彰，呈现出
独一无二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质感与技法美
终究只能作摆件， 而白陶却有鲜明的主题美，神
鸟声震长天，图案背后蕴含的深意使白陶成为了
一件流传千古的神器。

神鸟诞生�跨越时空翱翔华夏

怎样的大师才能绘出那神奇的图案，为白陶
注入生命与灵魂？当然是那些感恩造物主衣食馈

赠、敬畏天地万物的原住民艺术家。那神奇的图
案是什么？吴顺东不容置疑：鹰（凤鸟）！你看那锐
目、勾喙和利爪！

不身历其境，如原住民般跋山涉水，就不能
真正理解他们对像鹰一样自由飞翔的梦想的向
往与执着。吴顺东在大山中工作数月，每日重复
攀爬，烈日下饥渴交加时，他眼前真会幻化出一
只大鹰来。史前山民选择把梦想绘成画，恰巧他
们的白陶神器正需要一个承载众人梦想的主题
神徽。于是被后世添加了诸多神话色彩并名之曰
凤鸟的神鸟自此诞生， 双翅上分别驮载有太阳、
八角星或者龙的图案升天。随后，这只神鸟迅速
成为南中国共同的精神守护者。

制作出神鸟范本的大师， 应记上旷世奇功。
他最终呈现给神灵和族人的神鹰，浅浮雕，力与
美完美结合，将雄鹰振翅欲飞的机敏、矫健、灵动
和威武，展示得淋漓尽致。他对神鹰雷霆下击杀
的利爪，进行了局部立体化放大处理，瞬间升级
为视觉核心。由此主导了数千年同类型艺术主题
创作方向，遍及玉石、陶瓷、金铜、骨牙、竹木等各
类创作材质，无可超越。

更令人叹服的是，大师们还懂得变通，从正
向鸟首、正向几何化鸟首、侧视相对（相背）双鸟
首、上下阴阳构图法的全鸟图，到仅仅抽取鸟首、
鸟翼、鸟爪，或鸟尾、鸟头移位折叠，毕加索的立
体主义在距今7000年前的沅湘白陶上就出现了，
白陶上的镂空图案又与现今大湘西的傩面如出
一辙。这是高庙文化原住民对艺术领域的又一重
大贡献。

这只绘于白陶祭器上的神鸟随着高庙文化
跨越时空传播。距今6300-6800年左右，沅湘白
陶在江浙皖沪普遍发育。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
陶器和辰溪松溪口同组器物如同孪生兄弟。贺刚
的考古研究证明，高庙文化广为传播至岭南桂江
流域、环洞庭湖区、鄂西峡江地区、陕西汉中、关
中地区、鄂东皖西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在纵向的
时间长河里，龙和凤（神鸟）合作，充当与天地神
灵沟通的媒介，这种信仰系统从高庙文化经河姆
渡文化、良渚文化一直传承发展到商代都未曾改
变。西周青铜器及长沙战国楚墓和马王堆汉墓帛
画一脉相承。

吴顺东认为， 高庙文化在华夏大地上跨越
时空的传播，是基于其有延续性强、稳定性好且
有唯一性的鹰（凤鸟）为神徽的“文化基因”。当
白陶消失了，神鸟还留在各种器物上。他的分析
数据显示，史前至先秦的江汉、江浙、皖沪、川
渝、云贵等地均保持了较为鲜明的鹰（凤鸟）信
仰艺术主题。

氵舞

氵舞

探
寻
湖
湘
文
明
密
码

05

10
责
任
编
辑
陈
永
刚
版
式
编
辑
张
杨

2019

年5

月21

日
星
期
二

沅湘飞出一只中国神鸟

■大事记

1.1991年、2004年 、
2005年三次对洪江市安
江镇高庙遗址进行发掘 。
第三次发现有房址、墓葬、
灰坑、窖穴、祭祀坑和大型
祭祀场所， 出土大量动物
骨骼及各类石、陶、骨、蚌、
牙器及玉器。

2.1993年 12月 ，对
辰溪县松溪口贝丘遗址进
行了发掘。 遗物以陶器为
主,纹饰流行凤鸟纹、羽翼
图案、祭祀场景等。早期距
今 7400-7100年 , 其文
化内涵与高庙下层文化近
似。晚期距今7100-6600
年，命名为“松溪口文化”，
与高庙下层文化有着承继
关系。

3.1993年 12月 ，对
辰溪县征溪口贝丘遗址进
行了发掘。 该遗址的年代
为距今6800-5700年 。第
一期属于高庙下层文化晚
期, 陶器纹饰流行凤鸟纹
和羽翼图案， 第三期属于
高庙上层文化, 陶器纹饰
流行用鳖甲拍印的凸点
纹，第二期应属于“松溪口
文化” 。

4.洪江高庙遗址入选
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

5.2006年7月， 在辰
溪大洑潭电站工程建设中
发掘了第二处新石器时代
贝丘遗址。 出土了一批白
陶、夹砂褐陶残片、石器、骨
器、水生和陆生动物骸骨。

6.2015-2016年，湖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
编制了 《高庙遗址保护规
划》，已获国家文物局批复
同意。

7.2017年，对泸溪下
湾贝丘遗址进行了首次大
规模发掘。 清理了40余座
墓葬， 揭露了一处大型祭
祀场所， 出土了一大批高
庙文化遗物。综合考察，下
湾遗址很有可能是新石器
时代一处以宗教祭祀为主
的重要聚落， 它是研究沅
水中上游地区环境、聚落、
社会及文化变迁的一处重
要遗址。

■评说

礼仪性建筑是人类文明的要
素之一。 根据高庙遗址的发现，我
们可以说中华大地也有了7000年文
明 ，也可以说 ，中华文明出现第一
束曙光 ，还可以说 ，它是中华文明
起源的第一波 。但是 ，越是较早出
现的文明 ，越是依赖自然 ，所以保
护它的建设控制地带，应当以一个
更大的地理单元为界限。

———原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
司副司长、博物馆司司长 孟宪民

湖南洞庭湖地区，以及湘、资、
沅 、澧四水的河谷地带 ，都留下了
人类频繁活动的遗存 。其中 ，发生
于沅水中上游河谷地带的高庙文
化是其杰出的代表。这支文化的年
代上限可到距今7500年 ， 下限为
6500年，虽然农业不是这支文化的
主要经济形态，但它却创造了极为
丰富的精神财富 ，比如白陶 ，还有
陶器上的众多刻画和戳印的图像，
这些图像是高庙人精神世界的集
中反映， 是其观念的生动体现，这
种观念影响范围广、 影响时间长，
并成为后世中国精神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郭伟民

高庙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
是7400多年前原始人类第一次将自
己内心的精神世界绘于器物之上。
在中国考古界，举世闻名的河姆渡
文化遗址出土了刻有凤凰图案的
象牙器物，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
年。而在高庙文化中发现的凤凰图
案比河姆渡文化早了近400年 ，它
对于我国宗教史和艺术史的研究
意义不可低估。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贺刚

史前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三次
高峰：距离我们最近的 ，当是如今
史前考古学研究中相当热门的、标
识着5000余年文明起点的良渚文
化中工艺高超的良渚玉器； 往前，
则是从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即开
始累积的、不断牵引着中国考古学
研究方向的、覆盖面极广的6000年
前花团锦簇的庙底沟文化彩陶；再
往前，似乎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
次艺术高峰，当属7000年前神秘莫
测的高庙文化白陶了。

洪江高庙的白陶一经发现，便
使得华南地区早期艺术的繁荣程
度，直接盖过了当时黄河中上游地
区。白陶的四散传播，西北到陕南，
东南抵达珠江口，向东沿着长江干
流直到太湖流域的东侧。白陶纹饰
丰满而厚重。图案种类很多 ，最常
见的组合却是鸟的形象，这与良渚
“神徽”的范式惊人的相似。既跨时
代、又跨区域、还跨谱系。湖南白陶
与庙底沟彩陶、 良渚玉器一样，完
全称得起艺术高峰的赞誉。我们通
过良渚人的演绎，可以间接了解白
陶上那种诡异的高台 、 飞鸟与尖
牙———一个由湖南史前土著先民
们构筑的神的世界。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刘斌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整理）
� � � �沅江右岸石滩（辰溪柿溪口贝丘遗址）。 本版资料图片均为通讯员 摄

白陶罐上的神鸟图案。

� � � �洪江高庙出土的白陶上的神鸟双飞。

桂阳千家坪出土的白陶罐上
的神鸟图案。

� � � �沅湘贝丘遗址里的螺壳。

� � � �安乡汤家岗出土的白陶豆。

� � � �辰溪松溪口出土的白陶罐上的神鸟图案。

� � � �白陶上的缕空图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