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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五千年前的中国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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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湖南日报》结缘
始于上世纪７０年代。 那
时我刚参加工作，在百里铁
乡湘东铁矿前线指挥部办
快报，每天及时反映来自全
省各会战连的好人好事。有
次，一位师傅在井下作业遇
险时沉着应战，既保住了当
班人员的安全，又有效地防
止了井下塌方。于是我写了
一篇千字左右的通讯投寄
给了《湖南日报》，没多久就
收到了湖南日报编辑部寄
来的信。当时我心里呯呯直
跳，心想不会是退稿吧？ 当
众麻着胆子拆开后， 一张
《湖南日报》跳了出来，居然
刊有我写的那篇通讯《勇战
塌方》。 年轻伙伴们一把将
我抬了起来欢呼，祝贺我第
一次在省报上稿，也欢呼湘
东铁矿工人的事迹首次登
上了《湖南日报》的大雅之
堂。
从那以后， 我刻苦练
笔， 积极向《湖南日报》投
稿，被报社编辑部聘为通讯
员。 有年秋天，湖南日报编
辑部专门组织人员来湘东
铁矿矿务局采访钢铁大会
战的情况。采访组由报社易
建凯、曾强、戴新畴和宜章
县委通讯组胡汉勋、安仁县
委通讯组郑益华及我组成。
我们采访半个多月，分工协作写出了长篇通讯
《大打矿山之仗的人们》，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
不少采访写作知识，和他们成了忘年之交。
后来我到长沙读书时，常去报社看望老师
们，戴新畴老师也来河西学校看我。 他带着一
台海鸥相机，手把手地教我，成为我学摄影的
启蒙老师。 我拍的摄影作品能成为
“
湘江”副刊
的刊头照， 不少摄影作品在国内外展出获奖，
还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随团出访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都凝聚着戴老师的心血！ 1978年7
月，他得知省广播电视厅组建地市记者站需要
人员，马上写信给我，要我写自我介绍材料，几
次向省电台推荐我。 虽然那次调动最终没能如
愿，但我对他的热心帮助感激不已。 后来得知
戴新畴老师去世，我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作为通讯员，我就如何办好《湖南日报》曾
多次写信谈看法和建议，每次报社群工组或通
联部都给我回信，有时罗章老师觉得我反映的
情况有价值，还编辑刊登出来。 我先后有多篇
稿件都是以“读者来信”形式刊登在《湖南日
报》上的。
1982年3月， 我第一次向《湖南日报》
“
洞
庭”副刊投稿。 事先，我给副刊部写信，想为诗
人聂鑫森写一篇专访。 编辑谭谈老师回信说已
约请一位作者采写聂鑫森了， 对我表示感谢。
接到谭老师回信时，我的稿子已经写成，于是
我把自己的专访寄给了谭老师，并写信告诉他
不求发表，仅供他编稿时作参考。 按理说，我这
篇专访无疑成了一篇
“
死稿”，他将稿子丢入废
纸篓就是。 但他没有这样处理。 为了让这篇稿
子复活，他打电话联系湖南广播电台《广播杂
志》负责人，说明情况，把我的专访转寄给了省
电台，又写信告诉我处理结果。 后来省电台用
较长篇幅播出了我的这篇专访。 为了我这素不
相识的业余作者的稿子能被采用， 谭谈写了3
封信，打了2个电话，令我深为感动、深受教育。
我写了《从一篇死稿
“
复活”赞谭谈好作风》寄给
报社编辑部，在《湖南日报〈长征路上〉》刊发。事
后谭老师嗔怪我不该为他说好话。 他的为人和
编辑作风，让我受益终身。 从事专业新闻工作
后，我坚持以谭谈老师为榜样，尽力为他人
“做
好嫁衣”。
在我成长的路上，许多领导和老师给过
我关怀和帮助。 在《湖南日报》恩师们的关怀
和帮助下，1986年9月，我凭着自己在《湖南
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的作品和湖南日报
总编室为我写的获奖证明，顺利调入株洲市
广播电视局， 由一名普通的记者做到总编辑，
并评上了高级编辑。
一晃30多年过去了， 每当回首
往事，我与《湖南日报》结缘的那些人
和事，就历历在目。 我
感恩《湖南日报》，感恩
报社恩师，是他们帮我
圆了“记者梦”，我与他
们结下的读作编之间
的深厚友谊，令我终身
难忘。

我与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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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的意义与展望
——
郭伟民

2019年7月6日，阿塞拜疆巴库，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
的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五千年中华文明终于获得国际话语权。
五千年岁月封尘，五千年波涛奔涌。 在中
华民族的祖先记忆里，五千年魂牵梦绕，潮起
潮落，始终记得禹画九州、舜帝南巡；始终记得
炎黄与蚩尤，华夏与苗夷，这些岁月往事早已
铸成民族之魂，存留在我们的血液之中。 如今，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华文明五千年有了国际
认证。 这是几代考古工作者不懈奋斗的结果，
是考古人坚守的初心与使命。

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玉琮。

三次重要考古发现揭示出一个
秘藏了五千年的文明国都
良渚遗址从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0
多年。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
代以来，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就没有间断过。
数十年的田野工作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绩：
发现了瑶山、反山祭坛和王族墓葬，发现了以
莫角山为中心的宫城、内城和外郭城，发现了
以古城为中心的众多聚落遗址， 及古城外围
水利系统， 这些重要考古发现揭开了一个秘
藏五千年的文明国度， 改写了世人对于中国
远古文明历史的认知。
我对于良渚的了解， 最初是从课堂上得
来的。在大学，我学历史，学考古学通论，知道
在长江下游的史前时代有一个良渚文化。 后
来参加工作，真正干起了考古，就必须从课堂
书本到实践了，这种实践是要到田间地头，到
考古库房，去面对面、触摸和感知。
良渚古城特别重要的考古发现有三次：
第一次是发现了瑶山、反山的祭坛与墓葬，祭
坛是精神文化的产物， 墓葬也是精神文化的
产物，人类之所以会出现文化和文明，关键是
人有思想，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的东西，这
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反山和瑶山祭坛墓
葬以及其所反映的精神文化， 显示了一个高
度复杂社会的存在。 第二次是发现了良渚古
城，发现了三重城所形成的古城系统，以及众
多与之关联的设施和聚落遗址。 第三次是发
现了外围的水利系统。
我曾多次去良渚，记得第一次到良渚时，
古城一角刚刚出露。在一个叫葡萄畈的地方，
浙江省考古所的刘斌在那里进行考古发掘，
揭开了一段城墙，以及被城墙压着的垫石块。
我联想到发掘湖南澧阳平原城头山时， 城墙
在建造前也有人为的铺垫。葡萄畈发掘后，浙
江考古所的同仁以此为突破口， 进行全面系
统的调查勘探，对良渚古城的基本情况，它的
几重城墙和护城河等， 都有了明确的调查结
果。此外，还开展了以良渚遗址为中心的周边
聚落调查工作，发掘了庙前、吴家埠、文家山、
玉架山、茅山等一系列遗址，揭示出以良渚古
城为中心的遗址集群。在这样的调查过程中，
又有了非常惊人的发现， 即发现了良渚外围
由高坝、低坝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

中国最早的较完备的
城市功能已经出现
良渚的文明高度， 已经通过大量的考古发
现来实证。 各种迹象表明，良渚已经进入文明社
会，反映了具有国家文明的一般性特质，比如古
城的宫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与之相关的城
外聚落和水利系统， 表明中国最早的较为完备
的城市功能已经出现。 祭坛与高等级墓葬、手工
业作坊区等则体现了相当明确的社会等级和分
工。 特别发达的玉器体系和崇玉风尚非常具体
地代表了这个文明的高度。
良渚墓葬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分层是非常明
显的，埋葬在祭坛上的墓主显然都是王族成员，
不少就是王的墓葬， 这些墓里有大量的玉器随
葬。 其他普通平民的墓葬根本没有这样的待遇，
随葬品都很少，别说玉器，就连陶器的等级也很
低。 所以，良渚有非常明显的社会分化。 从聚落
群的布局而言， 有城池、 宫殿这样的高等级聚
落，但更多的是普通村落，有明显的城乡分野。
良渚社会所呈现的是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高
高在上的是居住在宫殿庙堂、 埋葬在祭坛大墓
里的王和贵族，大量的底层百姓都较为贫穷。 有
专家推测，在良渚文化所分布范围里，可能已经
实现了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统一。

使西方学术界改写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基本观点
良渚文明现象的揭示，对良渚社
会性质的推定，是随着考古发现与研
究不断往前推进的。
关于文明， 特别是早期文明，国
际学术界有一套固定的标准和模板，
要满足这些标准、 具备这些要素，才
能称之为文明。 其中如文字和金属的
使用，也是必备的要素。 但是，良渚社
会没有这类要素，但良渚社会极富特
征的玉器却没有被列入。 这就促使中
国考古界重新认识早期文明国家的
某些基本特质和模式。 中国是古老的
文明国家，国际学术界确定的标准是
否真的适合中国， 确实需要重新评
估。
晚清以来，中国学术界长期与西方
脱离，欧美学术界对于中国早期社会特
别是史前社会，基本处于无知状态。 西
方学者在阐述文明的形态和进行文明
比较的时候，并没有把中国文明的这些
形态纳入到一个他们的研究范围，从而
使其在定义国家和地区文明的时候出
现了某种程度的偏差，这些偏差正需要

中国学者来予以纠正和修改。良渚考古
发现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良渚申遗的成功， 说明国际学术
界逐渐认可中国所代表的一种东方文
明形态及模式与西方所定义的早期国
家文明是有差异的。 这种差异，不是文
明的高低问题， 而是文明形态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问题。
良渚申遗的成功，也让西方学术
界改写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文明
发展的基本的观点，改写了他们认为
文字和金属作为文明标志的西方模
式。 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包括美洲
的考古发现也证明：文字并非文明和
国家的必要选项。 退一步说，良渚是
不是有文字，还真不好说，因为良渚
发现了大量的刻划符号，这些刻划在
陶器上的符号， 目前还没有办法破
解，但显然有着特定的含义。 或者，文
字可能书写在有机物上，无法保存下
来也未可知。 所以，研究中国文明的
出现，不能非得以文字的考古发现作
为必要条件。

五千年前的中国大地文明化
进程加速，群星璀璨
考古发现揭示， 早期中国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
所走的路不完全一样， 可以理解为距今5000多年前，
中国大地上各个区域既按自身传统发展， 又有一定的
交流与互动。 用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话来说，这
是一个满天星斗、群星璀璨的时代。
群星璀璨所表现的， 是中国文明化进程呈现出了
加速的趋势，进程加速，互动交流也加速。 我们看得到
的一些现象是，屈家岭文化的遗物到了良渚，良渚文化
的遗物也到了屈家岭； 我们看到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
化有交流，屈家岭文化和中原仰韶文化也有交流；看到
良渚文化北上和大汶口文化西进、南向；看到屈家岭文
化跨过黄河、翻越中条山，在运城盆地开花结果。
5000多年前的中华大地一派繁忙，风尘仆仆。 这
是一个风起云涌、浪潮迭起的时代，一个鲜活、丰盈、
奔腾的文明，一个万千气象的社会，一个早期的中国
正扑面而来。

远古湖南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
具有重要地位
2006年的冬天，大雪纷飞，我们在澧县鸡叫城的
发掘却热火朝天，7米深的地下，堆积如山的史前稻谷
破土而出。 鸡叫城遗址有城墙和三重环壕，周围还有
密集分布的聚落， 形成一个范围达50万平方米的聚
落集群。 最近在华容七星墩，也发现了一座屈家岭文
化时期的古城，面积25万平方米，若加上周边的几十
处遗址，分布面积更达数十万平方米。
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在早期中国的历史上有
非常重要的贡献。 上古文献记载，上古中国存在三大
族群，分别是华夏、东夷和苗蛮。 长江中游是苗蛮族群
的原乡，深植于这片沃野故土。 长江中游十数座古城
不是凭空而起的，是这个区域古老文化连续发展演进
的结果。 现在看来，这个源头就在洞庭湖的澧阳平原。
几十年的考古工作已经把长江中游众多城池的源头
追溯到更早的年代了，城池的源头是环壕聚落，早到
距今9000年的彭头山文化， 而八十垱遗址就是一个
非常完好的环壕聚落，是早期城池的滥觞。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景。

良渚时代中国各区域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和发展
良渚申遗的成功，给我们带来诸
多启示，也促使全国考古工作者更加
去关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大地上
各个区域的文化和文明形态的考察，
开展相关的考古工作。 这些年，国家
文物局倡导“考古中国”，就是要揭示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
良渚古城，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
于良渚时代的中国的认识。 良渚这个
文明国家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否是
当时中国唯一的文明，不能不引起学
术界的思考。
良渚古城的年代在距今5300至
4300年之间， 在这样的时间段里，中
国很多的区域都有非常重要的考古
发现，表明当时这些区域里面存在古
国和文明。 如辽河流域发现了红山文
化，红山文化发现了大型祭坛、神庙
和墓葬，也有密集的聚落分布，同样
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化，5000多 年 前
的红山文化显然也是一个古国文明。
黄河中游、 下游的中原和海岱区域，
有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也有非常
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最
近这几年，山东焦家遗址就有非常重
要的考古发现，显示出复杂社会的种
种迹象，暗示文明已经出现。 黄河中
游的灵宝西坡遗址发现大型建筑和
良渚古城遗址。

高等级墓葬，也显示了一个非常发达
的社会存在。 在长江中游， 在距今
5300年前进入屈家岭文化，一直延伸
到距今4500年，这个年代的主体与良
渚文化同时。 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已
经发现19座古城，这些古城有规律地
排列在平原的高地上。 石家河古城发
现了大量的遗迹遗物，巨大的城聚系
统面积达8平方公里、 齐备的城内功
能、 明确的宗教祭祀和墓地分区，以
及不少造型特异的器具，都显示这是
一个高度分化的复杂社会。
因此，长江中游地区与良渚同时
的这个时期，也有非常重要的考古发
现，形成了密集分布的城群系统。 这
个系统的文明模式和形态，与良渚是
有差异的。 长江下游到目前为止，良
渚时代仅有良渚一座城，长江中游却
有19座城。 文化遗存上它们也有差
异：长江中游缺少良渚古城的那种玉
器系统，陶器的风格也不相同。 学术
界认为，这个时期长江中游应该就是
三苗古国的所在。 所谓“三苗”，或可
理解为众多苗人居住的地方。 当然，
由于目前开展的考古工作还很有限，
这19座古城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
有一个统一的中心，或是松散的联合
体，都还不清楚。

湖南澧阳平原见证中国远古文明之花
从萌芽到绽放的全过程
从彭头山文化到汤家岗文化，澧阳平原之上的
—中国目前最早的史
环壕聚落无以计数，城头山——
前古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出现的。 城头山古城
的始建年代是距今6300年前的大溪文化一期，后
来经过四次大规模修建和扩大，最后形成的城池8
万平方米，这是一个圆形的城，因此还像是早期环
壕聚落的孑遗。 城头山古城的出现，非常完整地展
现了从环壕聚落到史前古城的完整发展过程。 城
头山古城是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众城之母，也是中
国大地上的万城之城，是古老的文化在澧阳平原结
出的硕果。 由此能见证澧阳平原在长江中游的位
置，在中国的位置。
澧阳平原也见证了中国史前文化从产生到发展，中
国远古文明之花从萌芽到绽放的全过程，在这样一个面
积仅5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有300余处遗址，文化的
发展从距今10000年到3800年的时间段落里面没有间
断，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也是极为罕见的。
我们还认识到，支持这样一种文化持续稳定发
展的基础，是这里的平原，这里的土地山川，这里发
达的稻作农业。
中华文明以农业立国，湖南的稻作农业有极为
古老的渊源，有迄今为止最早的具备完整形态的道
县玉蟾岩水稻，有距今6500年前的城头山水稻田，
有完整系谱留存的水稻演进链条，这成为长江流域
早期文明的基石。
饭稻羹鱼，正是对早期南中国文明形态的基本
概括。
（作者系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获
“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田野考古优秀工地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