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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国最早之城的人走了。
2020年5月2日，湖南考古开创者与
奠基人之一、主持发掘城头山遗址的
考古学家何介钧先生，安静地去了另
一个世界。

何介钧先生一生致力田野考古
与研究，为湖南文物考古事业发展做
出了突出贡献，也提携、培养了一大
批优秀的湖南考古人才。何先生留
在他们记忆深处的温暖细节，质朴、

真实。他是一位有着赤子之心的纯
粹学者，其专业精神与处世风范在日
常工作与生活中自然流露着。《湘江
周刊》特别刊发两位湖南考古界人士
的怀念文章，以向何介钧先生致敬。

谭远辉

惊闻何介钧先生仙逝的噩耗，
心中无比哀伤。我与何介钧先生
相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省博
物馆与考古所尚未分家，何先生时
任省博物馆副馆长，主管考古部工
作。我当时还是津市文化馆一名
临聘人员，协助李传发同志（当时
为津市市文物专干，后为津市文物
管理所所长）从事津市的文物工
作。

我与何先生的机缘在 1986
年，当时，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结
束后，由我编写津市文物普查成果
资料汇编。初稿完成后，李传发同
志让我带上资料和采集的部分遗
址标本到省城向何所长请教。我
当时三十刚出头，做文物工作是初
出茅庐，我背着记录、图纸及标本
乘船前往省博，径直找到何先生办
公室，向何先生做了自我介绍，便
打开背包，将所有东西摊在地上，
请何先生过目。何先生稍稍看了
一下，我就感觉到他不加掩饰地露
出了欣喜之色。他立即叫来了袁
家荣、王文建、裴安平、郑元日等先
生，高兴地说：“他是津市老李那里
的，你们看，咯匝伢子的图画得真
好，字也写得漂亮。”诸位先生看了
也都点头认可。看完后，何先生和
诸位先生又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
我一一如实奉告。大家感到很惊
奇，怎么冷不丁就冒出这么一个稀
有动物。打这以后，我便与何先生
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考古部从博物馆分出来，
成立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
先生担任所长。当时所里没有专
职绘图员，于是我就成了考古所的
兼职绘图员，所里有重要的绘图任
务，何先生就向津市要人。1992
年，澧县城头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
作启动，由何介钧先生任领队。这
以后，每年冬季都有一次发掘。
1992 年是试掘，何先生委托澧县
文管所的曹传松所长和湖南师大
的单先进教授进行。1993年正式
发掘开始，我参加了这次发掘，但
没参加几天就因津市本单位有抢
救性发掘任务而离开了。1994年
冬，城头山遗址发掘大兵团作战，
从全省各市、州、县抽调业务人员，
我亦应召参加。何先生委我以重
任，负责第四区（墓葬区）的绘图工
作。1995年小规模发掘我没有参
加。从1996年到2000年的发掘，
我都是何先生点名必须参加发掘
的成员，而且命我为总绘图员，负
责发掘总图及主要遗迹、地层图的
绘制，并对各探方分图进行把关、
规范。这期间经历了三年中日联
合考古和两次申报全国十大考古
发现。我不辱使命，使图纸完善精
准，何先生非常满意，由此获得了
他的高度信任。

何先生是性情中人，毫不掩饰其
恼怒，也毫不吝啬其赞誉。他做事雷
厉风行，每次下工地他总是叫大家大
清早出发，这样到达目的地时间就较
充裕。在发掘期间，无论晴天下雨，
每天大清早他总是一个人走到工地

转一圈，研判一下前一天的发掘情
况，谋划当天的发掘方案。

发掘工作结束后，紧接着是城
头山遗址大型考古发掘报告的编
撰，何先生任主编，考古所多位专
业人员参加。何先生又让我负责
报告绘图，那时候无论绘草图还是
线描图，都是纯手工，报告插图排
版也是手工粘贴。由于报告体量
大，绘图任务很艰巨。何先生对我
说：“有你给我做这件事，我就省心
了。”在这期间还进行了几次补充
发掘，我也自始至终与何先生在一
起。与何先生的长时间交往，聆听
教诲，使我在专业技能和理论水平
方面都有所提高，何先生的工作作
风、敬业精神和谦逊平易的长者风
范也使我获益匪浅。我尤其对一
件事感触很深。大概是2004年冬
天，天气很冷，城头山报告编写后
期，我有事要问何先生，找到当时
资料室，发现何先生一个人在那里
查资料，改书稿，房间里没有任何
取暖设备，我看见他手都冻红紫
了，看着都有点瑟瑟发抖。我说：

“何所长，您怎么不去空调房里弄
呢？这里这么冷。”他嘿嘿笑道：

“还好。”
城头山考古报告编辑出版期

间，还同时出版了《长沙马王堆二、
三号汉墓》，也是何先生任主编，我
负责图纸绘制及编排。编辑分别是
楼宇栋先生和张庆龄女士。每次去
文物出版社都是我陪同他去，因为
编辑会有文字及图纸的修改要求。
那时候何先生就已经有点健忘了，

经常找随身物品，如眼镜、笔、记录
本等，刚用过不久就不知放哪儿了，
到处找，于是我就帮他找，其实有时
就在边上。有一次编辑张庆龄头天
给他讲了一些事，他当时也答应了，
第二天问他，他说：“你冇给我讲
啊。”编辑有点愕然。我将编辑叫到
一边，给她说了何先生的病情，并要
她有什么事情先给我说一下。那时
候何先生才60多岁，退休不久。我
们知道，那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初期
表象，大家都非常惋惜。

城头山考古报告编辑完成后，
何先生对我说，他还准备将华容车
轱山遗址考古报告编写出来，这样
他就没有欠账了，他要我一定帮他
完成这项工作，我毫不迟疑答应了

他，他也开始收集相关资料，但是我
们知道，他的病情已经越来越沉重，
恐怕难以遂愿，果然后来就没法做
了。但车轱山遗址的资料确实很重
要，编写报告很有必要。巧的是，
2016年，郭伟民所长把这项任务交
给了我。虽然史前考古不是我的强
项，但是为了了却何先生的心愿，我
应承下来了。后又进行了一次补充
发掘，现报告编写已接近尾声，何先
生却已经永远告别了他念兹在兹的
考古事业。他一定希望《华容车轱
山》这部考古报告尽早出版，我愿向
他老人家保证，一定不辜负他的心
愿，让他含笑九泉。

（作者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员）

拔地而起
是为了上升、
再上升
——《旋梯》诞生记

曾思艺

20 世纪 80 年代初，那是一个理想
闪光、激情澎湃的纯情时期。湘潭大学
中文系的学生那时正值二十刚出头的
年龄，正是浪漫多梦、渴望创造的青春
时期，几乎每一个人都做着作家梦。但
创作是一件极其艰苦的事情，因此，三
四年下来，能坚持到最后的，也就所剩
无几了。我们中文系七九级40人，到毕
业的1983年，还坚持写诗并且创作较多
的主要有四人：刘演林、严福金（乔言）、
李绍银和我。

这年的春天开学后，我深感毕业在
即，大家即将各奔一方，忙于自己的工
作，相见不易，创作4年，毕业前应该留
点纪念。于是，我和演林、福金、绍银商
量，毕业前我们四个写诗的，每人掏点
钱，合出一本诗选，自己刻版自己印刷，
为大家留个纪念，大家一致赞同。

按照规定，这件事得中文系领导同
意并批准。于是，大家让我去找我们当
时的系副主任张铁夫老师。二年级至
三年级时，张老师上过我们的外国文学
课，他课讲得好，人品也非常好，是我们
最敬爱的老师之一，大家私下里亲切地
称呼他为“铁夫斯基”。我找到张老师
家里，向他详细汇报了出纪念诗选的
事。张老师说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大加
鼓励，并且建议：你们干脆办大点，让全
系的同学乃至全校的同学都能参加，以
后有条件成为系里乃至学校的一个学
生刊物。还说，既然办成学生刊物，你
们不必掏钱，一切费用由系里资助。只
是组稿、到湘大印刷厂办理铅字印刷等
事情，须得你们自己跑腿。张老师还建
议我去请教彭燕郊老师，说他在办刊物
方面很有经验，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不少
的东西。张老师不愧为我们最敬爱的
老师，他的建议很有远见，不仅对我们、
而且对全校爱好文学的学生都很有实
际意义。

于是，我又去拜访了彭燕郊老师。
彭老师也十分支持，并建议我们不但可
以发表自己创作的新诗，而且应该刊发
同学们翻译的一些外国诗歌，尤其是现
当代外国诗歌；不仅要发新诗，而且可
以发一些旧体诗、散文诗。

有了张老师和彭老师的鼓励和支
持，我们的干劲更足了。我们四人决
定，按张老师说的，这个刊物不再局限
于我们四人，甚至不限于中文系，而尽
量扩展到全校。我们四人决定分头行
动，去找全校爱好文学的同行约稿。我
当时找的是早在彭老师家认识的外语
系的张少雄（欧莎）同学，他们三位则联
系了程兴国、陈惠芳等同学。

最终，经过一番努力，我们四人约
够了这期创刊号的诗稿。根据系里的
指示，所有的文稿都必须交给张铁夫老
师审查。张老师认真审查了我们的文
稿，并充分予以肯定，但也指出，有些作
品情调过于灰色，或过于感伤，不适合
刊载（彭燕郊老师颇为欣赏的我的《关
于外祖母的回忆》两首诗因为过于感
伤，因此没能刊载）。

最后，我们四人坐在一起，商量给
这个刊物取个名字。大家商量了很久，
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命名，但没有普
遍认同的。我当时正在写毕业论文，研
究的是彭燕郊的诗歌，正在反复读彭老
师的诗，突然觉得他有一首诗《旋梯》非
常好：“因为它高出云表，刺入蓝天深
处，/翘首仰望时，总有烟雾缭绕。/拔地
而起是为了上升、再上升，视野便越过
烟雾而控制了全景。//多少尘埃卷成团
团迷茫，多少次围来，/攀登者却早已将
它们抛在脚下……”（彭燕郊《旋梯》）

“旋梯”象征着不断追求、不断完
美、永无止境的发展和追求，非常形象
地表达了我们追求艺术的决心和过程，
我提议用这个名字作为我们诗刊的名
称，并拿出这首诗来给大家看。大家看
后 一 致 同 意 我 们 的 刊 物 命 名 为《旋
梯》。严福金自告奋勇担任刊物的主
编，大家同意由他出任主编。

1983年4月，《旋梯》创刊号刊印了出
来。刘演林设计封面并亲自刻板。创刊
号共发表严福金（乔言）、刘演林、曾思艺、
瞿明刚、张少雄（欧莎）、戈贝夫、筱莉、解永
先、龚惠玲、程兴国、陈惠芳、郑青、张桂喜
等全校十几位同学的新诗二十多首，散文
诗两首，旧体诗两首，发表译诗五首（曾思
艺译苏联诗人伊萨可夫斯基三首、张少雄
译艾略特两首）。

《旋梯》成为了一面旗帜，在“螺旋上升
的阶梯”上，汇集了湘大的广大诗歌爱好者
们，几十年来，旋梯诗社已成为湖南最重要
的校园诗社之一，影响至今。

我们这代考古学人，
都沾被着他学术思想的惠泽

——怀念何介钧先生

柴焕波

何介钧先生走了，这些天来，我总是
忍不住想他，思念他。作为一位杰出的
考古学家，他的学术贡献不需由我再说，
我想说的，只是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
那些让我印象至深的片段、那些让我温
暖的细节，作为对逝者的追思。

我在厦门大学读书时，我的专业老师吴
绵吉先生曾经指着《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初
论》这篇文章说，这样的文章，才叫好文章。
这是我头一次听到何介钧先生的大名。

1985年，我分配到湖南省博物馆。那
时，何老师升任业务副馆长不久，头两年，
我随他发掘过常德安乡、临澧一些抢救性
工地，也跟着他走了一些县，看文物普查的
标本。当时农村条件很差，住房连着猪圈，
又脏又臭，但我仍睡得很香。他起得很早，
到了早饭做好了，实在不能再睡时，才轻轻
喊醒我。1987年，全国考古所长会议在长
沙召开，有一天到外地考察，正式会员的午
餐是香肠加面包，那是物质短缺的年代，我
们会务人员只有简单的面包，可能是看到
了我眼巴巴的样子，何老师悄悄将自己午
餐中的香肠给了我。

1990年，我自愿去援藏开展文物普
查，他起初并不赞成，见我态度坚决，也
就没有反对，只是说，虽然你这几年不在
单位，但评职称不会受到影响。一年后
我从西藏返回探亲，他租了一辆中巴车，
亲自带着几位同事到机场接我。

时隔多年，这些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青年时代，我兴趣广泛，在专业上却

无所用心，大会小会经常听他的批评。
1995年以后，我逐渐形成了湘西武陵山
区的考古学和古文化研究的课题意识，
试图将考古学与现代民族的起源有机结
合起来，探索武陵山区的民族变迁和社
会发展的人类学模式。我适时阅读了他
的《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
分布》一文，以及他对于宽格青铜短剑的
研究。他的这些研究，实际上已经为我
铺了路。很显然，我后来的努力，只是在
此基础上，用丰富的考古学和民族学资
料，寻求更系统、更完整的表述而已。

我去湘西，开始他并不支持，主要是
担心我在游离于田野考古的道路上走得
太远，陷于华而不实的境地，我自己也非
常苦闷，但客观上也让我及时反省，调整
思路，让考古学研究和人类学、艺术追求
在内心和解，重新感受考古学的魅力而
激发起对专业的热情。

我终于把更多心思放在专业上了。
我开始带着问题阅读何老师的每一篇文
章，他的关于湖南新石器和商周时期文
化谱系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原创的，陶
器、纹饰这些材料，不是枯燥的二手资料
的罗列，而是经过了他内心的熔炉，从胸
中喷薄而出，一一如数家珍。在他的笔
端，三湘云涌，四水浪卷，人剑合一，出神
入化，你不由得被他的学术激情所感
染。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将学术视为生
命，同时，也和他青年时代的文学抱负有
关，直到晚年，阅读小说一直是他的钟
爱。

1999年夏天，郭伟民主持沅陵虎溪
山一号汉墓发掘，发掘到最后，何老师带
领我们到现场支援。在途中，我们请何
老师推测墓主人身份，何老师坚定认为，
应是第一代沅陵侯吴阳的墓。发掘至墓
底，已经退休的胡德兴师傅亲自清理，一
枚黑色的玉印章出现了，我们知道，验证
何老师预言的时刻到了，墓坑上下一片
寂静，时间似乎过得异常漫长。终于，听
到了郭伟民平静而清晰的声音：吴阳。
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为何老师高超的
学识所叹服，那时，还不流行现场直播，
要是有的话，这个瞬间，不知可以引来多
少人的惊叹。这惊叹的背后，是他在秦
汉郡国建置方面的深厚功力，是多年苦
读文献的果实。

2002年6月，里耶古城、古井、秦简
的大发现来得猝不及防，袁家荣所长亲
自运筹全局，京沙兄、春龙兄分别负责古
井的发掘和简牍的清理，我作为工地领
队，主要精力放在古城和各处遗址的发
掘，地层、年代和城址性质的判断。我返
回长沙寻找资料，也找何老师听取意见，
他给了我一本关于楚都纪南城的考古资
料汇编。这是他压箱底的旧书，一本不
起眼的非正式出版物，但它真是给力，城
址、古井、墓葬发掘的案例皆有，且年代
相当，可以现学现用，这让我在很短时间
里控制了发掘的场面。他还叮嘱我，挖
遗址，不能玩虚的，还是从地层、陶器入
手，把分期做扎实。我还及时学习了高
至喜先生的《长沙楚墓》和贺刚先生关于
黔中郡的研究，对古城的性质作出了及
时准确的判断，控制了大规模发掘的进
程，并从容应对了蜂拥而至的各路媒体。

我曾随何老师去过日本、去过
香港，我见识过外界同行对他的尊
敬，在那些场合，他的言谈举止总
是那么得体。在湖南各地，文物干
部们对他的尊敬，都是发乎内心
的。他是大家，但没有架子，与他
在一起，你不会紧张。我特别喜欢
听何老师说话，说什么都是那么生
动，对人的点评更是一针见血。他

还善于讲笑话，先是不露声色，结
果让听者乐不可支。

当然，骂人发脾气也是司空
见惯的事，我们这拨年轻人，没少
受他的“修理”，但都是从工作出
发的，不会是什么尘俗琐事。你
的专业水平如何，你在专业上是
否用心，是他看人的主要标准，这
也成了我们考古所的传统。由于

病症的原因，何老师在性情上趋
向焦躁，无意会伤及周围的人，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人品。在我
的心目中，他一生保持了书生本
色，待人赤诚，光明磊落，有话当
面说。湖南人这种可贵的品格，
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这些天，我一边读着他的简
历，一边回忆着几十年来的点点
滴滴，就像在读考古所的家谱，
我为自己生活在这个谱系中，并
拥有这样优秀的前辈而自豪。

我们这代考古学人，专业成长的
每一步，都沾被着他学术思想的
惠泽，他的鞭策、他的赞誉，甚至
他的训斥，都已化作我们成长过
程中的良药，他的存在已经成为
我们生命中切切实实的一部分。
同时，也因为自觉到这个谱系的
存在，会让我们获得新的工作动
力。他的生命不光属于他的肉
身，他已活在许多人的心中，活在
他传世的著作中。他的名字已经
载入了历史。

何老师走了，想到这几年，他
疗养的地方近在咫尺，我却没有抽
时间去看望过他，一切为时已晚，
自责和愧疚让我彻夜难眠，难以释
怀，故而撰此小文，略述陈迹，在他
的灵前祭上一瓣心香。

（作者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研究员，主持发掘的里耶古城、秦
简为重大考古发现；主持发掘的永
顺老司城遗址被评为“世界十大考
古发现”之一，并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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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些研究，实际
上已经为我铺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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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何老师预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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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介钧

何介钧在城头山古遗址考古现场拍照。

湖南考古学家们在里耶古城考古发掘工地合影（从左至右：郭伟民、柴焕波、何介钧、刘彬徽、贺刚、龙金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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