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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51 年到现在，70 年的湖南考古，为中华文明探源和

湖湘文化探源提供了切实的学术成果。湖南考古取得的重大

成就，不仅填补了秦汉以来湖南历史的大片空白，更重建了

先秦时期湖南历史的基本框架；延伸了湖南历史轴线，将湖

湘文化源头大大提前；证明古代湖南积极主动参与了中华文

化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在长达数十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湖

南地区与周边文化融合与互动，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光辉灿

烂的历史篇章。

70 年湖南考古成就斐然。

建立了湖南地区先秦史和史前史的基本框架。津市虎爪

山发现距今 50 万年前的旧石器，从虎爪山到十里岗，旧石器

年代和文化序列的建立使得湖南成为南中国旧石器文化谱

系最清楚的地区；玉蟾岩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水稻，并复原出

中国最早的完整陶器；高庙的白陶是中国最早的精神文化和

史前艺术的杰出代表；城头山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址；孙家岗

出土的玉器表明湖南广泛参与了早期中国文明化的进程。

填补了秦汉以来湖南历史的大片空白。炭河里古城的发

现表明湖南在商周时期存在过方国，并缔造了辉煌的青铜文

明；东周时期系列楚城的发现实证，湖南从化外荒蛮之地进

入国家序列；战国秦汉简牍的发现表明，湖南从楚国开始就

建立了郡县管辖；马王堆汉墓及一系列汉代王侯陵墓的发

掘，打开了湖南两汉与上古文化关联的基因密码；走马楼吴

简的发现，揭示六朝时期湖南的历史图景；隋唐至宋元明清

湖南陶瓷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湘阴窑、岳州窑、长

沙窑、衡州窑、衡阳窑、醴陵窑，六大窑址耀彩中华；老司城土

司遗址，揭示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揭示了湖南华夏化进程和湖湘文化起源与发展过程。首

先，湖南史前考古证明，湖南地区史前文化参与了以中原为

中心的文化互动，为早期中国多元一体文明化进程做出了重

要贡献。比如，水稻的驯化与栽培对于中国稻作农业文明的

贡献、城池的建立对于中国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贡献、高

庙白陶图像对于中国艺术与信仰等精神文化方面的贡献。其

次，湖南历史时期考古实证了湖南华夏化进程和湖湘文化发

展进程。湖南青铜器吸收融合中原和本地特色，为中国青铜

文明增添了湖南瑰宝。通过商周时期湖南地区的考古学研

究，进一步揭示了化外之地接受华夏文明的具体过程。考古

还显示，华夏文化的影响与中原民族南迁入湘，实际上从距

今 4000 年前就已经出现，东周又以楚国为高峰，直到长沙国

建立、三国混战、衣冠南渡、安史之乱、靖康之变、元明时期江

西填湖南等，都能找到谭其骧所说的湖南人之由来，蛮族血

统与华夏血缘结合的考古学证据。湖南的华夏化和湖湘文化

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融合与交流中达成的。

推动了考古成果的转化与利用。主要方式是开展大遗址

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十三五”期间，湖南的国家

大遗址项目有 11 处，位列南方各省前列。考古遗址公园开放

为文旅融合提供支撑，推动文旅融合、文物科技融合。在澧县

城头山、长沙铜官窑、宁乡炭河里等考古遗址公园开展考古

研学游，展示考古科研成果，向社会公众传播文物考古知识，

助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这些再一次印证了夏鼐先生给《湖南考古辑刊》的题词：

“湖楚文明数千年，长沙发掘著先鞭；马王堆里多瑰宝，更出

新篇后胜前。”

胡建礼

《百炼成钢》是一部形式新颖大胆，内容

丰富生动，情感饱满深沉的大型音乐咏史剧。

全剧用 42 集的篇幅，通过《国际歌》等八首经

典歌曲，串联起八大板块，讲述从 1921 年中国

共产党建立到 2021 年党率领全国人民打赢脱

贫攻坚战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剧情跨度时间

之长，出场人物角色之多，表达形式之新颖别

致，堪称同类型作品中前所未有。

如果说以往的党史题材影视作品是断代

史，那么《百炼成钢》则是首部对百年党史进

行贯穿性全景式艺术表达的中国共产党通

史。这是电视湘军一次难能可贵的尝试，是献

给建党百年的一幅恢宏历史画卷，是用电视

艺术引领观众学习百年党史的一次创举。

42 集音乐咏史剧《百炼成钢》，700 多位明

星主演和参演。该剧无论主演阵容还是表现形

式，都称得上新颖大胆。从主演阵容和年龄结

构来看，不仅大胆起用非特型演员扮演革命领

袖和重要历史人物，而且主要演员年轻化。

王雷饰演毛泽东，陈晓饰演瞿秋白，汪涵

饰演李大钊，夏德俊饰演周恩来，在《觉醒年

代》中扮演胡适的朱刚日尧饰演蒋介石，在

《小舍得》中扮演颜鹏的李佳航饰演冼星海，

在新版《神雕侠侣》中扮演杨过的佟梦实饰演

左权……

如此年轻的主演阵容，令人耳目一新。从

播出效果来看，经过演员们的努力和化妆师

的妙手，主要角色是立得住的，比如王雷演的

毛泽东就令人眼前一亮，尤其是中青年毛泽东

的扮相形神兼备。

从表现形式来看，《百炼成钢》更是一次新

颖别致的创举，开创性地通过《国际歌》等八首

经典歌曲，按照时间顺序，串联起《国际歌》《万

里长征》《黄河在咆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最可爱的

人》《歌唱祖国》《为希望祝酒》《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八大板块

的剧情。

每个板块讲述一段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和故事，从建

党、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直讲到两弹一

星、改革开放和扶贫攻坚。歌曲、剧情和人物水乳交融，结尾

用类似音乐剧的形式演唱这一板块的主题歌，呈现出一种

舞台感很强的写意风格，与写实的紧凑剧情虚实结合，散文

诗歌般地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达出对客观历史的

主观抒情，成为该剧的独特美学风格。

这种新颖的叙事结构和表现形式，是一次难能可贵的

尝试。难就难在，导演和编剧如何在短短 42 集的容量之内，

既能不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又能不落窠臼、别出心裁地讲

好建党百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故事。

其实，建党百年的历史，每个时期几乎都有经典电视剧的

珠玉在前，建党有《觉醒年代》，长征有《长征》，解放战争有《解

放》，抗美援朝有《跨过鸭绿江》，改革开放有《大江大河》，扶贫

攻坚有《山海情》，抗日题材的优秀电视剧更是不胜枚举。

《百炼成钢》的导演和编剧扬长避短，巧妙地把《国际

歌》《保卫黄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八首经典歌

曲的词曲创作者或歌词翻译者个人的人生经历，穿插在宏

大的历史背景中来讲述故事，用多元别致的视角，丰富生动

的内容，来回顾建党百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展现中国

共产党百年来的苦难辉煌。

比如，第一板块《国际歌》中，陈晓扮演的瞿秋白戏份很

多，不仅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也因为他

是《国际歌》歌词的最早翻译者，剧中还有他在党的代表大

会上教唱《国际歌》的场景。此外，萧三和陈乔年翻译《国际

歌》歌词的故事，在剧中也有提及，甚至还有陈延年受弟弟

的热情感召，帮弟弟翻译《国际歌》的细节。

全剧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艺术创作原则。如第

四板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除了讲述曹火星创作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的过程之外，神来妙笔

塑造了曹火星的哥哥曹靖这一人物形象。曹靖是国民党特

务，曹火星是共产党员，通过兄弟俩的不同人生选择，表现

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和共产党获胜的必然性。最有趣

的细节是曹靖执行任务时遭解放军伏击被擒，谎称自己是

拖拉机工程师，还掏出家庭合影证明自己是《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作者曹火星的哥哥。结果，他被解放军带回营

地教唱这首歌之后，受到优待并被释放。

这些丰富生动的细节呈现，使得《百炼成钢》尽管不能

像“断代史”作品那样详细完整地展开一个历史片段，但依

然能鲜活地讲述故事和塑造人物。

《百炼成钢》歌以咏志的新颖形式和丰富生动的细节内

容，使得全剧情感饱满深沉。

《国际歌》和《万里长征》《黄河咆哮》板块中，中国共产

党人牺牲的故事和场景时有出现，让人潸然泪下。

李大钊、陈延年、陈乔年、杨开慧、何叔衡、瞿秋白、赵一曼、

杨靖宇等牺牲的经过，都有浓墨重彩的描写，剧中还通过陈望

道之口，说出张太雷、向警予、恽代英、蔡和森相继被国民党反

动派杀害。

《百炼成钢》还着重描写了毛泽东和杨开慧、瞿秋白和杨

之华的爱情。剧中，毛泽东从朱德那里获悉杨开慧被杀害的消

息后，悲痛得不能自已，恨不得立刻回到长沙。瞿秋白牺牲前，

特地换上了杨之华送的新衣，一句“此地甚好，开枪吧”，风骨

凛然。1951年，杨之华在当年瞿秋白惨遭杀害的地方，通过遗

骸衣服上的一颗纽扣，认出了丈夫的遗骸，泣不成声。

全剧用无数革命先烈“牺牲和奉献”的故事，展现了中国

共产党人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的“淬炼”历程。经过血与火的

淬炼，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之际，终于成功地带领中国人民

从苦难走向辉煌。这是对“百炼成钢”这个剧名的最好诠释。

《
百
炼
成
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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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发掘，
中国城市考古之发轫

——纪念中国考古百年暨长沙发掘70周年

这次长沙发掘，拉开了湖南考古七十年的序幕。

长沙发掘团为湖南考古留下了火种，规范了发掘

古墓的操作程序和方法。组建考古工作团或考古队成

为后来考古发掘与管理的基本模式，队长即为后来的

领队或项目负责人。在夏鼐执笔的《长沙近郊古墓发

掘记略》里，署名是“考古研究所湖南调查发掘团”，在

正式的发掘报告里，署名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长沙工作队”。

工作队走后，湖南开始了自己的考古工作，1952

年湖南省文管会组成“长沙市近郊古墓葬清理工作

队”。同年，顾铁符率领队伍来长沙指导发掘。1953 年

成立“湖南省文物清理工作队”。1958 年，成立湖南省

博物馆考古部。1986 年 6 月考古部从博物馆分立，成立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这就是湖南考古机构的历史

沿革和大致演变过程。

长沙考古奠定了良好的考古工作模式和学术范式。

首先是坚守与责任。考古队一切以工作为重，在

住宿、请工等方面尽可能节约，工作期间尽量赶时间，

雨天也上工。工作不分白天晚上，不分工作日节假日，

即使元旦、大年三十也都在工作。这开创了一种精神，

成为中国田野考古的特点与作风。

其次是工作细致严谨，科学求实，为中国考古学

奠定了严谨扎实的学风。比如对于车船模型的复原，

对于棺椁的清理，对于墓地的编号等，方法先进，描述

准确。对于墓葬棺椁结构的研究、墓葬形制分析、陶器

与墓葬形制结合进行分期等，都是相当好的创建。

第三是形成一套墓葬发掘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并从

方法论上予以概括。这是很好的学术范式。多年之后，石

兴邦执笔的《考古工作手册》田野考古方法中涉及的墓

葬发掘内容，显然有长沙发掘积累的经验总结与提炼。

第四是考古发掘成果及时公布，及时向公众宣

传。在发掘期间举行发掘成果展览会，第一时间将成

果向社会公布。扩大了考古的影响，宣传了地方文化。

这绝非多余，因为考古学的最终使命，直接指向考古

发掘、保护与研究。

1951 年的发掘还见证了长沙城市的历史变迁。小

吴门外的火车站已在城外，伍家岭、沙河桥遍布砖厂，

陈家大山、识字岭、徐家湾、杨家山、五里牌都在郊外。

《安志敏日记》中记载当时的长沙城，就是以现在还保

留的那些叫“XX 门”的地方为边界的。东边的浏阳门、

小吴门；北边的兴汉门、湘春门；南边的黄道门，再加

上西边的四门（小西门、大西门、潮宗门、通泰门），俗

称长沙老九门。城外就是郊区，是古墓葬集中的地方。

实际上，九门之内也有战国、西汉墓葬和墓地，因为早

年的城还要小。从这个意义上说，1951 年的长沙发掘

亦可视为中国城市考古之发轫。

郭伟民

1951年10月11日晚8时11分，从武汉开来的列车缓

缓驶入小吴门外的长沙火车站。下来的乘客当中，有夏鼐、

安志敏、王伯洪、陈公柔、钟少林、宋伯胤、王文林七人，前

五人来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二人来自南京博物

院。他们此行组队来长沙，是为发掘长沙近郊的古墓。

10 月中旬，是长沙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却出了点

小意外——车站出口竟没有接站人员。幸亏宋伯胤此

前曾来过长沙，并与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湖

南省文管会）有些沟通。因此，就由他领着大家前往位

于局关祠协和里七号的湖南省文管会。原来，中南区

文化部发来的电报尚未送达，无人知晓工作队当天抵

长，当然住房亦还未安排。省文管会赶紧联系湖南省

政府交际处，终于安排在和记公寓住下，用完餐已到

了晚上 10 点多。

这次在长沙即将开展的考古发掘，是新中国成立

后，国家考古队在长江以南进行的首次正式考古发掘

工作。长沙乃楚汉重镇，周边战国汉墓甚多。当时长沙

大兴土木，建筑工程中发现很多墓葬，被毁被盗严重。

1951 年 1 月，中南区文化部致湖南省政府函《严禁

盗掘长沙古墓》云：“查长沙近郊，年来发现古墓多处，

大都为战国至汉之遗址，遗存极丰，并多珍贵。因之商

贩外人，趋之若鹜，勾结土霸地主从事大规模的盗掘。

搜罗所得，不仅制作精美，且保存完好……我中央人

民政府三令五申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对文化遗产之重

视，远逾前代。故今后长沙古墓、遗址不容再有破坏，

遗存不容再有损失，自无待言。你府职责所在，对于中

央人民政府政令，谅已严格执行。除对于古墓及附近

一带地区，暂时绝对禁止任何挖掘外，以待将来清理，

并嘱交通检查机关加紧注意古物运出，调查出土古物

之在商贩手中者，及私人收藏者，以便收集。”

在此情况之下，湖南省政府加大文物保护力度，

抢救性考古发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但湖南省文管会

缺乏考古人员，于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决定由

常务副所长夏鼐率队来长沙配合工程发掘古墓葬。

为准备这次发掘，夏鼐数月前就开始查阅有关长

沙历史的书籍，包括陈运溶《湘城访古录》、光绪《善化

县志》、嘉庆《长沙县志》、蒋玄怡《长沙出土器物图

谱》、金陵大学《长沙古器物展览目录》及柯强《耶鲁长

沙古物展览目录》、光绪《长沙县志》，并做了札记。在

前往长沙的火车上，还阅读了商承祚的《长沙古物闻

见记》。他所率领的队员安志敏、王伯洪、陈公柔，以及

12 月 6 日抵达的石兴邦、王仲殊，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著名的“五虎上将”。

这些成员，年前跟随夏鼐参加了辉县琉璃阁、固

围村的发掘及在河南进行的考古调查，熟练掌握田野

考古技术方法。这是一支风华正茂的“考古天团”：队

长夏鼐 41 岁，安志敏 27 岁，王仲殊 26 岁，陈公柔 32

岁，石兴邦 28 岁，宋伯胤 30 岁。经夏鼐亲自培养、调

教，日后都成为了中国考古界响当当的大师级人物。

他们的到来，是长沙文物之幸，湖南考古之幸。

工作队首先与地方联系，取得协助和支持，本地对口

协作单位是湖南省文管会，于1950年10月成立，省文教厅

长朱凡任主任，副主任为陈浴新，实际主持日常工作。

到达长沙的次日，即由湖南省文管会成员蔡季襄

带领，前往文管会拜会副主任陈浴新。陈为湖南安化

蓝田（现涟源市）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长期军旅生

涯，为长沙和平解放和湘西剿匪作出重要贡献，时任

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湖南军区高参、省政府委员，

1950 年 10 月被任命为省文管会副主任委员。

见面后，午餐由文管会在李合盛牛肉馆招待。李

合盛牛肉馆从前能办全牛席，34 样菜皆出于牛身上。

为长沙军政界人士经常光顾之地，郭沫若、田汉亦多

次在李合盛牛肉馆用餐。下午，工作队搬入省立博物

馆筹备处，在兴汉门外留芳岭 46 号，乃洋式楼房，颇为

宽敞。这就成了工作队的驻地了。

此后数天做考古发掘前的准备工作，湖南方面派

出了省博物馆筹备处程鹤轩参与发掘，后有“土夫子”

谢少初（谢丙）加入其中。

10 月 18 日，考古发掘正式开工。发掘期间，省文管

会每天都会派人参与考古发掘，名为参与，实际上也

就只是看看而已。

首选发掘点为陈家大山，即今长沙九所宾馆西侧

的省委接待办陈家山宿舍一带。当日即开始发掘三

墓，后来又陆续新开了几个发掘地点。

陈家大山，10 月 18 日开始发掘，10 月 29 日结束，

共计发掘战国—汉墓 24 座。

伍家岭，10 月 26 日开始发掘，1952 年 1 月 10 日结

束，共计发掘战国—汉墓 64 座。该墓地发现了车船模

型，夏鼐亲自修复和复原车船结构。该墓前室还出土

了“鱼鲊一斛”的封泥匣。鱼鲊，是用盐和红曲腌制的

鱼，该工艺至今还存留于湘西、湘南地区。

识字岭（子弹库），10 月 29 日开始发掘，1952 年

1 月 16 日结束，共计发掘战国—汉墓 50 座。《夏鼐日

记》云：“木椁及木棺保存极佳，为抵长沙以来所初次

遇到保存如此之佳者。”

徐家湾（杨家山、五里牌），12 月 6 日开始发掘，

1952 年 2 月 22 日结束。共计发掘战国—汉墓 7 座。

发掘期间，还了解到湖南长沙以外其他地区——

澧县发现新石器遗存。《夏鼐日记》云：“今年 3 月间文

管会赴澧县调查文物，知其地有新石器出土，现藏文

管会之有孔石斧及小石锛即澧县出土。闻出土地点在

离城 10 里之铁坑，当地人修筑澧水河堤时所掘。”这是

湖南新石器遗存的首次记载，而发现地是新石器文化

遗存重镇澧阳平原，意义深远。

据《安志敏日记》记载，工地发掘到 1952 年 2 月 22

日才结束，因为这天安志敏还去踏查了马王堆。

工作队成员是 1952 年陆续离开的，1 月 12 日，夏

鼐离开长沙，1 月 24 日王伯洪离开，2 月 20 日，石兴邦、

王文林、陈公柔离开。2 月 28 日安志敏、钟少林离开长

沙，长沙发掘工作正式结束。

70年湖南考古，填补大片历史空白

马王堆汉墓T型帛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