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广东省英德市

青塘遗址出土的穿孔石

器、角铲。

图②：湖北省沙洋县

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

的石钺、陶筒形器。

图③：陕西省延安市

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出

土的单把陶鬲、双耳陶罐。

图④：陕西省澄城县

刘家洼东周遗址出土的金

牌饰、金虎。

图⑤：四川省渠县城

坝遗址出土的木牍、签牌。

图⑥：河北省张家口

市太子城金代城址出土的

龙形脊饰。

从2002年社科院设立考古
学论坛评选六大考古新发现，
到如今已经走过了16个年头。
大家很想知道，为什么是这6
项？首先，学术上要对各地建
立文化谱系、填补时空空白有
参考意义；其次，考古理念的
科学性和考古手段的科学性
也是重要评判标准。此次入选
的6项考古新发现，正是在填
补我们未知的空白，也正是通
过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
努力，中华文明的特质愈发完
整清晰。

1月10日，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学论坛”上，2018年中
国考古新发现公布。广东英德
市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县城河
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延安市
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
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四川
渠县城坝遗址、河北省张家口市
太子城金代城址入选。此次发布
还推荐了国外考古新发现。

为中华文明谱系提供新实证

此次考古新发现中，有不
少填补了空白。陕西省澄城县
刘家洼东周遗址填补了芮国后
期历史的空白。考古队通过对
遗址内的夯土建筑、城墙、壕
沟等遗迹，铸铜、制陶等手工
业遗存，墓葬形制、丧葬习俗
等文化特征，青铜礼器的七鼎
六簋、五鼎四簋等组合形式，
以及芮公、芮太子等青铜器铭
文的综合分析，推断此处应为
芮国后期的都城及墓地，提供
了周王室大臣采邑向东周诸侯

国发展演变的典型个案。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

员黄信说，河北省张家口市太
子城金代城址是第一座经考古
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对于金
代捺钵制度、行宫的选址与营
造 等 研 究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2017~2018年，考古队对太子城
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
确认其为一座平面呈长方形的
城址，南北400米、东西350米，
方向158度，总面积约14万平方
米。东、西、南三面城墙存有地
下基址，墙外有护城河。城门目
前仅发现1座南门，门外有瓮
城。城内经钻探与发掘共确认
67座建筑基址、14条道路、2条
排水沟，出土遗物以各类建筑
构件为主，其中青砖上多戳印

“内”“宫”“官”字，部分定窑白
瓷上刻有“尚食局”款。根据考
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推断，
太子城即金章宗夏捺钵的泰和
宫。

此外，也有发现是在之前
的基础上取得的新发现。比如
湖北省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
遗址在1983年文物普查中被发
现。2012~2017年，考古队进行
了5次发掘和系统钻探，确认该
遗址为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
河文化早期的重要城址，面积
约70万平方米，发现城垣、人工
水系、大型建筑及祭祀遗存，从
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
家岭社会的发展。王家塝墓地
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规模
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
化墓地，改变了屈家岭文化只
见城址不见大型墓葬的现状。

城垣、居址、墓地三位一体的系
统发掘，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
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
息，并将有力推动我们深入认
识该地区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
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为观察区域文明提供新视

角

在六大考古新发现中，区
域性的考古发现也成为亮点。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
星灿说，这些发现在区域内填
补空白，解决了重大历史问题
和学术问题。

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与渠县历史博物馆共同发掘的
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发掘面积
共计4000平方米，已清理各类
遗迹438处，出土大量战国晚期
至魏晋时期遗物。城坝遗址由
城址区、津关区、一般聚落区、
窑址区、墓葬区、水井区等组
成。其中，郭家台城址由壕沟、
城墙、城门、大型建筑、街道、
车辙、窖穴、灰坑等组成，为汉
晋城址研究提供了重要新资
料。处于渠江右岸的津关遗址
是国内目前仅见的水路关口遗
迹，对于了解汉晋帝国的水路
关口具有重要意义。“宕渠”文
字瓦当及竹木简牍的出土，为
我们全面了解汉晋帝国对郡县
一级的管理以及普通民众的生
活提供了新材料。中国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说，
城坝遗址是川东地区目前尚存
的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
大的古城遗址，出土遗物1000

余件，初步构建了遗址自战国
晚期至魏晋时期年代序列。

从2014年开始，陕西省延
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经
调查、钻探，确认遗址面积超过
200万平方米。在遗址核心区

“大山梁”的顶部确认了至少4
座大型夯土台基，每座台基上
都坐落着规划有序的围墙院落
和建筑群。2016~2018年，经发
掘，确认大营盘梁人工台基顶
部分布着3座院落，呈“品”字形
布局，始建年代为庙底沟二期
晚段，沿用至龙山时代末期。大
营盘梁最南端是一个小型广
场。在大型房址、院墙、广场的
夯土中，多次发现以猪下颌骨、
玉器奠基的现象。大量精美玉
礼器、板瓦、筒瓦，加之规划有
序的高层级院落布局、宏大的
夯土台基工程，共同构成该遗
址作为区域核心聚落的基本要
素，对于研究史前中国区域社
会复杂化、文明起源及“早期中
国”的形成等具有重要价值。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
说，以遗址为中心，可以把周围
串起来，填补该区域时段的空
白。

此外，广东省英德市青塘
遗址目前出土蹲踞葬的人骨化
石一具，是中国年代最早的可
确认葬式的墓葬，也是广东境
内保存最为完整的距今1万年
前的古人类化石。还发现了华
南考古年代最早的穿孔蚌器、
距今1.7万年的广东年代最早
的陶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说，青塘遗址是华南史前考古

的新突破，“从中可以看到区域
性人类发展演化的总体格局和
脉络，为探讨人群在华南和东
南亚的扩散、迁徙、适应和文化
交流，提供了宏观视野和区域
性视角。”

为考古发掘手段提供新的

探索

陈星灿介绍，在这些考古
发掘中，考古工作的方法和手
段越来越被重视。精细发掘、综
合性方法的应用也成为趋势。

“植物考古、动物考古、遥感考
古等多学科，在考古中都有具
体的应用。”

以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东
周遗址为例，从2016年开始，考
古队对遗址进行勘探和抢救性
发掘。调查确认遗址范围约3平
方公里，以自然冲沟和人工壕
沟围成一个封闭区域。在遗址
东区中部发现一座面积10余万
平方米的城址，西邻鲁家河河
道，其余三面由夯土墙围合。城
址区外围为一般居址区和墓葬
区。勘探发现墓葬共4处150余
座。特别是考古人员运用多种
手段，发掘并保存了陶器、漆木
器等珍贵文物。陕西考古研究
院研究员种建荣说，考古发掘
中，我们贯彻精细化发掘，将实
验室考古和田野考古结合。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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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八台村歌舞队收到新装备
文·摄影/本报记者 查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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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是大寒，清晨
格外寒冷。什八台村歌舞队
的10名成员却早早地聚集
在妇联主任张半仙家，等待
着记者的到来。几天前，他
们就得知记者采购了秧歌
服和四胡、鼓等物品要送过
来，大家望穿秋水地等待
着。看见村西头驶来一辆陌
生的车，大家就一股脑地挤
在门口张望。“记者来了！”
人群中顿时一片欢腾。

10点，记者带着衣服
和乐器来到张半仙家。大
家准备穿上新衣服扭上一
阵，鲜红的衣裳绿腰带，头
上插满碎花，大爷大娘们
顿时变得喜气精神。王有
喜则拿出四胡，站在一边
调音。他最祈盼的，就是这
把四胡。

王有喜是村里歌舞队
的核心人物，也代表歌舞
队成为本报第十二届欢
欢喜喜过大年活动的心
愿人之一。王有喜告诉记
者，他从小就爱好吹拉弹
唱。十几岁的时候，村里

有戏班子，他就常常到戏
班子里偷拉人家的四胡。
也是小有天赋，很快王有
喜的四胡就拉得像模像
样。12岁时，王有喜自己
做了一把四胡，就跟着戏
班子红火了。

王有喜一家人都爱好
音乐，两个儿子都会吹笛
子和唢呐，小儿子还是山
西晋剧团的演员。老伴儿
张林香则爱唱爱跳，没事
儿就跟着手机学歌，广场
舞和秧歌也扭得不错。因
为一家人经常在家弹唱，
村里人没事儿就来他家看
热闹，有些人萌生了学艺
的想法，王有喜因此还带
了两个徒弟。就这样，村里
有了四五个人的小团队，
经常在一起吹拉弹唱。

马福在曾经是村里的
鼓手。上个世纪六七十年
代，村里曾有个20多人的
戏班子，年节的时候，总要
热闹红火。后来，村里的年
轻人们都出去打工，戏班子
也解散了。去年，妇联主任张

半仙写申请跟县文化站要
一些乐器，文化站给了笛子、
锣、镲和一个小腰鼓，马福在
就又跟着大家一起打鼓了。

去年春天，村里固定
唱歌和弹奏的人有了四五
个。正好村委会也鼓励村
民们开展文艺工作。张半
仙就将这些人组织起来，
还成立了一个秧歌队。去
年8月8日的全民健身日，
张半仙领着村里的歌舞队
到县里参加比赛，还得了
个三等奖，大家备受鼓舞。
这只歌舞队有了4名乐手
和10名秧歌队演员。农闲
的时候，每天上午10点多，
大家就聚在张半仙家，练
习到下午两三点钟再散
去。赶上农忙时，大家从田
里回来，还要趁晚上时间
在村里的小广场活动一会
儿。

什八台村是个典型的
农业村，村里青壮年多数
外出打工，留下种地的都
是老年人。以前农闲的时
候，大家最多的娱乐活动

就是打麻将，自从有了歌
舞队之后，打麻将的人少
了，人们聚在一起欢歌笑
语，锻炼身体愉悦身心，还
拉近了乡亲邻里间的关
系。但是村里没什么集体
性的收入，因此服饰装备
一直没购置。除了县文化
馆给的小乐器，大家还凑
钱买了个音响和麦克风，
赶上这次《北方新报》搞公
益活动，大家有了祈盼已
久的服饰乐器，都特别高
兴。

当天去村里的还有个

年轻人，他就是大学生创
业团队的负责人胡龙。1月
18日，他参加了本报在东
影北街社区为老餐厅举
办的活动，给社区的30名
贫困户送去了糕面、豆
面、小米等杂粮礼盒。听
说记者要给村里的歌舞
队送装备，一大早他就开
着车带着25个礼盒来参
加活动。出生在农村的胡
龙对打鼓等也很在行，跟
着叔叔阿姨们玩儿得不
亦乐乎。他把自己带来的
礼盒送给了歌舞队的队

员们和村里的贫困户，还
告诉他们，以后要是种的
作物卖不出去就找他。

换上了新衣服，歌舞队
来到了村里的小广场。锣鼓
震天，这支平均年龄六十多
岁的歌舞队很是有气势地表
演了一场。他们告诉记者，今
年正月他们要为村里人奉献
一场精彩表演。

头上插花美美的

胡龙给村民们分发礼盒

王有喜拉起二胡十分陶醉

歌舞队全家福

原有的4件小乐器无法满足需要

张半仙手抄的歌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