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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的發現對於瞭解一個地區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義。如果沒有來自考古遺存和傳世文獻資料方面的證據，那麼許多

歷史的記載就只能算是「傳說」。20 世紀的中國學術界，一方面是

「疑古」氾濫，特別是以顧頡剛為主的「疑古派」對夏朝及堯、舜等

古代聖王是否真實存在持懷疑的態度；另一方面，自 20 世紀 20 年

代中國的考古學科成立以來，有許多重大的考古發現，又為我們瞭解

遠古中國人的生活狀態提供了可靠的素材。在這些發現中，有包括距

今一百七十萬年前、具有人種起源意義的元謀人，以及稍後的藍田人

和北京周口店附近發現的北京猿人等，其中北京猿人被認為與黃種人

的起源具有一定的關係。

在此之後，與中華文明的起源直接相關的更多考古發現也越發受

人關注。這些不斷發現的考古材料使我們得以對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

的歷史進行一種輪廓性的描述。這些材料也提示著，《史記》中有關

五帝時代的記載，並非只是「虛構」，其中有豐富的歷史信息。

一　「滿天星斗」與「炎黃子孫」

中國是世界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從現有的考古發現看，中華文明

形成期的空間分佈十分廣闊，南到廣東、北到黑龍江直至目前俄羅斯

的貝加爾湖地區。氣候條件跨越了亞熱帶、溫帶和寒溫帶。如此廣闊

的地理區域，自然環境差異很大，形成了不同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

方式，留下了面貌各異的物質文化遺存。這也就是為何有人將這樣的

起源方式概括為「滿天星斗」的原因。

綜合考古學家的看法，到公元前 4000 年前後，中華文明經歷

了突破性的發展。其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公元前

4000 年至前 3300 年，中原仰韶文化廟底溝期空前繁榮。大約相同

的時期，長江中下游也進入了繁榮期。第二階段自公元前 3300 年至

前 2500 年或稍晚，以長江中下游、錢塘江南岸的良渚文化為代表的

社會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文明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黃河下

游的海岱文化區，在公元前 3500 年前後開啟文明化的進程後，穩定

發展。以紅山文化為代表的遼西地區，其文明化起步的時間和海岱地

區相近，許多的考古發現可以證明其曾經的繁榮。第三階段是公元前

2500 年至前 2000 年時期，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突然湧現出一批城

址，諸如金沙、三星堆等，而長江中下游和遼西的文明卻衰落了。不

過，中原文化卻再度「復興」，陝西、河南、山西等地重新成為中華

文明發展的推動者。

這些不同的文化起源和不同階段的文明發展之間交互作用，互相

影響，從而使語言、信仰和習俗等方面不斷接近，最終構成一種「多

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形態。

對於中華文明起源的關注，古人的努力可能要超出現代人的想

像，以司馬遷為代表的歷代史家，根據他們所能收集到的文獻材料

進行了創造性的綜合，雖然有一些「想像」的成分，但亦非完全虛

構。比如，中國人一般自稱「炎黃子孫」，這個說法，最早可以追溯

到《國語．周語》，該文提出鯀、禹和夏人之後，以及姜姓之後，都

是黃帝和炎帝的後代。在司馬遷的《史記》中，也將黃帝列為五帝之

首，而後來的帝王都是黃帝的直系子孫。由此，黃帝也被視為中華民

族的人文始祖，即文明歷史開端意義上的開創者。

其實，司馬遷將黃帝塑造為中華傳統始祖的做法自有其依據。在

春秋時代，孔子與他的學生可能就已經開始討論有關黃帝的傳說。據

《大戴禮記》記載，孔子與宰我有過如下的對話：「宰我問於孔子曰：

『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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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

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在孔子看來，黃帝是

否真活了三百年並不重要，關鍵是生民得其利，而後世的人敬畏和接

受其教化共三百年。也就是說，一個人的生命長度是以他為人類所做

的貢獻來衡量的。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中的《黃帝紀》即是

將上古中國的許多偉大的事功都歸結到黃帝身上，因而賦予黃帝以特

別的意義。

歷史上中華文明區域內的其他民族，有時也會稱自己是炎黃子

孫，比如遼代的契丹族就在描述他們民族歷史的典籍中稱自己是黃帝

的子孫。這樣的說法，也可以看作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觀念在民族

觀念中的體現。

雖然，對黃帝本人考證具有許多「想像」的成分，不過，在歷史

上也一直有人試圖進行「實證」性的證明。如宋代學者邵雍《皇極經

世》一書，大意在於運用《周易》中數的理論推究宇宙起源和社會歷

史變遷的規律。在該書中，邵雍說黃帝元年距當時 4625 年，書中還

將堯元年稱為甲辰年。據清末民初學者盧景貴考訂，黃帝元年相當於

公元前 2357 年。再據更久遠的晉代學者皇甫謐所作的《帝王世紀》

推算，堯以上共有五帝，歷時 341 年。按照這個說法，黃帝元年應

為公元前 2698 年，這一論斷後來得到廣泛接受。近代以來，隨著民

族觀念的傳入，「炎黃子孫」的觀念，被用來激勵中國人團結起來，

抗擊外侮。針對西方人採用耶穌紀年的做法，許多學者提出了「黃帝

紀年」，最著名的例證是 1912 年當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時，曾通電各省：「以黃帝紀元 4609 年為中華民國元年。」雖然孫

中山的做法有政治上的考慮，不過，將黃帝看作中華五千年歷史的起

源已經廣為接受。

黃帝是傳說中的上古帝王，關於他的事跡，儘管夾雜有許多神話

傳說和比附的內容，然而因為在中國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史記》中，

以黃帝作為中國歷史的開端，所以黃帝的開端性地位得以穩定確立。

二　紅山文化與「龍的傳人」

如果黃帝是由眾多早期的傑出人物而逐漸凝聚的種族始祖，而

「龍」則堪稱是中華文化的圖騰。

20 世紀 70 年代，在內蒙古赤峰地區，一位農民在修梯田的時

候，發現了一個石洞。在石洞的底部，他發現了一塊像鉤子一般的石

頭，這塊石頭口閉吻長，上棱起翹，吻前伸上翹，身體如鐵鉤一般細

長捲曲。不過，這件造型獨特的石頭，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特別

注意。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遼寧省建平縣出土了一批玉製品，經

考古學家考證，這一批文物與十幾年前內蒙古赤峰地區發現的文物屬

於同一時期的文明類型，並因發現地赤峰而命名為「紅山文化」。在

這批新發掘的文物中，有一件玉器十分罕見，出土後甚至引起了考古

界和學術界的爭論。這一玉器形似玉豬，卻身形修長彎曲、首尾相

連，體現出龍的特徵，豬首含有獠牙，肥頭大耳，與赤峰地區的石鉤

般的玉器頗有相似之處。經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考證，這兩件玉

器均屬於紅山玉龍，是紅山文化的重要見證。

其實，在紅山的玉龍出土之後，一直有關於「龍」的考古發現。

1987 年 8 月，在河南省濮陽市的西水坡遺址發現了一組屬於仰韶文

化的遺跡。在其中的 45 號墓中，發現了以蚌殼擺放的龍虎圖案。龍

昂首、曲頸、拱背、體彎曲、長角、大眼、張口露舌、顯齒，足端有

四個至五個尖爪。這大約能說明當時已經有比較固定的龍的形象，而

這件距今大約六千年的龍圖案，也被稱為「中華第一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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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石器時期的中晚期，大約距今 6700 至 4000 年的這段時間

的不同地區考古發現中，龍的形象有不同程度的體現。雖然龍的頭部

形象各有不同，有的是人頭，有的是豬頭，也有類似馬和鹿甚至魚的

頭的，然而身上有鱗、體彎曲、有爪等核心特徵卻是一致的，這表明

這種圖騰在當時已經廣為流傳。而在《史記》中，炎帝的出生，就被

描述為其母遊華陽時與「神龍首」相感而生。也因為龍在中國早期文

化中的特殊地位，所以中國人被稱為「龍的傳人」。

龍不僅出現在考古發現中，也經常出現在古代的神話傳說中。在

這些作品中所出現的「龍」既能行雲佈雨，又能飛沙走石，既有禳災

除禍的善行，又有作惡多端的劣行。在各種歷史文獻中我們不乏龍的

形象，人們熟悉龍的喜好和習慣，甚至熟悉它所生九子的各自不同的

功能，屠龍術和葉公好龍的記載也早已成為中國人家喻戶曉的故事，

但龍卻是人們在現代生活中早已無法確切對應的神獸。可是，在《左

傳．昭公二十九年》中，中國古人曾嚴肅地討論龍是否真實存在：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

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

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

御龍氏。」

……

獻子曰：「今何故無之？」

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

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坁

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

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

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

故龍不生得。……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在這段文獻中，魏獻子與蔡墨討論何以不得見龍的原因，魏獻子

認為，或許是因為龍是最具有智慧的動物，所以人無法捕獲而得見。

蔡墨卻認為，古代有專門負責豢養、馴育各種動物和神獸的職官，這

類職官的功能世代相傳，亦有相應的名號和姓氏。而豢養龍的職官因

為失職，導致龍得不到精心的照料，故而隱匿，人便不得見。但是，

蔡墨極其堅定地認為「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從上述對話我們可以瞭解到古人確信龍是真實存在的，只是沒人

見過而已。以現在的眼光看，龍是人們綜合不同動物的因素而糅合在

一起，並賦予其非凡的「法力」。而這一圖騰信仰在後世時間的磨礪

中，龍的形象不斷演變，其文化含義、思想意蘊愈益豐富，最終成為

中華文明乃至華夏民族精神的崇高象徵，逐漸成為整個中華文明的共

同信仰和統一的意義符號。

三　二里頭與夏

《論語．八佾》篇中記載孔子的話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

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

矣。」在這裏孔子說道，他對夏和殷商的「禮」雖然能言說，但並不

能以杞國和宋國來引證，因為文獻上的證據並不充分。這裏所說的夏

和殷，一般指的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兩個王朝，而在儒家的敘事體系

中，夏、商、周也被視為是理想政治的範型，即所謂的三代之治。

但在 20 世紀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夏朝是否存在卻是飽受爭議

的，理由依然是缺乏足夠的考古材料做證據。1928 年，隨著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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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發現，董作賓等人在中研院考古所的決定下開始發掘安陽殷墟，直

至 20 世紀中期，商王朝的存在有了無可辯駁的依據，但是關於夏的

存在，無論是在商代的甲骨卜辭中，還是都城遺址，都缺乏足夠的證

據。所以，傑出的歷史學家楊寬和考古學家陳夢家，都否認了夏王朝

的存在，他們認為關於夏的種種記載，無非是周人依據神話傳說輾轉

演義而成，或者是從商朝的歷史中分出來的。那麼，大禹中斷了禪讓

而將帝位繼承給啟的歷史轉折，還有荒淫的夏桀的記載難道都是後世

的歷史編纂者杜撰的嗎？

為了解開關於中國早期歷史上的種種謎團，徐旭生先生根據文獻

記載和實地考察，走訪二里頭一帶重要遺址，寫成《1959 年夏豫西

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為夏王朝的考察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李

學勤等專家開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重大研究課題，試圖利用現

代科技手段，來對地下地上文獻進行綜合研究，以確定早期中國歷史

的發展過程。

有一處考古發現很大程度上為夏文化的存在提供了線索，這就是

二里頭遺址。

夏文化的探索，與對二里頭文化認識直接相關。後來稱為二里頭

文化遺存的系列文明遺跡，1953 年在河南登封玉村首次發現，1956

年在鄭州曾被稱為「洛達廟期」。1958 年發現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

址，在 1959 年豫西「夏墟」調查後進行了系統發掘，二里頭文化的

命名得以確立。二里頭遺址被視為是一處都城遺址，總面積約 3 平

方公里。遺址內發現有宮殿、居民區、製陶作坊、鑄銅作坊、窖穴、

墓葬等遺跡，已經可以看出有規劃的都邑的意圖。出土物品中存在大

量石器、陶器、玉器、銅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遺物，其中的青銅爵是

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容器。20世紀 80年代，人們普遍認為二里

頭文化或其較早的部分屬於夏文化，但近年來亦有學者認為二里頭文

化屬於夏代晚期商代早期的都城，並不能確定無疑地斷定其屬於夏

文化。

與夏文化相關的另一處考古發現是陶寺遺址。據古史傳說，在堯

活動中心地區的山西南部，考古研究者在襄汾陶寺遺址新發現了距

今 4300至 4000年的大型城址，其中早期的城址長約 1000米、寬約

580米，面積為 58萬平方米。到了中期（距今約 4100年），建成了

長 1800 米、寬 1500 米，面積達 280 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城內的

東北部應為較有地位的人的居住區，這裏發現了規模達 1 萬平方米

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在這個基址上出土了一些陶製的瓦片和其他建

築材料。在出土的陶器表面，還發現了疑似文字的刻畫，表明當時人

們已經開始使用文字。陶寺遺址中出土的以銅為原料的祭祀用品和日

用生活用品，說明那時人們已經學會了冶煉金屬。陶寺的發掘最初也

是作為夏文化的一個可能的遺存而展開的，但最近的研究者越來越傾

向於將其認定為堯都平陽。臨汾古稱「平陽」，據史書記載，堯帝曾

建都於此。而陶寺的種種發現又證實其曾經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續的

時間是公元前 2450至前 1900年，堯的活動年代是公元前 2100至前

2000年。陶寺與堯都在空間與內涵上都有較高的吻合度。

除了二里頭和陶寺，1975 年登封王城崗城址被發現，有的學者

主張該遺址就是禹都陽城，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該遺址屬龍山晚

期。從這一時期起，諸如河南禹縣瓦店、鞏義稍柴、偃師二里頭、偃

師商城、鄭州商城、鄭州小雙橋，以及最近發掘的安陽洹北商城、河

北邢台東先賢等遺址，都有學者指為夏商都邑所在。儘管這些均存在

爭議，然而，其對瞭解夏商文明的意義，是必須充分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