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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的研究表明，早商时期是中原与北方文化的结合时期。从晚商时期开始北方青铜器兴起，并向外传播

到达了蒙古和米努辛斯克等地，而商文化高超的青铜器制造技术是中国北方青铜器兴起的重要原因。在西周初年，草

原文化的兴起又影响到了中国北方地区，这些交往形成了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这也是后来匈奴联盟的基础。

KEY WOＲDS: Shang culture Eurasian Steppe Metallurgical region
ABSTＲACT: The research illustrates that the Early Shang was the period whe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Northern Cultures

integrated with each other． Starting from the Late Shang，Northern bronzes developed rapidly，and even spread out to Mongo-
lia，Minusinsk and other areas． In fact，the advanced bronz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of the Shang Culture was the important
reason driving the rise of Northern China bronzes． During the Early Western Zhou period，the growth of Steppian cultures also
influenced and feedback to Northern China． These communications，consequently，led to the formation of metallurgical regional
center in Northern China and the Mongolian Plateau Metallurgical region，which even laid down the foundation for later Hun al-
liance．

在中国北方和欧亚草原地区商周之际都分

布着大量的青铜器遗存。这些青铜器，尤其是工

具和武器形制大都十分相似，由于在卡拉苏克文

化中发现了较多的此类青铜器，因此这种青铜器

遗存也被人称为“卡拉苏克式青铜器”。面对着

如此大范围内的相似的青铜器遗存，人们自然会

提出一个问题，这些相似形制的青铜器起源于哪

里? 它们又是如何传播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国

外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米努辛

斯克盆地是“卡拉苏克式青铜器”的原产地。So-
phie Legrand 在其所著《卡拉苏克冶金: 技术发展

和地域影响》一文中［1］就强调了这个观点，她在

论文中用一张卡拉苏克和卡拉苏克式铜刀传播

示意图( 图一) 来阐述自己的看法，那就是蒙古、
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与卡拉苏克文化相似的青

铜刀的起源地都是米努辛斯克盆地。
我们现在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是基于一些新

的资料，尤其是介于中国北方和米努辛斯克盆地

间的蒙古高原的一些新发表的采集资料，以及从

更大的包括了中原早商文化在内的视角，并且根

据器物的组合，从器物的年代、青铜器的形制演变

以及由此确定的传播路线入手，来回答这个问题，

讨论中国北方以及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关系。

一、早商时期的商文化与北方地区

1． 早商文化北方变体———台西类型

台西遗址位于河北省藁城市西部 10 公里处

的台西村，1973 年河北省文管处对其进行了发

掘，出土各种器物 3000 多件［2］。其中出土了一

定数量具有北方文化特色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

包括铜戈、啄戈、羊首匕、铜刀和铜镞等( 图二) 。
台西遗址的啄戈与戈有明显的演变关系: 典

型的戈是器身比较对称，剖面呈椭圆形 ( 图二，

1) 。接近啄戈的戈是器身不对称，下援近直而上

援为弧形，剖面为扁菱形，中间起脊( 图二，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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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Sophie Legrand 的卡拉苏克和卡拉苏克式铜刀的传播路线图

图二 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铜器

1、2． 铜戈 3、4． 啄戈 5． 羊首匕 6． 铜刀 7、8． 铜镞

接近戈的啄戈器身与上一件基本相

同，中间的脊更加明显，内变为銎

( 图二，3) 。啄戈进一步发展为器身

前端略向下弯，中间的脊更加明显

为柱脊，但是整体形状仍然接近戈，

銎后的部分很短( 图二，4) 。啄戈进

一步发展就变为以青龙抄道沟和兴

城杨河为代表的长体啄戈，銎与前

后端的距离基本相等 ( 图八，11 ) 。
啄戈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还与戈

融合，形成了北方青铜器中很常见

的管銎戈( 图三) 。
台西遗址出土的羊首匕( 图四，

1) ，在石楼类型演变成蛇首匕 ( 图

四，2、3) ，在燕山以北为铃首和人首

匕。而羊首作为食草动物的兽首装

饰，很可能是商周北方青铜器兽首

的创作源头，尽管台西的羊首与商

代晚期的兽首在形态上还有很大距

离，但是环状耳、凸管状眼睛和小方

格纹装饰与晚商时期的北方兽首是

相近的。由于台西遗址年代很早，

而且地理位置处于中原商文化和北

方长城地带之间，突显出它在北方

系青铜器兴起中的重要作用，在中

国北方和境外都未发现这样早的相

似遗存，所以早商文化的台西类型

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北方系青铜器的

发源地。这个遗址作为早商文化的

北方类型，还有环首刀和有銎镞等

北方青铜器( 图二，6、7、8 ) ，陶器中

兼有涞水富位三期的文化因素，因

此中国最早的北方系青铜器很可能

是借助于商文化高超的青铜铸造技

术制造出北方文化居民所需要的青

铜器而形成的。台西出土的羊首匕

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兽首装饰，这

种装饰方法在晚商的殷墟妇好墓［3］

中更为普遍，而且妇好墓中弓形器

的端头都是中国北方特有的装饰:

兽首、铃首和蛇首。这说明进入商

代殷墟阶段，中国北方青铜器与商

64 研究与探索



图三 有銎戈的演变

1． 台西 M79∶3 2． 台西 M38∶3 3． 郭家庄 M160∶307

4． 台西 M17∶2 5． 冯家府 87J1∶25 6． 小山东庄 M1∶6

图四 台西羊首匕各构成要素与北方系青铜器的比较

1． 台西 M112∶11 2． 清涧解家沟 3． 石楼褚家峪

4． 张北 5． 石楼曹家塬 6． 抚顺望花 7． 青龙抄道沟

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
2． 商文化与北方文化的接触—朱开沟文化

朱开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 今

鄂尔多斯市) 东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从从上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区域内

先后进行了 4 次发掘，出土的大量的遗物。该遗

址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上限大约在龙山晚期，而

下限已经到了商代早期［4］。早商时期的朱开沟

遗址的青铜器或者铸范分为三种文化因素: 商文

化因素、中国北方文化因素以及草原文化因素。
商文化因素的青铜器包括铜鼎( 图五，6 ) 和

铜戈( 图五，3 ～ 5) 等。其中朱开沟出土

的这件铜鼎出土在灰坑，而且被砸坏，

器壁也非常薄，这在中原是不见这种现

象的，说明朱开沟人群用鼎的意义与方

法与中原不同。但这些青铜器的出现

也表明商文化对朱开沟人群的重要影

响。当然商文化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

青铜器上，陶器中粗柄小盘形豆、云雷

纹装饰以及陶鬲的方唇口作风等都是

商文化的影响所致，在朱开沟遗址中甚

至出现仅仅随葬商文化陶器的墓葬。这

些不仅说明了朱开沟文化接受了商文化

的兵器、盛储器，吸收了商文化的部分礼

器，而且商文化与朱开沟文化有一定程

度的融合，陶器上的云雷纹装饰以及陶

鬲的方唇口作风都是二者融合的证据。
朱开沟遗址的中国北方青铜器因

素包括目前中国出土最早的一把铜剑。
这把剑的形制是直柄环首，柄部残留有

绳子的痕迹，剑格整体呈“八”字形，与

剑身之间还有不明显的凹缺( 图五，1) ，

这种形制似乎可以和昌平白浮的直柄

剑相衔 接，而 与 商 代 晚 期 的 曲 柄 的 兽

首、铃首一字格剑没有承袭关系。朱开

沟遗址出土的环首刀也是中国北方最

早的环首刀，这件环首刀的刀身很长，

刀尖上 翘，阑 下 有 与 短 剑 一 样 的 凹 缺

( 图五，2 ) 。除此之外该遗址还出了铜

鍪( 图五，7) 、指环( 图五，8) 和耳环( 图

五，9) 等北方系青铜器。
朱开沟遗址还出土了一件空首斧

石范，上面不仅有附耳而且还有菱形的网格纹装

饰，这种形制的空首斧和装饰与塞伊玛 － 图尔宾

诺遗存的同类器相似。塞伊玛 － 图尔宾诺遗存

分布范围非常大，从阿尔泰到东欧大草原都有该

类遗存的分布，流行年代大约也在早商时期。这

类遗存的空首斧非常发达，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

带耳系统空首斧的出现很可能都与此类遗存有

关［5］。而中原早商时期的空首斧属于无耳方銎

系统，斧身上的装饰也主要是十字纹、目纹或者

垂线纹，与朱开沟的空首斧形制区别明显，朱开

沟的这件斧范应该是草原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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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朱开沟遗址出土的早商时期青铜器

1． 铜匕 2． 铜刀 3 ～ 5． 铜戈 6． 铜鼎

7． 铜鍪 8． 指环 9． 耳环

从整体上看，朱开沟遗址发现的北方系青铜

器虽然不是商代晚期北方系青铜器的直接源头，

它们之间可能是不同的发展谱系，但是它证明了

在中国商代早期的中国北方，就完全有能力生产

具有北方特色的青铜器。而且朱开沟的早商时

期已经是中原二里岗上层、中国北方和欧亚草原

文化汇聚的地方，开始了三者的交往。

二、晚商时期中国北方区的形成

公元前 2 千纪下半段的晚商时期，整个旧大

陆的气候发生了改变，根据已有的研究［6］，在公

元前 1500 年，欧亚大陆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的

南界大约在北纬 56 度左右，而到公元前 1250
年，这个界限向北移到了北纬 60 度附近( 图六) 。
森林草原的墓葬是土坑竖穴墓，草原地区的墓葬

是土丘冢，根据不同时期墓葬形制的分布就可以

搞清这两种文化带分界的北移。这说明在相当

于晚商时期的欧亚草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这

也为南部文化北上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原出现了武王伐

纣的大变革，中原无暇顾及北方地区。中国北方

在这种形势下得到很大发展，从西到东的长城沿

线出现了文化的趋同性，文化面貌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说明了各地之间交往的增加，其中最引人

注意的是花边鬲和北方青铜器的广泛流行。各

地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特有的青铜器，这些青铜

器在器类与形制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如

果仔细观察与比较会发现，各地的青铜器在具有

一定共性外，各地还有自身的特点。这一时期中

国北方青铜器大致可以分为晋陕高原、河套地

区、冀北地区和燕山以北四个地区。这些发现根

据其器物的种类、形制、与中原文化关系以及出

土单位的性质等，可以归纳为八种组合［7］ ( 图

七) 。其中燕山南麓以青龙抄道沟为代表的组合

5、晋陕高原地区以石楼和保德为代表的组合 2
和组合 3 都与南部商文化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以青龙抄道沟为代表的北方青铜器主要分

布在燕山南北地区，呈东西长的狭长分布，西边

始于张家口地区的怀安［8］和张北［9］，向东经北

京［10］、青龙抄道沟［11］，然后沿着辽西走廊向东

北方分布到绥中冯家府［12］、兴城杨河［13］、一直

向北到达沈阳新民［14］、法 库 湾 柳［15］ 和 抚 顺 望

花［16］，可以称为以抄道沟为代表的青铜器群。
这些遗物多出于窖藏。燕山以北地区不见中原

青铜器以及北方与中原文化因素融合的管銎戈

等器物。青铜器特有的是曲柄兽首剑和啄戈，其

他武器有短管銎斧、管銎钺以及曲柄兽首、铃首

和环首的刀( 图八) 。
这个组合基本是工具和武器，不见中原容

器，但是抄道沟出土的铜刀剑上装饰的小方格纹

和兽首装饰则很可能是继承了商文化的台西类

型( 图八，1、2、3、4 ) 。这里出土的啄戈年代上也

晚于台西类型，而在晋陕高原地区基本不见同类

器，应该也是来自台西遗存的影响。
以石楼和保德为代表的青铜器遗存数量非

常多，发现的地点有几十处，主要分布于南流黄

河两岸的晋北与陕北。这些青铜器中很多都与

商文化存在着紧密联系，体现了商文化在晋陕高

原文化中的发展。在柳林县高红遗址出土了目

前最早的北方式青铜盔，年代在商周之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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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森林草原地带南界的移动示意图［6］

图七 北方地区各组合的主要地点

在中原式铜盔出现的年代在殷墟时期，只有前开

脸，没有后开口( 图九，1 ) ; 高红出土的铜盔后部

有开口( 图九，2 ) ，这是中原式与北方式最大的

区别。西周中期白浮墓葬［17］出土的盔( 图九，3)

与高红的相比，前开脸的高度向上提了，开口变

大。通过这些不同时期铜盔形态的比较我们发

现，盔的基本变化是遮盖的部位越来越小，从而

使得带头盔的人的活动更加自如。白浮墓葬中

出土的头盔虽然前开脸变高，但是后开口很低，

可以看成是中原殷墟头盔的遗风。夏家店上层

文化的青铜盔形态不一。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A
型与高红的相同，前开脸是圆弧状 ( 图九，4 ) ; B
型前开脸顶部中间出弧尖［18］( 图九，5 ) ，与黑海

沿岸库班河流域出土的非常相近［19］，具有草原

文化因素。通过对铜盔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北

方的铜盔从南流黄河两岸向东北方向传播，到达

燕山以南的昌平等地，又向北传布到夏家店上层

文化，而且还到达更北的蒙古高原( 图九，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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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以抄道沟为代表的北方青铜器

1． 短剑( 抄道沟) 2 ～ 7． 刀( 抄道沟、抄道沟、抄道沟、抚顺望花、杨河、冯家府)

8． 管銎斧( 冯家府) 9． 管銎钺( 冯家府) 10、11． 啄戈( 冯家府、杨河)

地区

种类
殷 墟 南流黄河 昌平白浮 夏家店上层文化 蒙古

青铜盔

1 2 3

4

5

6

长体刀

7 8 9

图九 商文化对北方青铜器及蒙古高原的影响

这是一条连接长城沿线到长城以外再到蒙古高

原的青铜时代北方青铜器的传布路线。
还可以 作 为 这 条 传 播 路 线 旁 证 的 是 长 体

刀［21］。这种器物在殷墟有较多的发现，是以长

方形“穿”和“内”与柄相联( 图九，7) ，后来传到

陕西淳化黑豆嘴遗存的山西石楼青铜器群中( 图

九，8) 。在石楼青铜器群中与北方文化因素相结

合，变成北方青铜器中特有的有“銎”长体刀，这

种器物也是从南流黄河两岸向东沿长城地带传

播，目前只发现在昌平白浮墓地 ( 图九，9 ) 。在

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尚未见到这种器物。但是从

夏家店上层文化吸收很多白浮墓葬中中原与北

方结合的器物看，这种有銎长体刀出现在夏家店

上层文化中也在情理之中。
商文化与北方文化的联系方式存在着很多

可能，人群迁徙、贸易、领土扩张等，其中两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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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 铜罐

1． 小屯 M5∶852 2． 郭家庄东南 M26∶28

3． 殷墟西区 M152∶2 4． 上海博物馆藏

群的联姻也是较为常见的联系方式。
殷墟妇好墓是商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发

现之一，随葬品极其丰富，在众多的随

葬品中，包括大量的武器和一些非商因

素的个人随葬品，如铜镜、弓形器、车马

器以及草原风格的青铜刀［22］。因此有

学者认为妇好很可能来自商王朝统治

区之外的方国，属于北方民族的妇女嫁

入商王朝［23］。妇好随葬的铜罐，器物

较小，从形制上看与商文化因素格格不

入，很显然是北方文化风格的器物。铜

罐颈下饰有斜角雷纹一周，上腹部有对

称的竖桥状耳二，器身两侧有铸缝，底

部亦有铸缝［24］( 图一〇，1) 。郭家庄东

南 M26 也出土一件［25］，底近平。底部

有烟炱。口呈椭圆形，在长轴两边的口

沿上有两个对称的直耳，内穿绹索状提

梁。颈饰凸弦纹三周( 图一〇，2 ) 。上

海博物馆［26］和殷墟西区墓葬 M152［27］也有类似

的器物( 图一〇，3、4) 。此外，这类铜罐在宝鸡

国墓地［28］、甘肃宁县宇村墓地［29］和晋侯夫人墓

葬［30］等地也都有发现，而这些墓葬都具有浓郁

的北方风格。晋侯夫人墓葬也随葬这种铜罐，只

是铜罐具有双环耳，具有西戎的风格，证明了妇

好和晋侯夫人随葬这种铜罐是由于远嫁外地的

女性偏爱使用故乡风格器物的缘故，属于私人用

品，与其等级地位无关。

三、商周之际北方系青铜器向欧亚草原的传播

北方系青铜器在中国北方是从靠近中原的

燕山以南发展起来，逐渐向北传播。夏家店上层

文化青铜器中来自燕山南麓商末青铜器的兽首

刀就是很好的例子。它是商周之际在长城沿线

非常流行的一种北方青铜器，而且在殷墟也有发

现。它的演变系列较为清楚。最早的一件为抄

道沟的鹿首刀( 图一一，1 ) ［31］，与之相似的还有

兴城县杨河［32］、绥德墕头村［33］、殷墟妇好墓［34］

和张家口怀安［35］等，这说明这种刀子最早分布

于长城沿线，而且主要是东部地区。根据妇好墓

在年代，这种形制较早的兽首刀的年代为殷墟二

期。后来这种刀向北传播，与抄道沟的刀较为相

近的是朝阳县二十家子［36］和奈曼旗东犁［37］的

兽首刀( 图一一，2、3 ) ，这两把刀仍保留了环纽，

但刀身弓背不明显了。内蒙古林东塔子沟的兽

首刀［38］的环纽已消失( 图一一，4) 。内蒙古敖汉

旗五 十 家 子 的 羊 首 刀［39］ 和 河 北 兴 隆 县 小 河

南［40］的牛首刀已经地方化了，刀柄和刀刃的横

隔不明显 ( 图一一，5、6 ) ，刀身近直。敖汉热水

汤［41］和老南船石砬子 M741［42］上的马首和牛首

刀柄上由于已经装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纹饰

( 图一一，7、8) ，因此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工

具。燕山以北的兽首刀，如二十家子、东犁、塔子

沟和五十家子发现的刀，其年代都介于夏家店下

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属于何种考古学

文化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夏家

店上层文化的兽首刀是来源于燕山南麓以青龙

抄道沟和兴城杨河为代表的商末北方青铜器，它

们向北发展，分布到燕山以北，并被后来的夏家

店上层文化所吸收。
从兽首刀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目前见到的

最早的晚商时期的北方青铜器在靠近中原文化

的燕山南麓的长城沿线，很可能这里是商末周初

北方青铜器的发源地，然后逐渐向北传播，经朝

阳、赤峰、巴林左旗到奈曼，这支一直延续到西周

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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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来自燕山南麓的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刀

蒙古高原地区介于中国北方与

米努辛斯克盆地之间，是我们讨论

中国北方与米努辛斯克盆地之间关

系的关键地区。这里发现的商周时

期的青铜器，无论从种类上还是从

形制上都与中国北方青铜器非常相

似。蒙古地区发现的早期青铜器遗

存种类很多，在这里我们将列举刀

和剑来看它们与中国北方地区青铜

器的联系。根据与中国北方青铜器

的对比，这些青铜器也可以分为早

商、晚商与西周时期。
蒙古的短剑根据剑格的差异可

以划分为凹槽剑格和阑式剑格两类

( 图一二，22 ～ 28 ) ，柄首又有兽首、
环首、铃首和菌首之分。这些铜剑

在中国北方也非常常见。目前发现

的凹槽剑格铜剑最早的一件是出自

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朱开沟遗址

类别

时代

铜 刀 铜 剑

无 格 有 格 凹槽剑格 阑式剑格

早商

时期

晚商

时期

西周

时期

图一二 蒙古出土商周时期的铜刀剑

1． 戈壁阿尔泰 2． 中央省 3． 戈壁阿尔泰 4． 科布多省 5． 苏赫巴托尔 6． 南戈壁 7． 中央省 8． 鄂尔浑省 9． 东戈壁省

10． 苏赫巴托尔 11． 中戈壁省 12． 前杭爱省 13． 南戈壁省 14． 南戈壁省 15． 中戈壁省 16． 科布多省 17． 中央省

18、19． 不明 20． 巴彦洪戈尔省 21． 巴彦洪戈尔省 22、26． 库苏古尔省 23． 扎布汗省 24、27． 南戈壁省 28． 科布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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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卡拉苏克时期的铜刀和铜剑

中( 图五，1 ) ，鄂尔多斯

地区或许可以看做是这

种 凹 格 短 剑 的 发 源

地［43］。蒙 古 地 区 的 凹

格铜剑可能就是来源于

中国北方。阑式剑格与

中原的铜戈非常相似，

很可 能 是 戈 影 响 的 结

果。兽首和铃首的装饰

也都与北方同类器的影

响有直接关系。
铜刀是蒙古早期青

铜器 中 数 量 最 多 的 一

类。依据刀身与刀柄之

间的分界，也可分为有

格和无格两个系统，依

据刀柄首不同，又有兽首、环首、铃首和菌首之

分，其中环首刀和兽首刀发现的数量最多( 图一

二，1 ～ 21) 。这些铜刀在中国北方青铜器中都可

以找到相似形制的器物。而且大部分较早形制

的铜刀都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以弯柄兽首刀

为例，青龙抄道沟是最早的一件( 图八，3 ) ，而另

外一种铃首刀上铃首的风格起源地很可能是在

晋陕高原地区。
米努辛斯克盆地位于叶尼塞河中游的俄罗

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南部，该地区青铜时代文化

遗存十分丰富，而且考古工作开展得较早。因此

在二十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前苏联考古

工作的中心地区，而在该地区建立的文化年代序

列也成为了俄罗斯青铜时代考古的标尺。虽然

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该地区并不能涵盖整

个俄罗斯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但是其特殊的地

理位置，丰富的文化遗存，使其在俄罗斯青铜时

代考古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里相当

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遗存非常丰富，最具代表性

的是青铜刀( 图一三，1 ～ 13) ，主要折背刀( 图一

三，2 ～ 5) 、环首刀( 图一三，9 ～ 12 ) 、菌首刀 ( 图

一三，6、7) 和兽首刀等( 图一三，8、13 ) 。其中折

背刀是米努辛斯克盆地特有的类型，数量也最

多。它的原形可能来自于一种铜或青铜刃尖插

入到骨制柄的复合工具 ( 图一三，1 ) ，而且这种

器物在奥库涅沃文化和塞伊马 － 图尔宾诺文化

遗存中都有发现。林沄先生认为这种背部呈磐

折状的折背刀应该起源于奥库涅沃文化和贝加

尔湖地区的格拉兹科沃文化［44］。这种刀的早期

刀背弧度较大，晚期刀背则逐渐变得平缓，从形

态的演变看，在这种折背刀很有可能在卡拉苏克

期就出现了。菌首刀是卡拉苏克文化中另外一

种比较具有特色的青铜器，菌首的作风在米努辛

斯克盆地流行也最为广泛。兽首刀出土的数量

比较少，大多是采集或征集品，而且刀柄首的动

物形象造型稍显简单，明显没有中国北方地区的

同类器更加写实。
除了铜刀外，青铜短剑数量也比较多( 图一

三，14 ～ 25) ，但基本都为征集品。与蒙古高原的

短剑相比，这里的剑大部分为凹格，有阑的很少，

而且在卡拉苏克文化出现的年代可能较晚。
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的这些青铜器与商周

时期北方系青铜器的联系上表现的非常明显。
首先，在米努辛斯克盆地流行的凹格剑，由

于在卡拉苏青铜器中发现数量较多，也被称之为

“卡拉苏克式铜剑”，但是这种短剑在米努辛斯

克盆地多为征集品，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基本都

属于公元前 10 世纪以后的石峡期。中国北方地

区也有多件凹格剑出土，大多数年代属于西周时

期。但目前发现此类短剑最早的形制则出现于

中国北方的鄂尔多斯地区的朱开沟遗址，年代可

以早到商代，因此这个地区也被认为是凹格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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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 兽首剑分布传播示意图

图一五 铃首风格刀剑分布传播示意图

图一六 菌首刀剑的分布传播示意图

的发源地［45］。
其次，从兽首剑的分布来

看，南西伯利亚、外贝加尔、蒙

古以及中国北方其中地区都有

发现，中国北方邻近的蒙古南

戈壁省出土的兽首剑［46］ 与中

国北方最早的青龙抄道沟的剑

十分相似，写实性较强，剑柄与

剑身弯曲明显，剑格为阑式护

手，是同类器中年代较早的，年

代大约在晚商时期。米努辛斯

克盆地、贝加尔地区和中原发

现的兽首剑数量少，而且都没

有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的剑的

兽首那样写实，而且米努辛斯

克盆地的铜剑都出于卡拉苏克

晚期的石峡期，所以年代应该

晚于北方和蒙古出 土 的 兽 首

剑。因此最早的兽首剑很可能

是出现在中国北方以及蒙古与

中国交界地区，然后向外传播

( 图一四) 。
再看铃首作风的刀和剑，

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蒙古与中

国北方都有发现，但中国北方

地区分布非常集中，尤其是在

晚商时期晋陕高原地区的保德

组合青铜器中，不仅数量多，而

且铃首的均为大的球铃首，这

种球铃首与商代弓形器两端的

铃首相似，它的发展趋势是铃

瓣减少。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

的铃首剑为四瓣铃首、直柄、剑
格与剑身之间有凹缺，是铃首

剑中形态比 较 晚 的［47］。而 且

在中国北方地区铃铛装饰的出

现非常早，在相当夏时期西北

地区的齐家文化中就是出土有

陶制的镂空响铃罐，里面有两

个陶丸，摇之可响［48］。可以这

样说铃铛装饰在中国北方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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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北地区有比较久的文化传统。所以说铃首

刀和铃首剑上的铃首风格最早可能是出现于中

国北方晋陕高原地区，然后向南北传播，最北一

直到米努辛斯克盆地( 图一五) 。

图一七 中国北方冶金区的形成和发展

最后再看菌首的刀和剑，在米努辛斯克盆地

最为流行，在蒙古与贝加尔也有。中国北方地区

出土的菌首刀剑主要集中在燕山南北地区，数量

较少，年代大多属于西周时期。从形制和数量

看，刀和剑的菌形首风格应该是米努辛斯克盆地

的传统，蒙古、中国北方以及中原地区的同类器

可能是受其影响而产生的( 图一六) 。
通过我们上面对铜刀和铜剑等青铜器发展

演变的分析可以看出，米努辛斯克盆地与中国北

方和中原地区关系并不是单一方向传播的，而是

互有交往的，双向传播。其中米努辛斯克盆地的

凹格剑、兽首剑、铃首刀剑以及弓形器等都是受

到了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的影响。此外，

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还发现了少量的三足蛋形

瓮［49］，根据已有研究，这种器物起源于龙山时代

晚期的晋中地区，并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内蒙古中

南部、南流黄河两岸、晋中和关中地区［50］。因此

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这种三足蛋形瓮无疑是

中国北方文化外传的一个佐证。而中国北方菌

首风格的刀剑则可能是来自米努辛斯克盆地的

影响。从年代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北方对米努

辛斯克盆地的影响发生的比较早，商代晚期就已

经开始; 而米努辛斯克盆地对中国北方的影响发

生相对较晚，菌首作风传到北

方地区已经是西周时期。因

此那种米努辛斯克盆地起源

论缺乏细致的论证，是值得商

榷的。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中

叶，吉谢列夫在《南西伯利亚

古代史》一书中就认为一些

典型卡拉苏克文化青铜器是

中国北方地区的人群所带到

叶尼塞河沿岸的，公元前 12
世纪，中国北方青铜器广泛北

传，东南部的居民也开始进入

米努辛斯克盆地［51］。著名学

者 威 廉 姆 · 华 生 ( William
Watson) 在其所著《古代东亚

的文化边界》中也提到，东方传统的卡拉苏克文

化人群向西到达米努辛斯克盆地，取代那里的与

西方有联系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所以中国文化才

会传入米努辛斯克盆地［52］。
总之，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地区与米努辛斯克

盆地的人群无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两地的青铜

文化尤其是青铜器遗存存在着相当大的相似性，

这种文化共同性并非是单一地区起源传播的，也

不是一下子就能形成的，其形成必有相当复杂的

历史过程［53］。

四、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的形成和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看，商周时期蒙古地区和中国

北方地区青铜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构成

了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最东端的文化区。我们可

以借用俄罗斯学者契尔耐赫关于“冶金区”概

念，来表现二者的这种关系。
俄罗斯学者契尔耐赫在《苏联古代冶金》［54］

一书中，根据器物的种类和形式、生产方法、铜和

青铜的化学成分以及生产的结构和社会组织区

将公元前 5 千纪到公元前 1 千纪初的欧亚大陆

北部的的冶金业的发展分为若干个金属冶炼中

心和金属制造中心区。
这些中心往往与特定的考古学文化及其变

体直接联系，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揭示冶炼中心和

这 些 考 古 学 文化之间更为复杂的联系。一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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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可以完全与一个考古学文化吻合，也可以覆盖

两个或三个考古学文化。若干个冶金中心构成

一个冶金区。根据他的研究，整个旧大陆的早期

金属时代( 纯铜至青铜时代) 文化中这样冶金区

在数量上可以达到 10 ～ 12 个。冶金区之间的区

别是下列因素为基础的:

一是从所有种类复杂的人工器物的形态学

上来看，但最初我们研究的注意力仅放在工具和

武器上。这些器物能更细致的代表每一个冶金

区的特征。
第二个特征就是在生产这些重要的工具和

武器所使用的基本相似的制造技术。在这方面

最有意义的是铸造的模子和器物生产过程的分

析。因此，一个调查者必须要找到适用于整个冶

金区的各个中心或至少是冶金区的首要中心制

造金属器物所使用的一套铸造和锻造技术方法。
在冶炼中心中的铜合金的使用不如在制造

中心的重要。要想能生产各种特殊的合金，尤其

是那些技术成熟的合金，象锡青铜和砷青铜，不

仅要受传统的限制，而且还与这个中心当时所能

得到的矿石有关。但同时对生产这些器物的种

类形态和生产技术就很少受到原材料的影响。
各冶金中心通常都在冶金区内部形成联系。

在这个系统中，虽然金属制造中心有时候可以起

到主导作用，但总的说来属于从属地位的。
一个冶金区被另一个所取代———时间和空

间的继承———实际上会在冶金生产的方法、金属

制造技术、合金种类使用和主要的工具武器形态

上发生突然的改变。一个新的冶金区的形成往

往伴随着早期金属时代文化的新的快速扩张。
这种事件的发生也标志着旧大陆文化的新的历

史发展阶段的开始。
按照契尔耐赫对欧亚大陆的划分标准，从商

代晚期开始中国北方及周边的蒙古高原形成了

一个独立的冶金区———“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

金区”［55］( 与中亚冶金区、伊朗 － 阿富汗冶金区

以及高加索冶金区并列) ，进入青铜器制作的繁

荣期，代表性器物有兽首、铃首、蛇首装饰的剑、
刀和马镳以及啄戈等器物。它位于中原地区的

北部边缘。从早商文化的台西类型中我们可以

看出它借用和吸收中原的一些技术、风格和观

念，并受到北部米努辛斯克盆地以及西部中亚地

区的影响，以当地的土著艺术母题作为工具与武

器的顶端装饰，形成了新的器物类型与风格。这

些原创性的发明又向草原地区传播。在中国北

方与蒙古高原这个冶金区，西部和中、东部可以

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冶金中心，它们与中原和草

原的联系各有不同，但是从器物的共性看，它们

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接受了南北两

方面的文化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青铜器组合，并

向外传播。这个冶金区与商周时期的“北方系青

铜器”的概念基本是一致的。也与威廉姆·华生

在 1971 年出版的《古代东亚的文化边界》一书

中［56］提出的“北方区”( Northern Zone) 的概念，

即把中国北方边境地区视作一个自身特征分明

的青铜生产区是一致的。
在公元前 2 千纪后半叶，草原进入青铜时代

末期。商代晚期中原青铜器进入鼎盛阶段。中

原青铜器高超的技术对北方青铜器产生了极大

的促进作用，这是亚洲草原其他地区所不具备

的，它使中国北方青铜器在亚洲东部草原成为最

发达的青铜器。中国北方与商文化的北方类型

所创建了中国北方青铜器进入到繁荣时期，形成

8 个类型，并且向北传播，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

冶金区正式形成。它包括了中国北方和蒙古高

原、外贝加尔地区，向西到达米努辛斯克盆地的

卡拉苏克文化( 图一七) 。这个分布区恰好是战

国末期到汉代匈奴分布的主要地区，匈奴文化的

形成吸收了这个冶金区的文化传统。从这个意

义上看，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为匈奴联盟

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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