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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uanbei and Yinxu are two capital sites, dating to the middle and late Shang periods respectively.
These two urban sites are contiguous in space and chronology, but different in layout, which are of two
distinguished systems of urban planning. Based on the lates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research,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atial planning,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of the two city sites. In the late
phase of the early period, the Huanbei city site was planned and founded, the construction of which was
discontinued soon afterwards. In the late Huangbei period, the Shang king moved back here and launched
new constructions. The Huanbei city site was abandoned in the end, follow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inxu
site. In other words, the fall of the Huanbei site marked the rise of the Yinxu settlement.
Keywords：Huanbei city site of the Shang dynasty, Yinxu, construction, change

摘要：洹北商城与殷墟遗址是分属于商代中、晚期的两座都城遗址，两者在空间上相连，时代上前后衔接，但

总体布局差别明显，是两座规划与布局迥异的城市实例。本文结合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讨论了两者的规划、建

设上的特点及其嬗变。在洹北商城早期偏晚时段，商人规划、建设洹北商城，随后中断了城市的建设；到洹北商

城晚期，商王又迁居于此，开始了新一轮建设，之后又放弃了洹北商城，起建了殷墟商邑。两者间发生了一废一

兴的转换。

关键词：洹北商城；殷墟商邑；建设；嬗变

从洹北商城到殷墟商邑：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嬗变

牛世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洹北商城与殷墟遗址分别位于河南安阳市的

北部、西北部，是分属于商代中、晚期的两座都

城遗址。两者在空间上相连，时代上前后衔接，

但总体布局差别明显。总体看，洹北商城为矩

形，有外郭城垣；殷墟遗址则大致为横向的椭圆

形，没有外郭城垣，各自具有鲜明特点，显示两

者的规划和建设具有不同模式和风格。两者间为

何有如此明显的差别，令人深思。本文在学界研

究的基础上，结合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就两者

在建置、规划的特点及其嬗变等作进一步探讨。

一

传世文献记载，商王朝曾多次迁都，盘庚迁

殷即其一。1899年，甲骨文发现。1908年，罗

振玉确认甲骨文出于河南安阳的小屯，确认小屯

一带为殷墟所在［1］，殷墟重新引起学界的关注。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有“《竹

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

更不徙都”［2］之说，这是历来有关殷墟作为商代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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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的基本年代认识。史学大师王国维对殷墟甲

骨卜辞中商王及其谱系的研究，证实《世本》

《史记》等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商王世系是可信的

［3］。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

在“殷”条下说：“盘庚以后，帝乙以前，皆宅

殷墟。知《纪年》所载，独得其实。”由于对殷墟

甲骨文与传世文献《殷本纪》《竹书纪年》中等有

关记载的综合研究，从而确认了殷墟这个晚商都

城及其历史地位，并开始了以考古研究为基础的

综合研究。董作宾先生把殷墟甲骨刻辞分为五

期，并推断了各期与商王及王世的对应关系［4］。

考古学家基于殷墟考古的研究，将殷墟文化分为

前后相继的四个时期［5］，其中殷墟第一期晚段至

第四期可与殷墟甲骨卜辞的分期大致相对应，即

相当于商王武丁到帝辛时期，第一期早段则早于

商王武丁，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现在

普遍认为，殷墟遗址就是传世文献、金文所称的

“商邑”［6］所在，殷墟卜辞称为“大邑商”［7］。

从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角度看，探讨殷墟都城

遗址的布局问题是随着考古发现逐步开展的。

1928年开始在殷墟的15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

成果，其中在安阳的小屯村一带发掘出土了丰富

的商代晚期的甲骨卜辞、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从

而确认了商王的宫殿区所在。在侯家庄的西北岗

发现了商王陵，据这些殷墟考古史上的重大成果

获知殷墟这个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的中心以及宫城

与商王陵区重要的功能区的建置方位。

20世纪50年代后期，考古学家提出探索殷墟

的范围与布局的课题［8］。60年代初，根据当时所掌

握的殷墟遗址地下埋藏信息，估计殷墟的面积约在

24平方千米以上［9］，并划出了殷墟遗址的保护范

围。90年代中期出版的《殷墟的发现与研究》认为

［10］，殷墟商邑是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扩大的，因为

其中第一期早段主要发现在小屯，另外在洹北的三

家庄一带也发现有墓葬；第一期晚段（一般认为相

当于武丁早期）时显著扩大，面积达 12平方千

米，此后不断扩大，到第四期时范围达到东西长

约 6 千米、南北宽约 5 千米，总计达 30 平方千

米。《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对20世纪80年后期以

前殷墟主要考古工作地点的信息进行综合梳理，

把各类重要考古现象（如居址、墓葬以及铸铜和

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区）标绘成图，从中可见80年

代对殷墟遗址的范围、考古发现的重要遗存的空

间分布情况等方面的认识。

1969年-1977年对殷墟西区墓葬的大规模发

掘，发现这一带的墓葬大体分多个片区，发掘报

告据各片出土青铜器上带族氏的铭文，认为各片

墓地是以家族为主的族墓地。有学者进一步认

为，大邑商（殷墟）这个晚商都城的内部结构，

从人群（社群）角度看，是由以家族为主体的族

氏聚邑组成，其中王邑（即王宫区）是最重要的

一个，其他族邑围绕着王邑（即王宫区）建置。

大邑商的聚落形态主要可划分出王室（王族）生

活区和墓葬区、其他各族群的生活和墓葬区等两

大层次，即王邑和族邑层次；并初步析出10多个

族邑及其建置位置，这是从人群（社群）和城市

聚落的角度探讨大邑商布局的一次尝试［11］。后有

学者继续讨论了商代邑的构成要素和大邑商的内

部建置［12］，或把讨论殷墟晚商王宫（小屯宫殿

区）的功能区划为重点［13］，进一步探讨殷墟商邑

的都城发展模式［14］。

围绕殷墟考古的另一个重大收获是洹北商城

的发现。20世纪30、60年代调查时，在洹河北

岸的韩王度、三家庄、花园庄一带发现商代遗

址［15］。1964年在三家庄村东南发现一批商代青铜

器［16］，1979年在董王度收集到青铜器等可能出自

墓葬的遗物［17］，1980年，在三家庄村东清理商代

墓葬 8 座［18］，年代均早于殷墟遗址大司空村一

期，被称“殷墟文化一期偏早阶段”［19］。1996年-

1997年，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洹北三家

庄、花园庄一带调查并进行小规模发掘，确定这

里的商代遗存年代介于二里岗文化白家庄期与殷

墟文化大司空一期之间。通过1998年2-3月的密

集钻探，确认洹北花园庄一带遗址的规模不小于

150万平方米，可知以往在这一带的数次考古发

现，属于同一遗址内的不同地点的遗存，研究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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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洹北花园庄遗址可能是一处中心聚落。

1997年-1999年又在洹北花园庄村的西部和东部

分别进行了较大面积的发掘，发现有密集的商代

遗存［20］。1999年10月，通过对遗址的再次大规

模钻探，最终发现了洹北商城［21］，后相继发掘了

郭城墙槽［22］、宫城［23］及内部的两座主要宫殿建

筑［24］，进一步明确洹北商城的时代为中商第二、

三期，年代下限与殷墟相衔接。2005年在郭城中

部偏东地带钻探出众多的中小型建筑基址，中北

部也发现多处较大规模的夯土建筑，在郭城中北

部的韩王度村东北部钻探出夯土遗迹 10 处。

2015年-2016年发掘确认，韩王度村东一带有铸

铜、制骨作坊［25］。关于其性质，有“河亶甲居相

说”［26］或“盘庚迁殷说”［27］两说，研究者多持其

中一说。洹北商城作为商代大型都城，具有规模

大、早和晚两期的遗存在当时最丰富等特点，这

两说可能都是对的。

洹北商城的发现，给研究者提出了新的问

题。从城市的角度看，洹北商城与殷墟遗址各自

基本具有城市的各类要素与功能；两者在空间上

相邻，平面形态差别明显；在年代上是一早一晚

的关系，前后紧密衔接，但其间的差别之大，原

因令人深思。为什么会发生从洹北商城到殷墟商

邑的变迁，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除了要考虑

商代大的文化和环境背景外，要以考古发现为基

础，搞清两者各自的总体布局、内部功能和两地

考古遗存的时代特点等。

二

1. 洹北商城

洹北商城位于殷墟遗址东北外缘以北。发现

郭城墙、宫城以及众多遗迹和文化遗物。自1997

年对洹北花园庄的发掘始，对洹北商城的文化遗

存有了明确的认识，该城址的文化遗存分为早、

晚两期，这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

郭城平面近方形，东西宽2.15千米，南北长

2.2千米，总面积约 4.7平方千米，方向 13°。郭

城城垣基槽宽 7 ~ 11米，深约 4米。宫城位于郭

城中部偏南，南北长795米，东西宽度超过515

米，面积约 41万平方米。宫城四周城墙基槽宽

6~7米，墙体宽5~6米。宫城内钻探发现大型夯

土基址 30余处，已发掘F1、F2两座大型建筑。

建筑方向与城的方向一致。F1 位于宫城南部，

为四合院式建筑，东西长 173 米，南北宽约

85 ~ 91.5米，面积1.6万平方米，它是迄今发现

的面积最大的商代大型建筑基址。外有围墙，主

殿在北面，南有庭院，南墙上有门塾；院两侧有

配殿、廊庑。主殿只发掘了西半部，清理房屋９

间，每间宽约８米，进深５米多。估计主殿东西

总长度当在 90米以上，南北宽约 14.4米。门塾

内外两侧发现20余处祭祀坑。F1之北有F2，面

积也很大。

在宫城以北的北部地带，20世纪60至90年

代，多次发现和发掘了商代遗存，年代与后来发

现的洹北商城的城垣、大型建筑基址的年代相

当。2005年在郭城中部偏东地带钻探出众多的中

小型建筑基址，中北部也发现多处较大规模的夯

土建筑；在郭城中北部的韩王度村东北部钻探出

夯土遗迹 10 处，经 2015 年-2016 年发掘确认，

韩王度村东一带一座原认为是东西向大型房址的

遗迹，呈东西向、浅沟状（编号为G8，可能是

一条道路），在发掘区内长102米，宽12.2~16.4

米，两边高，中部低；其南面有大型建筑，北面

压着铸铜、制骨作坊遗存。

城西北部的花园庄一带发现普通居民的居

址。1997年-1999年，在西墙内的花园庄村西、

村东进行发掘，发现夯土基址5座，大的不小于

200平方米，小的也有20多平方米。在花园庄的

韩王度村东和东北部，也钻探到夯土遗迹10处。

2. 殷墟遗址

殷墟遗址位于洹河南北两岸。1928年-1937

年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1950年以来这里的考

古工作基本未间断。综合考古发现的遗址地点，

可知殷墟遗址东西约 6千米，南北宽约 6千米，

面积超过30平方千米。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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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的中心是商王的宫殿区。宫殿区位于洹

河南的小屯一带。1928年-1937年间，在小屯村

的北部一共发掘了三组53座建筑基址，发掘者将

其分为甲、乙、丙三组［28］。甲组在北，乙组在甲

组南，丙组在甲组西南。甲组基址共15座，其范

围南北约100米，东西约90米，基址的平面形状

有长方形、凹字形等。乙组基址共21座，其范围

南北约200米，东西约100米，基址平面形状有

长方形、近方形和凹字形等。其中最大的是乙八

基址，南北长约 85米，东西宽约 14.5米，上有

础石153个。在乙七基址南与乙十二基址北的区

域有成排且密集的祭祀坑，在乙十二基址西有著

名的甲骨坑YH127。丙组基址共 17座，其范围

南北约50米，东西约35米，丙组的建筑都比较

小。关于这三组基址的功用，发掘者初推测甲组

是居住用的，乙、丙两组可能作宗庙及其他祭祀

用的。现在，研究者对宫殿区建筑的性质仍有分

歧，但乙组被认可为宗庙说。据新的考古钻探发

现［29］，宫殿区的范围可能还要向西扩展，前述三

组建筑基址或许只是宫殿区的主要部分。

商王陵区位于洹河北侧的武官村和侯家庄村

北约 800米处的高地上，范围东西长约 450米，

南北宽约250米。可分东西两区：西区带四条墓

道的大墓7座，未完成大墓1座，带一条墓道的

大墓1座。东区有带四条墓道的大墓1座，两条

墓道的大墓3座，一条墓道的1座。这里还发现

1483座小墓，其中除少数为陪葬墓外，大部分是

祭祀坑，它们基本发现于东区南部。

商王以下各级贵族及普通居民的居址主要分

布在洹河两岸及其附近。在洹河北经考古发掘的

地点有大司空村、武官村及侯家庄等处。洹河之

南的遗址地点更多，有白家坟南地、北辛庄、高

楼庄南地、刘家庄北地、苗圃北地、梅园庄东南

地、戚家庄东南地、王裕口南地、孝民屯、薛家

庄、四磨盘、徐家桥北地等地，其中多数地点发

现有居住遗址和墓葬，这些地点可能是以家族为

主体、举族而居的聚邑［30］。少数地方发现有面积

较大的墓葬区，以孝民屯中南部至白家坟西的殷

墟西区墓葬区最大，过去被认为是独立的墓葬

区［31］，后来认为那里同样是既有居址、也有墓葬

的多个族邑，早年的考古工作因配合基建的被动

发掘任务重、时间紧，造成了只挖墓葬、不挖或

少挖居址的情况［32］。

殷墟还发现铸铜、制玉、制骨、制陶等多类

手工业作坊遗址或有关遗存。其中在小屯宫殿区

一带，乙组建筑及附近出土大量铸铜陶范以及铜

碎片［33］，妇好墓东约100米处有2座半地穴式建

筑，其中有大量石料、磨石及少量玉石器［34］。小

屯村东北地的甲六基址西北方向约20米处，钻探

发现一处玉料坑［35］。在宫殿区以外，各类手工业

作坊遗址分布于殷墟范围内多个地点，铸铜遗址

地点有苗圃北地、薛家庄南地和孝民屯南地，制

骨遗址地点有花园庄村南、大司空村、北辛庄、

薛家庄南地，发现陶窑的地点有王裕口南地、苗

圃北地、薛家庄南地等［36］，其中手工业作坊区面

积比较大的有苗圃北地、孝民屯南地、大司空南

地等3处，其中在苗圃北地、大司空等地点，多

类手工业作坊往往就近或连片分布。

据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37］，殷墟大邑商都的

道路有宽、中、窄三种，其中已发现干道有三横

两纵，宽度超过 10米，构成商都的骨干道路网

络，其中两条南北向的干道直通王宫（小屯宫殿

区）方向。在洹河以南还有西北至东南向的干

渠，在偏东端、商王宫殿区以南还有支渠，为向

都城南部、尤其是东南部的手工业区供水之用。

三

如果以城市功能及其演变为视角观察，洹北

商城与殷墟商邑各自基本具有城市的各类要素与

功能，不仅有最高统治者商王的宫城或宫殿区，

还有贵族以及普通居民的居地、葬地以及手工业

区等。两者在年代上虽为前后相继关系，在空间

关系上大致为各自独占而不是共享空间，概言

之，有洹北商城时还没有传统的殷墟聚落，到殷

墟商邑起建时，洹北商城已废弃。两者的城市形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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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迥异，表现出各自独特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思

想。此外，洹北商城的早、晚期间有缺环（详

后），据研究，作为商王迁建的都城，洹北商城

早、晚两个时期的名称，与传统的殷墟商邑并非

同名。所以，不能把洹北商城与传统的殷墟商邑

看作一个城市，而应是两个城市。

现在，将洹北商城与殷墟都邑作比较的话，

可见两者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从平面形状与内部

功能区划看，洹北商城的城垣近方，南北向城垣

略长，城垣基槽走向直，范围非常规整。商王的

宫城居前（偏南部），贵族以及普通居民区在城

内北部，其间有手工业作坊区，整个城址的各功

能区的建置具有明显的总体规划特点。相比之

下，殷墟商邑虽然很大，但范围并不方正，商王

的宫殿区与各类功能区的布置都无法纳入像洹北

商城那样一个规整的范围，也不像洹北商城那样

有规律可循。除了商王宫殿区大致居于中心地带

外，其他各类功能区似乎更像是无序布置的，似

乎缺乏严格的总体规划。所以，殷墟商邑与洹北

商城的规划明显不同，是两座规划与布局迥异的

城市实例。为何两者的布局差别如此明显，令人

深思。

如果综合考察两者的年代，从中可见两城在

规划与营建方面的特点以及嬗变关系，其间发生

了一废一兴的更替变化。下面从城址的年代、文

化遗存的分布特点等方面具体来讨论。

从年代关系看，研究者公认洹北商城整体上

早于殷墟商邑，但两者在年代上是前后完全衔接

的。洹北商城的遗存可分早、晚两期，早期早于

传统殷墟文化的年代，晚期与殷墟文化最早的一

段（即邹衡先生所分的殷墟第一期、郑振香先生

所分的殷墟一期早段）的时代完全一致，殷墟商

邑第二至第七段文化遗存的时代则晚于洹北商

城。加上郑州的二里岗期商文化，构建起了商王

朝时期商文化的完整年代标尺。但就洹北商城

看，虽然遗存可分早、晚两期，但两期间在年代

上并不完全衔接，而是有小的缺环，弥补这个缺

环的是以东先贤为代表的邢台商代遗址第一期。

比较可知，洹北商城早期与以东先贤为代表的邢

台商代遗址第一期的时代相当，但后者略晚于前

者，即处在同一期的偏晚（尽管后者还不能独立

为一段），正好填补了洹北商城早、晚期间的缺

环［38］。殷墟商邑范围内的遗存，第一期晚段的时

代与洹北商城晚期相当，第二期的年代接续洹北

商城之后，近90年的研究可知，殷墟的各期、段

间年代是连续的，其间没有缺环。

从文化遗存的分布和扩展态势看，洹北商城

与殷墟商邑各自有着不同的“生长”过程。

先看洹北商城。洹北商城早、晚期，城址面

积之大，在商文化圈内乃至整个商代都是少见

的，都是当时商代遗存最丰富、等级最高的城

址，其性质当属商王都无疑。早期遗存的分布在

以郭城城墙基槽为边界内。其中城北部的花园庄

等地有贵族及普通居民区，在宫城区（这一带或

许在早期规划为宫城，但现知宫城区的建筑或在

晚期兴建或使用，像F1大型宫殿建筑是否为早

期所建，尚不能证明）的范围，在早期有以H8

等为代表的遗迹。另外，勘察简报所说郭城城墙

的基槽之内槽，可能也是在洹北商城早期开挖

的，因为简报所说的外槽、内槽，在东、北、西

三面城墙的基槽里都是存在的，在地层上是上层

与下层的关系，即年代上必然为早、晚关系。开

挖基槽是为了夯填基础以筑城墙，内槽与外槽代

表了两次开挖基槽以夯筑城墙的事件，如果内、

外槽是一次筑城墙的行为留下的，于理根本说不

通。现知外槽开挖于洹北商城晚期，内槽早于外

槽，后者可能开挖于早期。到晚期，城内遗存明

显增多，重要遗迹如宫城内的F1、F2大型建筑

明确在晚期使用，围绕宫殿的宫墙也是晚期兴建

的，重新开挖了外郭城墙基槽（简报所说的“外

槽”）、郭城的部分地段起建了墙体，近年在韩

王度还发现有这个时期的铸铜和制骨手工业作

坊。另外，不同于早期的是，洹北商城晚期的遗

存不限于洹北商城内，城外、传统的殷墟范围内

的少数地方也发现有同时期的遗存，时代明确的

如小屯的M388，西北岗商王陵区的78BHM1等。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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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商邑被公认为晚商时期的都城，一直以

来的旧说认为始自商王盘庚所迁的殷，杨锡璋先

生等新提出商王盘庚迁于洹北花园庄一带的聚落

（此说提出时还没有发现洹北商城的外郭城圈），

武丁时中心南迁到洹河之南的小屯一带的新说［39］。

关于殷墟商邑的形成（建设）过程，一种代表性

的观点认为，殷墟商邑的规模是随着时代的推移

不断变大的，其中第一期早段（一般认为相当于

盘庚、小辛、小乙阶段）主要发现在小屯，另外

在洹北的三家庄一带也发现有墓葬。第一期晚段

（一般认为是武丁早期）时显著扩大，面积达12

平方千米，此后不断扩大，到第四期时范围达到

东西长约6千米，南北宽约5千米，总计达30平

方千米［40］。另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殷墟商邑

从一开始就比较大，在其范围内布满一个个以家

族为聚落单元的族邑，位于小屯一带的商王族邑

是其中之一，大体位于殷墟商邑的中心［41］。如果

分析近90年来殷墟考古有关遗存可知，第二种观

点更具说服力。因为殷墟遗址在第一期晚段（一

般认为相当于商王武丁早期）的遗存分布广泛，

研究者普遍认为殷墟商邑是从殷墟文化第一期晚

段兴盛起来的。在这个阶段，现知殷墟遗址范围

内四处都有殷墟一期晚段的遗存，这种分布态势

持续到商末周初，只是各地的遗存越晚越密集。

可见殷墟商邑作为王都，从一开始就有较大规

模。可以说，殷墟商邑在起建之时有明确的城市

规划，只是与洹北商城的规划明显不同。不过细

加考索，对殷墟范围内的第一期晚段遗存进一步

比较可知，现知晚段偏早的遗存除了见于小屯、

苗圃北地等少数地点外，与洹北商城相邻的大司

空、豫北纱厂地区则成片分布，晚段偏晚的遗存

分布范围明显扩大，向西、向南扩大到传统的殷

墟保护区的西部和南部一带。由此推测，在洹北

商城晚期某个时候，由于某个或某些原因（有的

研究文中推测是失火），商王被迫再次迁离洹北

商城，在洹河南的小屯一带另建宫殿，同时强令

洹北商城内的普通民众南迁，因此使洹北商城彻

底废弃。

综合以上分析，如果单纯从年代早晚关系

看，洹北商城与殷墟商邑是先后关系，再结合两

者在年代上的紧密衔接关系、遗存的空间分布特

点综合考虑，两者间发生了一废一兴的转换。详

加考察，可知两个城址的建设过程以及其间的兴

废转换的大致情况。前文提及，洹北商城早、晚

期间存在缺环，即缺少洹北商城早期偏晚这样一

小段（严格来说，按照考古学的分期标准，洹北

商城早、晚期，在整个商文化的年代标尺上各自

都相当于一段，这里所说的洹北商城早期偏晚在

考古学分期上自然也不能长到一个段的时间）。

尽管缺环很短，也可知在洹北商城缺少早期偏晚

这个时段，说明商人规划、建设洹北商城不久，

人群可能也离开了，也就中断了城市的建设，中

断的原因现在难以确知［42］；到洹北商城晚期，商

人又迁徙于此，开始了新一轮建设，之后又放弃

了洹北商城，又起建了殷墟商邑。

此外，有关两城兴废更替的时间节点耐人寻

味，即殷墟商邑到底是哪位商王始建的，还需要

推敲。我们知道，洹北商城城内没有晚于洹北商

城晚期（殷墟一期早段）以后的遗存，即城市废

弃于殷墟一期早段（一般认为相当于盘庚、小

辛、小乙时期）；殷墟商邑兴起在殷墟第一期晚

段（一般认为相当于武丁早期）之时，殷墟一期

的早、晚段是紧密衔接的。按照现在对殷墟一期

早、晚段与商王王世对应关系的通行认识，从洹

北商城外迁、新建殷墟商邑的那个商王，就不可

能是盘庚，也不是武丁，只能是武丁之父小乙，

而不是前引有观点所指的武丁。当然，现在有关

考古学文化上的殷墟各期与王世的对应关系还不

是很精确，或许存在误差，不能排除殷墟一期晚

段包含武丁早期的可能，若然，则武丁时迁于殷

墟商邑也是可能的。总之，这还涉及到殷墟文化

的分期及其与商王王世的对应问题，还需要今后

进一步探讨。

［1］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序［M］（玉简斋石印本）. 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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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纵横————————————————————

004 清朝刑科题本里的狗影犬吠 常建华

007 走下神坛的女性

——先秦女性形象嬗变 韩织阳

014 出土文献中的“君子”新义 韩伟涛

东西风—————————————————————

018 档案与世界名著《根》 覃兆刿

民间文化————————————————————

028 解读我国最早的城隍庙 胡毓骅

037 由羹到汤——河南的汤文化 杨 铎/文 杨晓川/图
民间习俗————————————————————

042 金昌社火 肖永晖

072 简述寻埔民俗 洪少霖

寻根扫描————————————————————

045 青铜器上的采桑纹 余明辉

051 漫谈古代石碑的“海漫” 肖伊绯

055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的商人会馆 胡梦飞

艺文杂谈————————————————————

083 “拉黑牛”“装蒜”考略 忻丽丽

089 海派书家名字摭谈 韩立平

寻根情结————————————————————

093 唐人惧内逸事多 陶 易

098 铜雀楼台空锁梦 熊春芳

田野调查————————————————————

062 一线轻鸢系长清

——“长清斋魏记风筝”田野考察报告

吕 原 于婷婷

旧刊寻踪————————————————————

102 《文笔》的编者与作者 凌 夫

移民寻踪————————————————————

108 “湖广填四川”的家族记忆 李映发

114 东阳岩下村移民兰溪、严州概述 杜晓波

家族史—————————————————————

121 韦应物身世小考 周楞伽作 周允中整理

123 宅坦胡氏的族内过继 刘曼曼

127 叶圭绶与叶氏家族 王立成

乡土影像————————————————————

133 定州贡院 石孝义

文化遗产————————————————————

076 江加走的掌中木偶 肖月萍

138 内蒙古莲花落 王有国

101 沉痛悼念周常林先生 寻根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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