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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遗存年代下限
的探讨

李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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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rminus ante quem of the remains of the late stage of Phase Ⅳ of the Erlitou Culture 

can be explored through the cross-references with the chronological rods of the cultures belonging to the Shang 
Culture system based on the summariz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ttery groups. Among the four sites with 
typical remains of the late stage of Phase Ⅳ of the Erlitou Culture, the Qixian area has the earliest terminus ante 
quem , followed by the Zhengzhou Shang City Site, and the Erlitou Site has the latest. During the Lower Erligang 
Culture perio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ligang Culture have appeared in the pottery groups of the Zhengzhou 
Shang City Site and Yanshi Shang City Site, but the remains of the same period in the Erlitou Site still kept the 
appearance of the late stage of Phase Ⅳ of the Erlitou Culture. 

二里头文化[1]和二里冈文化[2]是中原地区

相继的两支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分为

四期[3]，各期又细分为早、晚两段[4]。二里冈

文化最初分为下层和上层两期[5]，后来又细分

为下层第一、二期和上层第一、二期[6]。学界

关于二里冈文化主体年代晚于二里头文化主

体年代的认识[7]殆无疑义，但关于两者衔接的

具体时段仍存在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二

里头文化第四期[8]或其晚段[9]与二里冈下层第

一期共时，另一种观点分别通过陶器群[10]、

铜器群[11]等研究认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早于

二里冈下层第一期。然而，具体材料反映出

的实际情况远比以往的认识更为复杂，各地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遗存的年代下限并不

完全一致。因此，有必要对二里头文化第四

期晚段陶器群的基本特点进行概括，对不同

地域的典型遗址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

讨地域差异和统治策略的不同对文化变迁的

影响。

一、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
陶器群的基本特点

在二里头遗址发掘之初，二里头文化

被分为早、中、晚三期[12]。此后，发掘者又

根据一号宫殿的层位关系，从第三期（即晚

期）遗存中分离出第四期遗存[13]，从而形成

二里头文化的四期分期方案。《偃师二里头

遗址1980～1981年Ⅲ区发掘简报》中，发掘

者进一步将二里头文化第二、三、四期各分

为早、晚两段，初步概括了二里头文化第四

期晚段陶器群的特征，指出“有些单位四期

偏晚的特征是很鲜明的……深腹罐中瘦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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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器增多；侈或卷沿者，沿外垂一宽边，此

宽边有的还上下出尖……颈较长、唇上折，

沿内出盘的深腹罐和圆腹罐在同类器中是占

优势的，粗绳纹也增多……束颈盆也是此时

具有特征性的器物”[14]。 

曾有学者按照文化因素的不同来源，

将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陶器

群分为五组，A组属于“二里头文化固有传

统器类”，B组“与河北南部的下七垣文化

晚期遗存相似”，C组“为东方岳石文化风

格”，D组“具有明显东下冯文化因素”，E

组“仅有一件袋足鬲……颇有陕西出土的所

谓先周文化的高领袋足鬲的风格”[15]。本文

认为，上述划分的B组和C组属于二里头文化

第四期晚段出现的东方外来文化因素；D组

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16]，可与A组

合并为二里头文化的基本器类；至于E组的

那件袋足鬲，由于“在迄今发表的二里头文

化的陶器中尚未见到一件有‘先周文化’高

领袋足鬲风格的陶鬲，况且已知的所谓先周

文化的高领袋足鬲并没有可早至二里头文化

时期者。故此组器物可以暂不考虑”[17]。

本文的分组立足于文化变迁的视角，

侧重对器类损益的考察，将二里头文化第四

期晚段陶器群重新分为三组，A组属于二里

头文化陶器群中基本未被二里冈文化陶器群

接纳的器物，包括盘口圜底深腹罐[18]、圆腹

罐、扁足鼎[19]、厚胎粗绳纹鬲[20]、箍状堆纹

缸等；B组属于二里冈文化沿用的二里头文

化传统器物，又可细分为两亚组，Ba组属于

酒礼器，包括爵、盉、觚[21]等，Bb组属于盛

储器，包括大口尊[22]、深腹盆（甑）[23]、刻

槽盆、捏口罐、高领罐、高领尊等；C组属

于商系文化因素和岳石文化特征器物，包括

薄胎细绳纹鬲、橄榄形深腹罐[24]、薄胎红陶

篦纹罐[25]、甗等。本文划分的A组器物多属二

里头文化的固有炊煮器，在二里冈文化中基

本被C组器物及其后续型式所取代，B组器物

在文化变迁后仍然基本得以沿用。

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遗

存最具代表性的遗迹单位是ⅢH23和ⅤH53，

其出土陶器均可按照上述分组方案进行划

分。然而，并非所有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

遗存均包含C组器物，考虑到此类遗迹单位

亦不在少数，部分遗迹在层位关系上早于包

含C组器物的遗迹单位[26]，有可能代表了二

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的偏早阶段[27]，漳河型

先商文化因素及岳石文化特征器物在彼时尚

未进入陶器群。

根据上述讨论，可对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晚段陶器群的基本特征进行如下概括。一是

盘口圜底深腹罐、圆腹罐、扁足鼎等炊煮器

流行，二是二里头文化传统酒礼器和盛储器

是陶器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薄胎细绳纹

鬲等商系文化炊煮器以及岳石文化特征炊煮

器的存在。其中，前两个特征在陶器群中占

据主要地位，是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陶器

群的必要构成因素，第三个特征并非必要构

成因素，但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遗存中

较为常见。在对二里头文化陶器的分期年代

标尺难以进行更细致的把握时，可运用商系

文化的分期年代标尺进行交叉断代，探讨二

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遗存的年代下限。

二、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遗
存的年代下限

在以往的“夏商文化分界”研究中，郑

州商城[28]、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29]是学界

最为关注的典型遗址。由于来自豫东地区的

漳河型先商文化因素和岳石文化特征器物进

入郑州地区和洛阳盆地导致了二里头文化向

二里冈文化的转变[30]，豫东杞县也成为学界

重点关注的区域。因此，本文选取豫东杞县

的段岗、牛角岗遗址以及郑洛地区的郑州商

城、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遗

存作为研究对象。

（一）杞县段岗、牛角岗遗址

在二里头文化晚期，豫东杞县处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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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台岗遗址出土 段岗、牛角岗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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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杞县相关遗址出土陶器
1～3、5、6.薄胎卷沿鬲（鹿台岗H39∶6、鹿台岗H39∶18、鹿台岗H39∶19、牛角岗T1②∶8+H16∶19、段岗
89ⅡH14∶7）  4、7～10.深腹罐（鹿台岗H39∶5、段岗89ⅡH14∶1、段岗89ⅡH14∶4、牛角岗H16∶4、段岗

89ⅡH14∶2）

交界的关键地域[31]。

杞县东部的鹿台岗遗址发现了漳河型先

商文化遗存[32]。H39、H9出土遗物丰富，时

代特征鲜明，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单位。鹿

台岗H39出土陶片1649片，“先商文化因素

约占93%……施细绳纹的鬲和橄榄形罐是最

突出的因素，H39出土物众多，但仅此二器

便达30%以上”[33]（图一，1～4）。鹿台岗

H9打破H39，“陶器的陶质、陶色、纹饰、

器物种类与特征等与H39近同……所出直筒

状箍状堆纹缸、肩小于口的大口尊、弧腹浅

盘豆皆与偃师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同类器相

同；所流行的鬲，显然与二里冈下层早段H9

者相似”[34]。可知杞县鹿台岗H9与郑州二里

冈C1H9的年代大体相当，鹿台岗H39的年代

早于二里冈C1H9，这就为判断二里头文化第

四期晚段遗存的年代下限提供了可供交叉断

代的重要典型单位。

杞县西部的段岗[35]、牛角岗[36]和朱岗[37]

等遗址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存，段岗和牛角

岗遗址发掘所获材料较为丰富。

段岗89ⅡH14是该遗址年代最晚的二里

头文化典型单位，所出“中口长腹罐一改前

三期的形制而多束颈、圆肩、尖圜底，不少

口沿饰麦粒状或绳切状花边。……大口尊

口肩相等或口稍大于肩”[38]，均属二里头文

化第四期晚段陶器的典型特征。中绳纹深

腹罐89ⅡH14∶1（图一，7）、坑窝纹深腹

罐89ⅡH14∶4（图一，8）和橄榄形深腹罐

89ⅡH14∶2（图一，10）也出现了盘形口

特征，应是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流

行盘口圜底深腹罐的影响。坑窝纹深腹罐是

豫东地区的地方特色器物，橄榄形深腹罐是

漳河型先商文化的典型器物，这些器物与二

里头文化的圜底深腹罐出现相同时代特征的

盘形口，呈现了多元一体的文化融合现象。

鬲足89ⅡH14∶7（图一，6）竖直，细绳纹

饰至足尖，属于漳河型先商文化的薄胎细绳

纹鬲，与杞县鹿台岗H39所出者时代特征相

同。段岗89ⅡH14所出器类包括深腹罐、圆

腹罐、鬲、箍状堆纹缸、盆、甑、瓮、大

口尊、壶、器盖、钵、方杯等，其中深腹

罐的比例占到60%，圆腹罐占3.7%，鬲仅占

1.48%，尽管“深腹罐”中包含部分橄榄形

深腹罐以及受其影响的其他深腹罐，但尚无

法改变段岗89ⅡH14作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

基本面貌。

牛角岗H16是该遗址年代最晚的二里头

文化典型单位。深腹罐H16∶4（图一，9）

为盘形口，大口尊H16∶14的口径稍大于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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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均属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陶器特征。

鬲足H16∶19（图一，5）与杞县鹿台岗H39

所出者的时代特征相同。牛角岗H16所出器

类包括圜底深腹罐、圆腹罐、鼎、鬲、橄榄

形深腹罐、甗、盆、瓮、大口尊、箍状堆纹

缸、捏口罐、圈足盘、豆、簋、盂等，其中

深腹罐和圆腹罐所占比例分别为21.74%、

13.04%，鬲和橄榄形深腹罐各占6.52%。尽

管仍然具有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基本面貌，

但发掘者也明确指出“器类方面，呈漳河型

一类文化特点的鬲和橄榄形罐每有发现。圜

底深腹罐所占比例虽仍属第一，但仅为20%

左右，与前四段各占60%～70%的情况殊

异”[39]。此外，该坑还出土漳河型先商文化

形制的陶豆H16∶20、岳石文化特征的陶杯

H16∶11。器类统计数据显示，牛角岗H16的

相对年代可能略晚于段岗89ⅡH14，但所出

鬲足的时代特征仍然与鹿台岗H39所出者相

同，可知牛角岗H16的年代下限不晚于鹿台

岗H39。

杞县段岗89ⅡH14和牛角岗H16代表了

豫东地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陶器群的基

本特征，炊煮器仍然流行圜底深腹罐和圆腹

罐，但也出现了橄榄形深腹罐和薄胎细绳纹

鬲，盛储器类基本沿用二里头文化传统器

物。豫东地区年代最晚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所

出薄胎细绳纹鬲的特征表明，该地二里头文

化第四期晚段遗存的年代下限不晚于鹿台岗

H39。

（二）郑州商城

在郑州商城修筑之前，内城东北部附近

区域已存在一处二里头文化聚落，在黄委会

青年公寓[40]、黄委会一号高层住宅楼[41]、北

大街[42]、市银行家属院、回民中学和商城北

墙下[43]均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存，其中以黄

委会的青年公寓和一号高层住宅楼发掘所获

材料最为丰富。

黄委会青年公寓C8HQH63出土的陶器

群为相对单纯的二里头文化特征，尚未见到

漳河型先商文化特征的橄榄形深腹罐和薄胎

细绳纹鬲等陶器，根据鼎H63∶2（图二，

1）扁足上端至鸡冠鋬处以及大口尊H63∶34

1
2

5 6 7 8

3 4

图二  郑州黄委会青年公寓出土陶器
1.鼎（C8HQH63∶2）  2.大口尊（C8HQH63∶34）  3、7.薄胎细绳纹鬲（C8HQT36⑥∶9、C8HQT45⑥∶20） 
4、8.圆腹罐（C8HQT36⑥∶7、C8HQT45⑥∶8）  5.盘口圜底深腹罐（C8HQT38⑥∶38）  6.橄榄形深腹罐

（C8HQT45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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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2）口径与肩颈相当的特征可知年

代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青年公寓第6层叠

压在H63开口之上，薄胎细绳纹鬲（图二，

3）、圆腹罐（图二，4）共出于T36第6层，

橄榄形深腹罐（图二，6）、薄胎细绳纹鬲

（图二，7）和圆腹罐（图二，8）共出于

T45第6层，T38第6层出土盘口圜底深腹罐

（图二，5），与这些炊煮器共出的盛储器

以二里头文化传统器物为主。形制特征和组

合关系表明，黄委会青年公寓第6层出土的

陶器群具有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的特征。

青年公寓第6层所出的薄胎细绳纹鬲实足根

低矮、竖直，与杞县鹿台岗H39所出者特征

近似，但实足根已不饰绳纹，相对年代略晚

于鹿台岗H39。

黄委会一号高层住宅楼夯土墙W22叠压

的灰坑出土陶器群的面貌与黄委会青年公寓

第6层相同，以98ZSC8Ⅱ区T203H46（图三，

10～15）、T207H78等为代表。发掘者将这

批灰坑所出的陶器群按照文化因素分为三

组，其中A组占85%，以深腹罐、圆腹罐居

多，有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特征；B组占

10%，器类为橄榄形深腹罐、薄胎细绳纹鬲

等；C组占5%，为薄胎红陶篦纹罐类器。夯

土墙W22中也包含相同时代特征的陶片（图

三，4～9）。

陶器群面貌在打破夯土墙W22的遗迹

单位中出现了显著变化，以98ZSC8Ⅱ区

T203H56（图三，2、3）、T212H114[44]（图

三，1）为代表。H56出土的陶片较多，“泥

质陶以中绳纹居多，夹砂陶则多细绳纹，且

排列整齐，印痕规整，细似线纹，也有部分

篦纹”[45]。器类包括“细绳纹鬲、细绳纹橄

榄形深腹罐、甗、盆、大口尊、小口瓮、

甑、缸等”[46]。以往流行的盘口圜底深腹

罐、圆腹罐、扁足鼎等二里头文化炊煮器皆

已不见，薄胎细绳纹鬲和纵绳纹平底深腹罐

成为陶器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器群面貌已

呈现出二里冈文化的典型特征。

黄委会青年公寓第6层和一号高层住宅

楼98ZSC8Ⅱ区T203H46出土的陶器是郑州地

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陶器群的典型代

表，炊煮器仍然流行盘口圜底深腹罐、圆腹

罐等，但也出现了橄榄形深腹罐、薄胎细绳

纹鬲等，盛储器类基本沿用二里头文化传统

器物。根据所出薄胎细绳纹鬲的特征可知，

二里头文化因素器物 商系文化因素及岳石文化特征器物
打
破
夯
土
墙

夯
土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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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郑州黄委会一号高层住宅楼出土陶器
1、6、7、12、13.薄胎细绳纹鬲（98ZSC8Ⅱ区T212H114∶3、98ZSC8Ⅱ区T207∶36、98ZSC8Ⅱ区T207∶37、
98ZSC8Ⅱ区T203H46∶10、98ZSC8Ⅱ区T203H46∶24）  2、8、14.平底深腹罐（98ZSC8Ⅱ区T203H56∶7、
98ZSC8Ⅱ区T207∶27、98ZSC8Ⅱ区T203H46∶6）  3、9、15.薄胎红陶篦纹罐（98ZSC8Ⅱ区T203H56∶33、
98ZSC8Ⅱ区T207∶39、98ZSC8Ⅱ区T203H46∶7）  4、10.盘口圜底深腹罐（98ZSC8Ⅱ区T207∶31、98ZSC8Ⅱ区

T203H46∶1）  5、11.圆腹罐（98ZSC8Ⅱ区T207∶34、98ZSC8Ⅱ区T203H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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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遗存的年代略晚于鹿台岗H39。黄委会

一号高层住宅楼“H56→W22→H46”的层

位关系表明，此类遗存的年代早于以二里冈

C1H9为典型单位的二里冈下层第一期。由此

可知，郑州商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遗存

的年代下限略晚于鹿台岗H39，但晚不到二

里冈下层第一期。

（三）二里头遗址

以往有观点认为：“偃师商城第一期的

年代，大致同郑州以C1H9为代表的二里冈

下层一期相当，又同二里头遗址Ⅴ区H53和

Ⅲ区H23为代表的二里头四期（晚段）相

当”[47]。然而在郑州商城，二里头文化第四

期晚段遗存的年代下限晚不到以二里冈C1H9

为典型单位的二里冈下层第一期。为此，有

必要对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遗

存的年代下限进行更为精细的辨析。

在郑州商城的陶器分期序列中，以黄

委会青年公寓第6层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已出

现薄胎细绳纹鬲（图四，1），其时代特征

为口沿较窄，实足根矮小、竖直，绳纹极

细、较浅；年代略晚的二里冈C1H9所出薄

胎细绳纹鬲（图四，2）口沿较宽、上卷，

实足根瘦高、微外撇，绳纹较细、较深[48]。

以此标准对二里头遗址ⅢH23[49]进行重新审

视，鬲ⅢH23∶6（图四，4）口沿尚未上

卷，素面锥足矮小、竖直，绳纹极细、较

浅，与青年公寓第6层所出鬲的特征相同；

图四  郑州商城、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出土陶器
1～12.薄胎细绳纹鬲（黄委会青年公寓T36⑥∶9、二里冈C1H9∶36、二里冈C1H17∶118、二里头81ⅢH23∶6、
二里头2005ⅤT104剖④A∶1、二里头ⅤD2H8∶1、二里头2004ⅤT85④A∶5、二里头2004ⅤH305∶6、二里
头81ⅢH23∶8、二里头2003ⅤT36④B∶12、偃师商城T32⑨B∶1、二里头2003ⅤT32③D∶12）  13～15.平底
深腹罐（二里头81ⅢH23∶23、偃师商城T28⑩∶36、二里头ⅤD2H8∶2）  16～19.盘口圜底深腹罐（二里头

81ⅢH23∶24、二里头2002ⅤH112∶16、二里头2004ⅤT85④A∶3、二里头2004ⅤH305∶7）

郑州商城出土 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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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陶器集粹》发表的鬲ⅢH23∶8[50]

（图四，9）也具有相同的特征。盘口圜底

深腹罐ⅢH23∶24（图四，16）有二里头文

化第四期晚段的典型特征。橄榄形深腹罐

ⅢH23∶23（图四，13）与青年公寓第6层所

出者特征相同。橄榄形深腹罐在郑州商城的

二里冈下层第一期遗存中已转变为方唇、宽

折沿、腹部饰纵绳纹的平底深腹罐。《偃师

二里头》发表的“二里冈下层商文化遗存”

中也出土有二里冈下层第一期典型特征的平

底深腹罐口沿ⅤH73∶27[51]，表明出土橄榄

形深腹罐的遗迹单位在二里头遗址也晚不到

相当于二里冈下层第一期的年代。根据上

述标准判断，二里头遗址ⅤH53、ⅤH83、

ⅤH101、2003ⅤT36第4B层、2005ⅤT104剖

第4A层、2005ⅤT104剖G22、2003ⅤH203所

出陶器（图四，5、10）的年代也相当于郑

州黄委会青年公寓第6层。

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

遗存的年代下限可晚至相当于二里冈下层

时期。前已论及，ⅤH73的年代相当于二里

冈下层第一期。ⅤH57、2000ⅢT3第5B层、

2002ⅤT27第4A层、2003ⅤT36第4A层、

2005ⅤT105剖1第4A层、2006ⅤT107剖第4

层、2006ⅤT111剖第4B层、2002ⅤH111、

2002ⅤH112、2004ⅤH285、2003ⅤG14

所出鬲的口沿较宽、上卷，实足根瘦高、

微外撇，绳纹较细、较深，有二里冈下

层第一期陶鬲（见图四，2）的特征。

ⅤD2H8[52]、2000ⅢH13第1层、2002ⅤT26

第4A层、2000ⅢH24、2003ⅤT62第4A层、

2003ⅤH232、2004ⅤH330所出鬲卷沿下压，

沿面近平（图四，6），已接近二里冈下层

第二期鬲（图四，3）的特征。更为值得关

注的是，2004ⅤT85第4A层、2004ⅤH305所

出鬲圆唇下勾（图四，7、8），2003ⅤT32

第3D层所出鬲沿面起榫（图四，12），都有

二里冈下层第二期鬲的特征。上述单位通常

也出土有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特征的盘口

圜底深腹罐（图四，17～19）。从这些遗迹

单位的数量上看，在相当于二里冈下层第一

期时，二里头遗址仍有较多人群活动，但在

相当于二里冈下层第二期时人群活动明显减

少。

讨论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晚段遗存的年代下限，不可避免地要对偃

师商城第一期第1段遗存的相对年代进行说

明。发掘者曾将偃师商城宫城北部“大灰

沟”底部的T28第9、10层和T32第9B、9C层

归为第一期第1段[53]。对比可见，橄榄形深

腹罐T28⑩∶36（图四，14）与郑州黄委会

青年公寓第6层、二里头ⅢH23所出者（见图

二，6；图四，13）特征相同；薄胎细绳纹

鬲T32⑨B∶1、T32⑨C∶31、T32⑨C∶7的

口沿较宽、上卷，T32⑨B∶1（图四，11）

的实足根瘦高、微外撇，特征与二里冈出土

的鬲C1H9∶36（见图四，2）相同，可知T28

第10层的相对年代早于T32第9B、9C层，属

于偃师商城年代最早的文化遗存，与郑州黄

委会青年公寓第6层、二里头ⅢH23的年代相

当，而后者的年代已相当于二里冈下层第一

期。

三、地域差异与统治策略的不
同对文化变迁的影响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可知，各地二

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遗存的年代下限不尽相

同，豫东杞县最早，郑州商城稍晚，二里头

遗址最晚。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出土陶器群

的面貌至二里冈下层时期均已呈现二里冈文

化典型特征，但二里头遗址同时期的文化遗

存仍然保持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的特征。

地域差异是各地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

遗存年代下限不一致的原因之一。来自豫东

的漳河型先商文化因素和岳石文化特征器物

进入郑州地区和洛阳盆地是导致二里头文化

终结的重要原因[54]。通过前述分析可知，漳

河型先商文化因素和岳石文化特征器物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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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进过程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从而造成豫

东杞县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遗存的年代

下限略早于郑州商城。

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近在咫尺，但两

处遗址相当于二里冈下层时期的陶器群面貌

却存在巨大差异。偃师商城第一期第1段遗

存属于“将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有机融

合的基础上，发展产生的一种新文化”[55]，

而二里头遗址同时期的陶器群依然呈现二里

头文化第四期晚段特征。偃师商城第2段至

第4段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时期[56]，文化性

质属于二里冈文化，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同

时期陶器群仍然基本延续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晚段的特征。这表明，地域差异在特定的历

史背景下对文化变迁的影响相对有限。

统治策略不同是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

文化第四期晚段遗存年代下限较晚的重要

原因。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作为商王朝的

都邑，受到统治集团的直接控制，与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的制陶业也处于统治集团的干

预之下。郑州商城的内、外城之间曾发现专

门生产盛储器的铭功路西制陶作坊[57]，特定

器类的大规模生产应属统治集团干预下的社

会化生产分工。偃师商城发现相似的制陶作

坊区，“Ⅳ区陶窑数量较多，分布比较集

中……陶窑附近还发现有与制陶有关的工具

和被烧流变形的陶器废品”[58]。作为地方中

心的垣曲商城在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陶器生产

也属于“贵族干预的专业化生产”[59]。二里

冈文化陶器有标准化生产的特征，郑州商

城、偃师商城和垣曲商城等地出土的二里冈

文化陶器非常相似，应是商王朝在广域范围

内对陶器生产进行干预的结果。相比之下，

由于二里头遗址曾为夏王朝都邑，商王朝在

二里冈下层时期对二里头遗址的统治策略

明显特殊。《史记·殷本纪》记载“汤既

胜夏，欲迁其社，不可”[60]即是重要表现之

一。二里头遗址的陶器群得以长期延续二里

头文化第四期晚段的特征说明，二里头遗址

的居民在相当于二里冈下层时期仍然沿袭着

原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制陶业似乎并

未受到商王朝的干预，暗示商王朝为安抚二

里头遗址的居民有可能采取了相对宽容的处

置方式。类似的文化现象亦见于商王朝覆亡

之后的安阳地区，原因也是“采取了容许至

少是放任自流的政策”[61]。

我们以往对于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通常

是以典型遗址的典型单位建立考古学分期年

代标尺，并据此对各地面貌相似的文化遗存

进行年代推断。这样的研究方法适用于由中

心向周边施加影响的文化发展模式，但在特

定的历史背景下，地域差异和统治策略的不

同对文化变迁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文化变

迁的背后往往有复杂深刻的历史背景，尽可

能对典型遗址的遗迹单位进行系统考察，充

分考虑其他遗址的特定背景，采取多线进化

年代标尺的交叉断代，才有可能更为清晰地

揭示古代物质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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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阳原县板井子旧石器时代遗址2015年发掘简报  板井子遗址埋藏于泥河湾古湖大面积消亡

后形成的局地静水沉积环境，年代为距今约8～9万年。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动物化石等。

不同文化层石制品的技术和类型相近，少量盘状石核、特殊类型石核反映出剥片技术的计划性和

组织性。该遗址对解读泥河湾盆地晚更新世早期古人类行为的演变与适应具有重要意义。

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2014年发掘简报  2014年，杨家湾南坡大型建筑基址F4以南进行了解

剖式发掘，发现了商代地层堆积以及灰坑、小型房址和柱础石等遗迹。遗存早期相当于二里冈

上层第一期，晚期下限在殷墟第一期之前，部分碳十四测年数据进入殷墟时期。该区域出土遗

存丰富，反映遗址等级较高，与北部大型建筑F4及附近高等级墓葬的规格匹配。 

浙江象山县“小白礁Ⅰ号”清代沉船2014年发掘简报  2014年，“小白礁Ⅰ号”沉船进行了船

体发掘与现场保护 。船体残存龙骨、肋骨、船壳板、隔舱板、铺舱板等构件。出水遗物有青

花瓷、五彩瓷、陶器、金属制品等。“小白礁Ⅰ号”沉于清代道光年间，是从事海运贸易，具

有远岸航行能力的木质帆船，是研究清代贸易史、造船史、航路航线等的重要实物资料。

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组”陶器的辨识及其意义  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三期分期方案外尚有

一组遗存缺乏直接层位关系。该组遗存出土陶器的形制具有关联性，或与现有三期遗存中的同

类器有区别，或不见于现有三期遗存。这组遗存年代应在下层积石冢和上层积石冢之间，可命

名为“女神庙”组。据此，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的三期分期方案也应改为四期。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遗存年代下限的探讨  以陶器群特征为基础，再以商系文化的分期标尺

进行交叉断代，可对四处典型遗址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遗存的年代下限进行探讨。其中，

杞县两遗址最早，郑州商城稍晚，二里头遗址最晚。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陶器在二里冈文化

下层时已呈现二里冈文化特征，但二里头遗址同时期遗存仍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