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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

——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谈纪要

山西省文物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22 年 7 月 20~22 日，“ 经 天 纬 地 照临四

方——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谈在山西太

原召开，本次会议由山西省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主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承办。

来自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科研单位

十名专家，围绕会议主题从考古、文献、天文、建

筑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凝练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

思辨文明论证的哲学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

史学会会长宫长为先生从历史长河角度对陶寺进行

了高度总结，他认为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即中国古代

文明研究，应以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作为主要

研究对象，从时间上来讲，由夏商周三代上推到五

帝时代，乃至三皇时代，下延至春秋战国时期，乃

至秦汉王朝；从地域上来说，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

向外扩展到不同的区域和范围。这一阶段历史，与

我们常说的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相当。虽然期间产生

了像红山、良渚、石家河、石峁等许多文明，而从

中国历史看，中国主脉在陶寺，陶寺模式是中华主

脉，这种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首先，陶寺遗址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宝典遗址，

它就是一部书、一部宝典，就是一个最好的版本。

现在不同时代的考古发现很多，但陶寺遗址是重要

宝典版本。1926 年 2 月，时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

前身）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的李济先生和中国地

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先生，到山西晋南考察，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尧都平阳的记载，根据这个线索，

还到临汾查看了尧庙。其次，陶寺文化就是这一版

本里的核心内涵，即经典文化。从 1978 年开启陶

寺遗址发掘，至 1985 年陶寺遗址分期已丰富到早

中晚三期，奠定了陶寺文化的基础 ；随着夏商周断

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包括社科院创新工程的推进，陶寺文化内涵又得到

不断丰富发展，成为中国史前时期最为醒目和研究

最为深入的考古学文化。其三，陶寺模式则是其作

为经典文化的精神价值，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部

族关系为纽带，以协和万邦为理念，构成中国早期

国家治理体系。农耕文明是地，协和万邦是天，以

部族关系为纽带联系天地人三者，体现出早期君主

政体。这种君主政体形成“天子建国，诸侯立家，

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结构体系，具有二元结构

特征，《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 ：“天生民而立君，

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

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

大夫有贰宗。”

总之，从陶寺遗址到陶寺文化再到陶寺模式，

不仅反映了对陶寺乃至中国文明认识的深入，体现

了陶寺“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的历史功绩，也是

追寻中国文明起源，探讨中国文明要义的必然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先生做

了本次会议的主旨发言，对陶寺文明模式及与尧舜

关系进行了深刻阐释。40 多年来，陶寺发掘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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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初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陶寺是

尧舜之都，而经天纬地正是陶寺文明的重要内容，

并有重要的物证发现和实证研究，比如陶寺中期王

墓 IIM22 出土圭尺第 11 刻度与陶寺都城性质、陶

寺国家结合在一起，可以体现出“地中之都”“中土

之国”“中国最早”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宇宙观的

政治化。那么国家是文明的总括，陶寺是最初的中

国，陶寺的邦国就是中华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中

华文明是多样一体化，一体开始，实际上是形成于

中国文明核心的开始，形成我们夏商周到现在的中

国文明主干，这个主干的形成起点是陶寺。所以，

归结到一个核心，就是尧立中国，其治理国家一个

最主要的精髓就是经天纬地，经天就是王权垄断

太阳地平历、圭表测影太阳历、阴阳合历来控制年

时，朔望月轮太阳历控制月时，用盘古沙漏控制昼

夜时间，从而把握社会各种生活的时间命脉，成为

王权科学软实力。纬地，王权制定长度基元，建中

立极，辨证方位，阴阳八卦八方空间概念，天文大

地测量，最终构建起政治地理五方的天下观——

表里山河，掌控江山社稷的空间命脉，成为王权中

道的核心精髓。这就是陶寺的时空政治文明，其核

心是对于时间和空间精准管理，为王权与社会政治

服务，成为陶寺邦国政治与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开创了中国文明当中政治与制度文明在时

空管理上的先河。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晓陆先生以陶寺为例，

分析了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国家起源阶段的天文

学主要成就。他指出在农业文明背景之下中国天文

学的发展应当是比较早的，其产生主要与照明、辨

方向、定农时有关，尤其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

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会获得长足的发展。

陶寺遗址以及它的天文台应当是一个国家级的

大型天文机构，从文献上来看，应对当时农时管理

到国家政治管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了完整的制

历 ；出现了以观测站、圭表等为代表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测量仪器体系，不仅仅是测日的，对于重要的

恒星也有所观测 ；形成家族性的天文官员 ；在天学

理论上与《周髀算经》中极具特色的“盖天说”产

生了渊源联系，因其固有建筑促使以建筑构成出发

给予天文度量成为可能 ；这一遗址体现了早期“赤

黄合一”观测体制，就全球来看，其建造水准不下

于距今 3000 年的英国巨石阵。

周先生特别指出，新石器时代中国天文学逐渐

发展，到陶寺阶段，已经形成为王朝统治意识形态

服务的成熟的科学体系，所以陶寺的功绩，无论从

农业、从建筑学、从天文学上说，都是非常好的标

本，是中华民族阶级国家一个重要的早期节点天文

学标志。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宋

建忠围绕第一性原理，对陶寺考古和文明起源问

题进行了方法论上的思考。他指出，陶寺遗址经过

40 年的发掘与研究已经基本回答了陶寺文明是什么

等五个“W”问题，但总体上在第六个“why”问题，

也即文明演进的内在机制方面还缺乏系统的、有深

度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宋建忠回顾了国内关于文

明起源研究的历程，重点分析了陶寺 40 年来的研

究成果，强调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陶寺文明，均是

一个庞大的系统和复杂的认知体系，若要揭示其文

明演进的第一动力、内在机制、法则及路径等问题，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第一性原理或其思维模

式无疑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它不仅是一个概

念和原理，更是一种思维模式。“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s）译自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英文版，实

际上在原版希腊文里也是“本原”的意思。亚里士

多德认为，当我们分析一件事物的时候，我们需要

知道该事物的首要条件，或者第一性原理，并且要

分析到该事物最简单的元素，只有在认识了它的本

因、本原直至最简单的元素时，我们才认为是了解

了这一事物。也就是说，“为什么”的所有含义，就

是要指出这个结果必然是那个原因引起的。我们在

文明溯源时，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一定要

有相对应的确切说法，不能提出很多原因，但最后

多落在无根基的推测上，无法建立一个完全的对应

和连接。我们应当有“只有最主要的原因，即第一

性原理才引发这个结果 ；只有这个结果，才会是那

个原因引起的”这样一个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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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第一性原理，大到中

华文明，小到陶寺文明，甚至再小到陶寺文明系统

内某个更小的体系。比如关于陶寺观象台的演绎论

证，首先是何驽构建了一个论证“陶寺观象台”的

逻辑起点——天体运行规律，即 4000 年前的陶寺

人已认识到日出日落有一个不可撼动的基本法则。

接下来就是从逻辑上验证陶寺遗址发现的“观测缝”

要与太阳运行（实际上是地球运转）的关键节点有

一一对应关系。经过对“观测缝”的天文科学观测，

发现两分两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的日

出果然落在了相应的“观测缝”内，再结合文献有

关记载，由此证明了陶寺观象台的观象授时性质。

这个演绎论证过程实际上采用了第一性原理思维

模式，即古人眼中所谓的“太阳运行”有着固定不

变的法则，它是导致世间万物发展的第一性原理，

也即本因。包括后来发现的圭尺、沙漏等，其实都

属于陶寺文明的观象授时体系。尽管我们今天无法

验证这些考古发现究竟当时是不是这样使用的，但

从逻辑演绎推理看，这是一个从不证自明的、符合

逻辑发展的第一基石、元起点、元动力出发的。这

是一种科学的论证，是一种唯一对应的因果关系。

这种具有哲学与科学意义的方法和思维，无疑应

该更多地运用到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各个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

任李新伟先生强调，文明不是一个优秀传统的持

续单线进化，而是一个多元活动，各地区裂变、碰

撞、融合发展的过程。良渚和陶寺均是如此。良渚

的形成并不是本地传统的发展，而是在“最初的中国”

或者说是“中国相互作用圈”基础上，良渚的领导

者有意识地融合以前重要发展成果，形成了被称作

中华文明五千年特别重要的实证，为后来发展提供

了一个重要的榜样。

陶寺是在黄土高原传统文化和东部平原良渚文

化的碰撞下，激发出的新的文明和新的政治实践。

同时，陶寺有了自己新的构建，包括天文观测、城

市布局等。与良渚王者宣扬宗教信仰并以此垄断沟

通天地权力不同，陶寺王权以更多表达自己在四方

中特殊地位为目的，推动四方一体化的政治构想。

因此，不能低估像陶寺这类可以建造 300 万平方米

的大型城郭和结构复杂的天文观测设施、可以汇纳

四方物品和知识的先贤的胸襟和智慧，他们或许可

以通过实施精彩政策，通过观天象掌握天体运转

的规律，达到独占沟通天极之神权力，在人间实现

王者微服天下的效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尚

书·尧典》中提到的“协和万邦”。尧分命羲和、羲叔、

和仲、和叔宅于四方，“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也许不能仅以“传说”视之，而可能是“天文版”

的促进各地区一体化、构筑“理想的中国”的宣传

方案甚至实际努力。

陶寺和良渚这样前赴后继大范围融合式发展，

而不是单纯从自己本地传统延续而来，也是中华文

明特别重要的特色，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发展历程中，

能产生更远大的政治思想，形成苏秉琦先生理论的

中国，至西周的分封制度落地，发展为现实的中国。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戴向明先生提出中

华文明从起源、形成到早期发展有三个里程碑 ：第

一个里程碑以良渚为代表，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

属于长江稻作文明早期发展的巅峰 ；第二个里程碑

以陶寺为代表，包括跟它大体同时的陕北石峁，属

于龙山时代黄河粟作农业文明发展的高峰，也是当

时中国文明的又一个代表 ；第三个里程碑是夏王朝

的都邑二里头，创建了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的根基。

陶寺所在的晋南地区是黄土高原向华北平原、

黄淮平原、江汉平原过渡地带，属于东西交汇前沿

区域，先后有东西风潮的影响，这在文化和社会演

变轨迹上都有体现。

庙底沟二期时期在东风西渐浪潮下，伴随本地

农业发展、社会的分化、聚落的成长，碰撞出了陶

寺早期社会集团，出现了百万平方米的大遗址，有

核心宫殿区、大建筑，还有高等级贵族墓葬，形成

中原乃至黄河中游文化最发达、社会复杂化程度最

高的社会。

到了陶寺文化中期，历史背景由东风西渐转化

为西风东渐，在整个黄土地区形成了一个大的鬲文

化圈，晋南处于该文化圈的东南区域。这一时期的

陶寺则孕育出了中原及黄河中游最早的国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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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群人是中原华夏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

说中的尧舜集团密切相关。

总之，在中国史前多元区域文明此起彼伏的演

进过程中，陶寺是龙山时代中原文明的杰出代表，

可以说也代表了当时中国文明的一个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江涛先

生总结了陶寺文明的“两大特征”与“三种精神”，

以此阐释了“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的陶寺模式。

他认为王权国家与礼制社会是以华夏文明为主

体的中华文明的最大特征，陶寺文化与社会完全具

有这两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陶寺文明是华夏文

明的主脉。这一时期陶寺遗址的聚落等级分化严重

且存在多个层级，复杂化程度较高，出现了为权力

阶层服务的宫殿区、仓储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

区等，规模宏大、地位凸显的宫殿夯土建筑与简陋

的半地穴式或窑洞式小房子形成鲜明对比，出现了

金字塔式等级结构的墓地和王级大墓，以王权为核

心的早期国家已经形成。同时，形成了严格秩序规

定的成组陶礼器、玉礼器、礼乐器，出现具有礼仪

性质的城门建筑——宫城南东门址。

在陶寺文化发展历程中深刻烙印着海纳百川、

务实创新、传承发展的精神品质，这也是中华文明

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独树一帜的深层原因。陶寺文明

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可谓“经天纬地 照临

四方”。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物保护科技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王璐副教授，以陶寺宫城为例，从空间规划

与形制方面讨论了营建思想和政治理念，指出陶寺

城址的选址、方位、宇宙观、天下观、时空观以及

与此相关的格局，反映了都城的早期形态，展现了

陶寺城址系统的宫室营建、礼仪制度、文化传统和

信仰观念。许多营建和规划思想都为后世所继承发

展，具有开创性意义，如陶寺宫城南东门，开阙门

形制之先河，大型 1 号宫殿极有可能是早期宗庙性

质建筑，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表明了“邦

国时代”都城布局正在从以血缘政治为主走向与地

缘政治结合的道路，为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奠定了

观念上和行动上的基础，体现了“经天纬地 照临

四方”的宏大政治抱负。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犁耕先生论述

了陶寺在天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指出，天文观测的

出现跟我们农业的产生差不多是同时的，陶寺时候

已经有了专门机构，这个机构延续到后来，就是我

们所谓的钦天监。之后还产生了观测日出方位和圭

表测影等技术。在《周礼》里也有很多，像“惟王建国，

辩正方位”，实际上明确地讲到了这些传统，古代

要当一个王，就要建立一个都城，第一步必须要确

立它的东西和南北，这就需要通过圭表测影这样的

方法。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所长张光

辉，从黄土高原建筑传统的转变等问题，阐释了距

今 5000 年前后该区域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些运动轨

迹。他强调结合黄土高原建筑形式发生的两次大变

化，可以看出仰韶文化始终都是这一广大区域的主

根，她奠定了黄土高原先民生存空间，经过两千年

的蓄势，在公元前四千纪末期的仰韶晚期孕育出了

龙山时代遍及整个高原的的窑洞建筑，成为南北共

同的文化基因，延续至今。

进入距今 5000 年后，由于各自地理背景及文

化传统因素的原因，以石城为集合体的石构建筑在

黄土高原北部兴起，迅速成为整个龙山时代北方地

区的标志性建筑形式，南部进一步发挥黄土特性，

将土构建筑进行到底，最终在距今 4000 年前后发

展出各自区域的高光时刻，即以石峁和陶寺为代表

两大区域文明，其一方面坚持着仰韶文化的深层基

因，在建筑上继续发扬仰韶以来的窑洞传统；同时，

还在黄土高原发展出用鬲传统，形成新的文化根基。

另一方面，又标榜着相互之间的不同，各自充分开

发着当地地理资源 ：土与石，形成夯土墙和砌石墙

建筑的差异 ；同时，又相互吸纳对方一些先进和特

色因素，融入到自身建筑传统之中，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见你的建筑风貌，基于黄土高原这类深厚文化

联系及历史传统，所以，像东方尚玉之风、西方冶

金术借势迅速遍及黄土高原也就水到渠成了，这也

是黄土高原一个特性——东西汇流，南北贯通。

整理 ：张光辉  高江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