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里头遗址三号建筑院内墓葬探讨

郜向平

二里头遗址 3 号尧5 号建筑东西并列袁位

于宫殿区东部袁年代属二里头文化二期淤遥 两

座建筑院内都发现了若干与建筑同时期的贵

族墓葬袁 尤其是 3 号建筑中院的 M3 内出土

了绿松石龙等重要遗物袁引发了广泛关注遥学

者对 M3 的等级尧墓主身份尧文化因素构成袁

以及相关的 3号建筑的性质都进行了深入讨

论于遥不过以往的研究多侧重 M3及其内出土

的绿松石龙形器等袁若着眼于墓葬群体袁则在

葬俗尧 出土器物及与宫殿建筑的关系等方面

仍有进一步阐发的余地遥 本文拟综合以往研

究成果袁 对 3号建筑内贵族墓葬所体现的文

化因素汇聚与整合现象进行探讨袁 并尝试在

宫殿区营建过程视角下阐释这些墓葬的意

义遥

3 号建筑是一座渊组冤至少有三进院落的

组合式建筑袁位于宫殿区东部偏北袁大体位于

2尧4尧6 号建筑下袁 西侧隔道路 VG1与 5号建

筑相邻遥 发掘者认为包括主殿在内的中院可

能建于二期早段袁在二期晚段经过改建袁而北

院和南院可能为二期晚段新建遥 在 3号建筑

中院路土层中发现东西并列的墓葬 2 座袁位

于主殿南部偏西 袁 编号 2001吁M1尧2001吁

M2袁年代均属二期早段遥 南院内西北部发现

有东西并列的墓葬 3座袁 自东向西为 2002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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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二里头遗址 3 号建筑内的贵族墓葬是目前所见二里头文化前期最高等级的墓葬遥 本文对这些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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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尧2002吁M4尧2002吁M5袁 年代均属二期晚

段遥 其中 M3尧M4相距稍远袁发掘者推测两者

间还存在一座墓葬袁被 H46尧H76 破坏袁仅存

北部墓圹轮廓盂遥 另外袁南院东南还有 1 座小

墓 2003吁M7袁被破坏严重袁年代也属于二期

晚段遥 该墓与其他墓葬相距较远袁且规模尧葬

俗差别较大袁本文暂不讨论遥 此外袁因 3 号建

筑被晚期基址叠压袁仅做局部揭露袁院内当还

存在有其他墓葬的可能遥

叶二里头曳报告将 1999-2006 年发掘的墓

葬分为 3 个等级袁3 号建筑中的 M1-M5 均

属玉级墓遥 李志鹏曾对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做

过系统研究袁将全部墓葬分为 5个等级榆遥 依

李氏标准袁M1-M5 也都应属于玉级墓曰二里

头文化一期目前尚未发现属于第玉级的墓

葬袁 二期的玉级墓除 3 号建筑内的几座墓葬

之外袁尚有 1981吁M4虞和 1982御M4愚遥不过据

叶万松尧李德方尧许宏的研究袁这两座墓葬的

年代很可能都已经到了二里头文化三期舆遥若

此袁3 号建筑中的 M1-M5 是目前已刊布的

二里头文化前期等级最高的 5 座墓葬遥 二里

头文化二期是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获得

迅猛发展的重要时期余袁这 5 座二期高等级墓

葬的出现可能并非偶然袁 其意义应在这个大

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遥

这 5 座墓均为南北向袁 其中中院内的

M1尧M2 因未见人骨袁头向不明曰南院的 M3尧

M4尧M5方向在 350-356毅间袁其中 M3尧M4 明

确是头向北遥已有学者指出袁二里头文化大多

数墓葬为北向袁且多为北偏西俞袁故这五座墓

很可能都是北向墓遥 北向应该是包括最高统

治阶层在内的人群的主流墓向遥 二里头遗址

有部分南向墓袁见于郁尧吁和御区袁其中郁尧御

区者以二尧三期居多袁不少出有玉石器尧漆器

甚至铜礼器袁或有较多陶器袁有一定等级逾曰吁

区的南向墓多属四期袁规模较小袁以宫城东墙

附近较集中袁有的打破宫墙袁情况应较特殊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在已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二期

墓葬中袁南向墓占已知墓向墓葬的近半数袁似

乎表明此期与最高统治族群有一定差异的人

群占相当数量袁且其中有部分贵族遥

中原地区除陶寺之外的龙山时代墓葬

中袁很少见木质葬具袁二里头文化一期墓葬中

也未见有葬具者遥从二期开始袁一些墓葬中使

用木质葬具袁 并且出现了在墓内铺撒朱砂的

现象遥 M1 墓底有灰痕袁可能为木质葬具袁并

且铺了朱砂遥 M5 未见葬具袁但野可能有熟土

二层台冶袁 不知是否与木质葬具有关遥 此外袁

M3墓底也有零星朱砂輥輯訛遥 中国现代朱砂矿的

分布以西南地区最多袁西北地区也有一些袁二

里头的朱砂应是远距离交流的结果輥輰訛遥 方辉

指出袁与其前的文化相比袁二里头文化中朱砂

的使用更加规范袁 成为贵族葬仪中的普遍用

品袁 朱砂在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出现可能与此

期文化实力的强盛有关輥輱訛遥 木质葬具的使用

也应该与二里头文化所属人群新的葬仪的构

建有关遥

这几座墓出土的陶容器以鼎尧 盆尧 平底

盆尧豆尧爵尧盉尧高领罐渊尊冤为主袁另有罐尧器

盖等遥 除 M2 被扰较甚袁未见出土物外袁余 4

墓的陶容器数量都在 10件以上遥鼎尧平底盆尧

豆尧高领罐渊尊冤和盉在一墓中可以有多件袁且

形制或质地常有差异遥 这是本地龙山时代以

来以陶器随葬的顶峰袁 似乎有以陶器数量和

形制变化显示地位的倾向遥 三期以后袁 随着

铜尧玉器的增多袁高等级墓葬出土陶器的数量

又有减少的趋势輥輲訛遥

随葬容器之中袁酒器的地位较为突出袁不

但数量较多袁且多有以其他珍贵材质为之者遥

如 M1出有白陶盉 2尧 爵 1及硬灰陶 野壶冶残

片 1 件袁 后者鼓腹袁 有宽带状鋬袁 可能是和

M5 封顶壶形盉同样的器物輥輳訛曰M3 出有灰陶

盉 3尧爵 1曰M5 出有灰陶爵 1尧原始瓷盉 1 及

白陶盉尧鬶残片各 1件遥同时期其他墓的酒器

组合中常见陶觚袁 这几座墓中均不见陶觚而

有漆觚遥 其中 M3 明确有漆觚 1袁M5 有漆觚

2袁其余不辨器形的漆器中应还有觚遥 这些墓

当是以陶或瓷盉尧爵与漆觚搭配袁形成核心酒

器组合遥 从盉渊鬶冤的数量看袁M1尧M3 和 M5

的酒器组合似可达 3 套遥

龙山时期的白陶鬶尧 盉以黄河下游最多
輥輴訛袁而中原地区少见袁二里头文化前期白陶的

112- -



兴盛袁应与来自黄河下游的影响有关遥三期以

后白陶减少袁 李志鹏认为是礼器系统由以白

陶为主体演变为以铜器为核心輥輵訛遥 M5的原始

瓷盉是中原地区最早的原始瓷袁M1 的硬灰

陶野壶冶也是较早的硬陶器袁两者的器型应均

为封顶壶形盉遥据以往学者研究袁封顶壶形盉

渊或称野象鼻盉冶冤始见于龙山晚期袁而以二里

头文化二期数量最多袁 其中以原始瓷和硬陶

制作者应与东南地区文化的交流有关輥輶訛遥

史前漆器也以东南地区发现较多輥輷訛袁黄河

流域主要见于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和山西临汾

陶寺遗址輦輮訛袁 二里头文化二期时突然增多輦輯訛遥

二里头 3 号建筑中的 5座墓葬中袁除 M2 外袁

余 4 墓中均有漆器遥 其中 M4尧M5 中分别多

达 7 件和 11 件袁种类可辨者有觚尧豆尧匣尧勺

及一些圈足器尧圜底器遥 与此相关的是袁M1尧

M3 和 M4 出有圆陶片 1-3 件不等袁 这也是

二里头文化墓葬中首次出现圆陶片袁 其数量

与墓葬等级有较密切的关系輦輰訛遥 发掘者已经

指出袁一些圆陶片可能是漆器配件輦輱訛遥 目前还

难以得知二里头生漆资源的来源与漆器生产

场所袁但漆器在此期的大量出现袁也应和二里

头文化势力的增长有关袁 显示了二里头贵族

对珍稀资源的多元需求和强力攫取遥

M1尧M5各出有 1件玉柄形器遥根据目前

资料看袁此类器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出现袁流

行于夏商西周时期袁至春秋时期衰落輦輲訛遥 关于

其功用的说法很多袁 有学者注意到此类器物

常与铜尧陶或漆礼器袁尤其是酒器共存袁认为

应名为野瓒冶袁是祼祭用玉輦輳訛遥 从墓葬平面图上

看袁这两墓所出玉柄形器的附近均有漆器遥此

外袁M3出有 1件玉鸟形器袁 形制与 M5 所出

玉柄形器相似袁惟其在墓中的位置贴近陶鼎遥

邓淑萍指出袁 这三件玉器均属 野后石家河文

化冶玉器輦輴訛袁这意味着源于江汉地区的因素被

整合进了中原王朝礼仪系统中了遥

关于 M3 的绿松石龙形器袁 已有研究很

多袁学者多认为有礼器性质輦輵訛袁且与铜铃关系

密切輦輶訛袁 而二里头时期的铜铃也被认为有礼

器性质袁可能用于宗教场合輦輷訛遥 该墓还出有海

贝串饰 1组袁秦小丽指出绿松石镶嵌器尧海贝

和玛瑙在时空分布上有较高契合度袁 三者均

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首先出现于西北地区袁在

原料来源上可能有一定关联輧輮訛遥 中国境内的

海贝始见于甘青地区袁 且在早商及其以前几

乎不见于长江以南地区袁 其经由西北地区传

入中原的可能性很大輧輯訛遥 科技分析表明袁二里

头绿松石来源复杂袁 部分来源于鄂豫陕绿松

石矿床北矿带的云盖寺等地輧輰訛遥 这都体现了

二里头贵族汇聚不同地区的珍贵资源袁整合尧

创造自身宗教礼仪的努力遥

出土陶器的 4 座墓中袁陶器均被打碎袁应

即所谓野碎物葬冶或野毁器习俗冶遥 从墓葬平面

图上看袁M1 中的陶片尤其碎袁铺在墓室中南

部曰M4 陶片似覆于人骨之上曰M3尧M5 的陶

片则集中于墓室东侧遥 黄卫东将史前时期的

野碎物葬冶分为打碎器物为死者陪葬尧打碎器

物以装殓死者等类型袁 其中完全打碎陶器随

葬的习俗以黄河下游和长江中游最集中袁完

全打碎陶器以敛葬者主要集中在山东地区輧輱訛遥

中原地区后岗二期文化的一些儿童墓也有以

打碎的陶器覆身或覆盖头部的輧輲訛遥 但作为二

里头文化前身的王湾三期文化中袁 墓葬中多

无随葬品袁有随葬陶器者也不见毁器现象遥不

过一些祭祀坑中却有类似以陶片敛葬的现

象袁 如登封王城岗 W5T2372H64 中的儿童身

下铺有一尧二层陶片輧輳訛袁洛阳王湾 H11 成人女

性骨架之上及其周围布满一层碎陶片輧輴訛遥 整

体而言袁史前诸文化中的毁器习俗都不普遍袁

且打碎陶器以敛葬者多为儿童遥 二里头文化

墓葬中流行的毁器习俗可能与黄河下游或长

江中游文化的影响有关袁 但经过了一番改造

和扬弃袁 其背后应伴随着相关丧葬观念的传

播和变异遥

综上袁 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 3 号建筑

中的贵族墓葬袁汇聚了不同地区的资源袁并且

整合为有自身特色的葬俗和礼仪遥 其中很多

因素是在二里头文化中首次出现袁 有的则是

在原有基础上发扬光大遥 这当然可能和目前

一期墓葬发现较少有一定关系袁 但结合二里

头文化在二期时的迅速发展和急剧扩张来

看袁 上述墓葬的出现很可能是此期二里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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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步入强盛的客观反映遥 不同地区资源的空

前汇聚和强力整合袁 实际上体现了二里头社

会上层控制稀缺资源袁从等级尧礼仪和宗教等

方面进行社会整合袁 构建早期国家秩序的努

力遥

对于这批墓葬袁 还应放在其所在的建筑

乃至宫殿区的布局和营建过程中考察遥 3 号

建筑因院内有贵族墓葬袁 且布局上与其上的

2尧4尧6号建筑前后相继袁2 号建筑又多被认为

是宗庙建筑輧輵訛袁故学者多认为 3 号建筑也是宗

庙性质的建筑輧輶訛遥 从布局看袁3 号建筑的多进

院落构成了封闭尧神秘的纵深结构袁从南院二

期晚段的墓葬到中院二期早段的墓葬袁 在空

间上似恰好形成巫鸿所谓 野向遥远过去进行

回溯的编年顺序冶袁表达了野不忘其初冶尧野反

其所自生冶的礼仪观念輧輷訛遥 虽然目前尚难以确

切论定 3号建筑的性质和功能袁 但其有宗教

性质袁 且其空间结构是特定礼仪程序的呈现

应无疑问遥

3尧5 号建筑之外袁 在宫殿区的 1尧2 号建

筑之间輨輮訛以及 1号建筑的西尧南也发现有二期

的夯土袁后者的范围已超出晚期宫城城墙輨輯訛遥

不过赵海涛指出袁 宫城内二期夯土的范围不

一定很大袁但却有着较大面积的灰土和灰坑袁

与三期以后宫城内生活类遗迹较少的现象形

成较大反差輨輰訛遥 这表明二里头文化二期宫殿

区的布局和三期以后有较大差异遥 值得注意

的是袁90 年代在遗址遇区尧 御区发现有年代

不晚于二期的大型夯土建筑袁 其中遇区的一

座东西长约百米曰 御区的一座南北不少于

120 米袁东西宽不少于 80 米輨輱訛遥 若勘探无误袁

则意味着宫殿区范围之外有着规模不亚于宫

殿区的高等级建筑袁 其使用者的身份值得深

思遥 前文已述及袁御区在二里头文化二尧三期

有一定数量的南向墓袁且有一定等级遥如果不

同墓向意味着人群差异的话袁 则宫殿区外可

能存在着不同族群的贵族群体遥 从建筑规模

看袁其势力在二期时甚至可与王室抗衡遥

若上述推测不误袁 则围绕 3尧5 号建筑等

营建宫城袁构建更大的排他性空间袁乃是提升

王室权力的必要手段遥 宫殿区四周的大道在

不晚于二期时已经出现遥刘绪指出袁笔直的大

道应依靠地上设施或标识才能形成輨輲訛袁这意味

着可能与 3尧5 号建筑大致同时袁 已开始规划

独立的宫城空间遥二尧三期之交进一步建起宫

城城墙袁与宫城外的贵族聚居区相隔袁为王室

制造了更为独立尧尊崇和安全的空间遥从这个

角度看袁3尧5 号宫殿内的墓葬袁应是王权逐渐

稳固的过程中出现的袁 其位置的选择很可能

与提升王室地位的努力有关遥

至此我们可以对这些墓葬的墓主稍作讨

论遥以往学者多认为 M3是与宗教尧礼仪活动

有关的贵族輨輳訛袁个别学者则推测是王墓輨輴訛遥 从

埋葬位置尧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情况袁尤其是绿

松石龙形器等有宗教意味的器物来看袁 这几

座墓的墓主确有可能是与宗教有关的贵族遥

但如果考虑到龙山时期的中原地区除陶寺文

化之外袁普遍不重视随葬袁从二里头文化开始

才有逐渐野厚葬冶的趋势袁若以目前最明确的

殷墟王陵为参照袁探寻夏及早商的王墓袁标准

应失之过高遥这样袁上述宫殿建筑中的贵族墓

葬袁 作为王室成员乃至包括王本人之墓的可

能性也是存在的遥 宗教场所与包括王墓在内

的高级贵族墓葬的结合袁 在良渚等史前文化

中已经出现遥 很多学者指出二里头文化与包

括良渚文化在内的东南地区文化的诸多关联
輨輵訛袁二里头贵族在汇聚各地文化因素构建自身

礼仪的过程中袁 借鉴了良渚文化高级贵族的

埋葬观念也是有可能的遥

墓葬与宗教场所的结合袁 很可能意味着

墓葬也有某种献祭的性质遥 王立新曾指出瑶

山祭坛上的墓葬有祭祀性质袁野不能因为墓葬

本身的高规格而否认墓主人作为人牲的可

能冶 輨輶訛遥 唐锦琼列举多个证据指出殷墟花东

M60 与祭祀坑的相似之处輨輷訛遥 笔者之一也曾

指出妇好墓可能有献祭性质輩輮訛遥二里头 3号建

筑中的 M1尧M4 以陶片铺尧盖死者袁正与花东

M60尧殷墟丁组基址前祭祀坑輩輯訛相似袁也与王

湾三期文化一些祭祀坑内处理死者的方式类

似遥 二里头遗址的祭祀区中曾发现有贵族墓

葬袁有学者称之为野祭祀墓冶輩輰訛袁也说明墓葬与

祭祀的密切关联遥贵族以身献祭袁既是对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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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无上尊崇袁 也是借助神灵提升自身乃

至家族地位的手段遥

总之袁 二里头 3 号宫殿建筑院落中的墓

葬袁 是目前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前期最高等级

的一批墓葬袁其身份是与宗教有关的贵族袁不

排除王室成员的可能遥 这批墓葬是伴随着二

里头文化的强盛和文化分布的扩张而出现

的袁 其随葬品和葬俗体现了二里头社会上层

汇聚多种资源袁攫取尧巩固社会权力的努力遥

这些墓葬的葬仪是所在建筑内宗教礼仪活动

的一部分袁珍稀物品及新的尧规范的仪轨不但

提升了这些死者及其继承者的地位袁 也增强

了相关建筑的神圣性遥此后袁随着宫城和更为

宏伟的宫殿建筑群的营造以及以青铜为核心

的礼器系统的兴起袁 二里头社会的分层更趋

明显袁王室地位获得进一步稳固袁这可能是特

定贵族的埋葬不再依附于宫殿建筑的原因遥

附记院本文写作过程中袁曾与赵海涛尧常怀颖尧崔

天兴尧张莉等先生讨论袁多有获益袁谨致谢忱浴

注释院

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院 叶二里头

渊1999~2006冤曳渊贰冤袁文物出版社袁2014 年遥

于 相关研究较多袁可参 a.杜金鹏尧许宏院叶二里

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曳袁科学出版社袁2006 年曰b.

许宏院叶二里头 M3 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

分析曳袁叶古代文明 渊第 10 卷冤曳袁 上海古籍出版社袁

2016 年遥

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院 叶二里头

渊1999~2006冤曳渊贰冤袁第 644尧971 页尧第 466 与 467 页

间图 6-1-1-1袁文物出版社袁2014 年遥

榆 李志鹏院叶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曳袁叶中国早期

青铜文化要要要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曳袁 科学出版社袁

2008 年遥

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院

叶1981 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曳袁 叶考古 曳

1984 年第 1 期遥

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院叶1982

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曳袁叶考古曳1985

年第 12 期遥

舆 a.叶万松尧李德方院叶偃师二里头遗址兽纹铜

牌考识曳袁叶考古与文物曳2001 年第 5 期曰b. 许宏院叶二

里头 M3 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曳袁

叶古代文明渊第 10 卷冤曳袁上海古籍出版社袁2016 年遥

余 于孟洲 院 叶中国早期国家进程关键阶段述

论要要要以二里头文化为视角曳袁叶郑州大学学报渊哲学

社会科学版冤曳2018 年第 3 期遥

俞 杨冠华院叶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墓葬比

较研究曳袁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袁2004 年遥

逾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院叶偃师二里

头院1959 年~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曳袁 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袁1999 年曰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

里头队 院 叶1982 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

报曳袁叶考古曳1985 年第 12 期曰c.郑光院叶偃师二里头遗

址曳袁叶中国考古学年鉴 渊1996冤曳袁 文物出版社袁1998

年遥

輥輯訛报告未提及朱砂袁但许宏先生云野墓底散见零

星朱砂冶袁参许宏院叶二里头 M3 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

的考古背景分析曳袁叶古代文明渊第 10 卷冤曳袁上海古籍

出版社袁2016 年遥

輥輰訛董豫尧 方辉院叶先秦遗址出土朱砂的化学鉴定

和产地判断方法评述曳袁叶东南文化曳2017 年第 5 期遥

輥輱訛方辉院叶论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要要要兼论帝

尧与丹朱传说曳袁叶文史哲曳2015 年第 2 期遥

輥輲訛郜向平院叶王湾三期文化至二里头文化埋葬方

式的演进曳袁叶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曳袁

科学出版社袁2012 年遥

輥輳訛报告第 993 页图 6-4-3-2-2A 中袁 是将该件

陶片鋬的残端向下袁将其视为野壶冶的上腹残片袁但若

上下倒置袁 即与浙江江山肩头弄等地所出印纹硬陶

盉渊或称野象鼻盉冶冤下腹颇为相似袁参庞小霞尧高江

涛院叶先秦时期封顶壶形盉初步研究曳袁叶考古曳2012

年第 9 期遥

輥輴訛栾丰实院叶海岱地区史前白陶初论曳袁叶考古曳

2010 年第 4 期遥

輥輵訛李志鹏院叶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曳袁叶中国早期

青铜文化要要要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曳袁 科学出版社袁

2008 年遥

輥輶訛a.庞小霞尧高江涛院叶先秦时期封顶壶形盉初步

研究曳袁叶考古曳2012 年第 9 期曰b. 罗汝鹏院叶从 野象鼻

盉冶 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要要要论夏商时期东南地区

对中原王朝的一种贡赋模式曳袁叶南方文物曳2014 年

第 1 期曰c.李景山院叶象鼻盉的野贡冶与野赐冶曳袁叶洛阳考

古曳2017 年第 4 期遥

輥輷訛石超院叶浙江史前遗址出土的漆器曳袁叶杭州文

博曳2012 年第 2 期遥

輦輮訛叶茂林院叶史前漆器略说曳袁叶四川文物曳2017 年

第 6 期遥

輦輯訛杨远院叶二里头遗址出土漆器及其制作产地蠡

测曳袁叶文博曳2018 年第 4 期遥

輦輰訛李志鹏院叶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曳袁叶中国早期

青铜文化要要要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曳袁 科学出版社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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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遥

輦輱訛a. 陈国梁院叶二里头遗址出土小件文物漫谈曳袁

叶三代考古渊四冤曳袁科学出版社袁2011 年曰b.许宏院叶二

里头 M3 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曳袁

叶古代文明渊第 10 卷冤曳袁上海古籍出版社袁2016 年遥

輦輲訛曹楠院叶三代时期出土柄形玉器研究曳袁叶考古

学报曳2008 年第 2 期遥

輦輳訛a.李小燕尧井中伟院叶玉柄形器名野瓒冶说要要要辅

证内史亳同与<尚书窑顾命>野同瑁冶 问题曳袁叶考古与

文物曳2012 年第 3 期曰b. 严志斌院叶瓒爵辨曳袁叶三代考

古渊七冤曳袁科学出版社袁2017 年遥

輦輴訛邓淑萍院叶柄形器院 一个跨三代的神秘玉类曳袁

叶夏商玉器及玉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曳袁 岭南美术

出版社袁2018 年遥

輦輵訛杜金鹏尧 许宏尧 王学荣院叶群贤雅集 百花齐

放要要要野中国窑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

讨会冶综述曳袁叶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曳袁科学

出版社袁2006 年遥

輦輶訛a. 王青院叶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绿松石牌饰的

初步研究曳袁叶夏商都邑与文化渊二冤曳袁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袁2014 年曰b.许宏院叶二里头 M3 及随葬绿松石

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曳袁叶古代文明渊第 10 卷冤曳袁上

海古籍出版社袁2016 年遥

輦輷訛a. 叶舒宪院叶中华文明探源的人类学视角要要要

以二里头与三星堆铜铃铜牌的民族志解读为例曳袁

叶文艺研究曳2009 年第 7 期曰b. 陈国梁院叶中国早期铃

形器要要要以新石器时代至二里岗文化的陶铃和铜铃

为例曳袁叶古代文明 渊第 12 卷冤曳袁 上海古籍出版社袁

2018 年遥

輧輮訛秦小丽院叶中国古代镶嵌工艺与绿松石装饰

品曳袁叶夏商都邑与文化 渊二冤曳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袁2014 年遥

輧輯訛a. 彭柯尧 朱岩石院叶中国古代所用海贝来源初

探曳袁叶考古学集刊 渊12冤曳袁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袁

1999 年曰b. 王必建院叶先秦秦汉时期海贝遗存研究曳袁

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袁2018 年遥

輧輰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院叶二里头渊1999~

2006冤曳渊贰冤袁第 1414~1427 页袁文物出版社袁2014 年遥

輧輱訛黄卫东院叶史前碎物葬曳袁叶中原文物曳2003 年第

2 期遥

輧輲訛a. 安阳地区文管会院叶安阳八里庄龙山遗址发

掘简报曳袁叶河南文博通讯曳1980 年第 2 期曰b. 安阳地

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院叶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曳袁

叶考古曳1980 年第 3 期曰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安阳工作队院叶1979 年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报告曳袁

叶考古学报曳1985 年第 1 期遥

輧輳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尧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院叶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 渊2002~2005冤曳袁

第 73 页袁大象出版社袁2007 年遥

輧輴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叶洛阳王湾要要要考古

发掘报告曳袁第 70 页袁北京大学出版社袁2002 年遥

輧輵訛杜金鹏院叶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基址初步研

究曳袁叶考古学集刊渊16冤曳袁文物出版社袁2005 年遥

輧輶訛a. 陈旭院叶偃师二里头遗址近年考古新发现的

意义曳袁叶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曳袁 科学出版

社袁2006 年曰b.杜金鹏院叶中国龙袁华夏魂要要要试论偃

师二里头遗址 野龙文物冶曳袁叶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

化研究曳袁科学出版社袁2006 年曰c.徐昭峰尧曹蕊尧赵美

涵院叶试谈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基址曳袁叶夏商都邑与

文化渊二冤曳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袁2014 年遥

輧輷訛巫鸿著尧李清泉尧郑岩等译院叶中国古代艺术与

建筑中的野纪念碑性冶曳袁第 100~113 页袁上海人民出

版社袁2009 年遥

輨輮訛郑光尧杨国忠尧张国柱尧杜金鹏院叶偃师县二里

头遗址曳袁叶中国考古学年鉴 渊1986冤曳袁 文物出版社袁

1988 年遥

輨輯訛许宏尧陈国梁尧赵海涛院叶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

的初步考察曳袁叶考古曳2004 年第 11 期遥

輨輰訛赵海涛院叶二里头遗址宫城区域考古收获初步

综理曳袁叶三代考古渊二冤曳袁科学出版社袁2006 年遥

輨輱訛杜金鹏院叶夏商考古新的发现与思考曳袁叶郑州

大学学报渊哲学社会科学版冤曳1994 年第 1 期遥

輨輲訛刘绪院叶若干田野考古现象分析曳袁叶南方文物曳

2017 年第 4 期遥

輨輳訛a.杜金鹏院叶中国龙袁华夏魂要要要试论偃师二里

头遗址 野龙文物冶曳袁叶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

究曳袁科学出版社袁2006 年曰b.王青院叶二里头遗址出土

镶嵌绿松石牌饰的初步研究 曳袁叶夏商都邑与文化

渊二冤曳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袁2014 年曰c.冯时院叶二里

头文化野常旜冶及相关诸问题曳袁叶考古学集刊渊17冤曳袁

科学出版社袁2010 年遥

輨輴訛方孝廉院叶二里头遗址新的考古发现与思考曳袁

叶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曳袁科学出版社袁2006

年遥

輨輵訛李学勤院叶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曳袁

叶东南文化曳1991 年第 5 期遥

輨輶訛王立新院叶瑶山祭坛及良渚文化神徽含义的初

步解释曳袁叶江汉考古曳1994 年第 3 期遥

輨輷訛唐锦琼院叶殷墟花园庄东地 M60 的葬俗及其

性质曳袁叶考古曳2010 年第 3 期遥

輩輮訛郜向平院叶殷墟小屯 M5 再探讨曳袁叶中国国家

博物馆馆刊曳2011 年第 12 期遥

輩輯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院叶安阳殷墟小屯

建筑遗存曳袁文物出版社袁2010 年遥

輩輰訛李志鹏院叶二里头文化祭祀遗迹初探曳袁叶三代

考古渊二冤曳袁科学出版社袁2006 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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