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丧葬考古研究理念概述

墓葬分析是世界范围内考古研究的核心组成部

分袁也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遥 如何阐释墓

葬材料直接关系到对逝去社会的解读袁是考古学理

论与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遥 在全球视野下观察墓

葬研究理念的变化袁 可以发现 20 世纪 70 年代是欧

美考古学界墓葬分析的重要分水岭院 在新考古学浪

潮的大背景下譹訛袁 于 1971 年出版的以宾福德渊Lewis

Binford冤 等学者研究为首的的论文集标志了墓葬研

究的范式转变袁 即从文化史为重心 渊如着眼于随葬

品的类型学和年代学分析等冤 转向结合民族学调查

材料以及量化分析方法来探讨社会背景的研究譺訛遥

该论文集在以社会角色为导向的墓葬分析中袁 对于

墓葬受社会等级的影响尤为强调袁 如宾福德基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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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本文简要回顾了丧葬研究理念袁指出考查下葬人群在整个社会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意义袁并强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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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转化为祖先神的象征意义袁 通过重构祖先信仰系统来调整亡灵空间的秩序袁 以最终达到合法化生者世

界核心贵族权力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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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This paper, based on a brief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funer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ly,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text as well as the composition of a society爷s inhumation pool compared with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ociety爷s population at

large. In particular, it analyzes burials in the Erlitou polity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across Eurasia in the Bronze Age. Combined

with ethnographic studies, this analysis reveals the existence of a selective inhumation institution in Erlitou, in which only the

high-rank elites were privileged to be buried subterraneanly. This institution, which excluded most people from being disposed

of in an archaeologically visible fashion, was, the paper argues, devised to affirm the brand-new social order founded by the Erl鄄

itou polity, which fundamentally broke away from the previous political regime. Funerals in Erlitou, in this social context, be鄄

came a rite of passage to transform the deceased into an ancestral divinity. The Erlitou selective inhumation institution went hand

in hand with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ancestral worship system. The two functioned together to legitimize Erlitou爷s inner e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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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学调查袁 指出在同等条件下袁 处于同一社会单元

中的丧葬活动所反映的异质特征同身份等级直接相

关譻訛遥 大致同时袁萨克逊渊Arthur Saxe冤通过研究狩猎

采集社会墓地以及民族学材料袁 提出墓葬情况是死

者生前社会身份的反映譼訛遥 这一系列研究文章进一

步削弱了当时对通过考古材料获取社会组织信息可

能性的质疑袁 更重要的是在基于民族学调查的基础

上建立了墓葬/墓地情况和逝者所处社会的关联譽訛袁

也因此为考古研究提供了以发掘所得墓葬材料倒推

与之相关的古代社会结构的理论支持遥 以宾福德为

代表的墓葬研究理念一经提出袁 即在欧美考古学界

产生了广泛影响遥 在此基础上袁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

下葬者的社会等级和其墓葬的财富多寡 渊包括随葬

物品的价值以及墓葬空间营造所耗费的劳动力冤成

正比譾訛曰墓葬的量化分析模型也得以进一步发展袁其

中以乔根森渊Lars J rgensen冤的研究为代表袁其模型

的核心是基于不同随葬品在同一个墓地中出现频率

的高低对随葬品进行赋值尧统计和比较譿訛袁该研究对

中国考古墓葬分析亦产生了一定影响讀訛遥

然而袁与此同时袁学界也不乏对上文所述研究理

念的抨击袁 认为这种将身后墓葬和生前社会直接关

联的方法未免过于简单袁 并且忽略了不同墓葬所处

社会背景的差异 讁訛 遥 这些质疑中 袁 以霍德 渊Ian

Hodder冤及其学生等野后过程主义考古冶的代表人物

最有影响力輥輮訛遥 霍德认为丧葬仪式并不一定是下葬

者生前情况的直接映射袁 而是生者有选择和有目的

进行构建的结果輥輯訛遥 皮尔森渊Mike Parker Pearson冤指

出为逝者操办葬礼的生者有时恰恰要通过丧葬活动

达到获取自身利益的目的袁 在这种情况下逝者的葬

礼仪式被赋予了改变生者社会关系的意义輥輰訛遥 实际

上袁 类似情况在中国考古学背景下也不乏典型案

例袁 如齐东方先生通过梳理唐代丧葬材料袁 指出中

宗复位后出现了一批豪华程度超出墓主人身份对应

葬仪的改葬墓袁 是李唐复辟和武氏集团间政治斗争

在丧葬层面的反映輥輱訛遥 对墓葬情况同社会关联进行

解构的研究中袁 另一个颇有启发的案例是莫里斯

渊Ian Morris冤 基于希腊城邦社会建立阶段前后的分

析遥 公元前 700 年希腊的墓葬数量较之前有大幅度

减少袁 这种现象在先前的研究中被认为是旱灾造成

的总人口动荡的结果遥 而莫里斯通过综合分析聚落

等材料袁 指出希腊总人口并未发生大幅度波动袁墓

葬数量差异的原因实际在于不同时期有资格进行土

葬的群体发生了变化袁 即公元前七世纪前后袁 仅社

会特定阶层可以使用墓穴安葬袁 而这一变化的根本

原因在于彼时城邦社会建立尧 公民身份出现等时代

巨变輥輲訛遥 莫里斯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社会大背景之于

丧葬活动的意义袁并指出了野考古可见墓葬冶和社会

总人口间存在强烈反差的可能遥 试想袁 如果不了解

有资格下葬的人群和社会总人口之间的差别袁 而把

墓葬材料的分析结果直接等同于当时全部社会成员

的映射袁 如此推导出的社会结构同真实的情况会存

在何等出入钥 野考古可见冶下葬人群和生者社会间可

能存在巨大差异的另一典型案例来自于巴厘袁 这里

的丧葬活动被称为野考古学家的噩梦冶遥 当地社会最

上层人员去世后并不下葬袁 社会上层以外成员亡故

后才会使用墓穴埋葬袁 而这些土葬的逝者中较为富

有者后期还会被从墓葬中掘出火化尧 骨灰入海袁最

终能够经由考古工作发现的下葬者仅存巴厘最底层

社会成员輥輳訛遥 对墓葬和社会直接关联的批判让愈来

愈多的学者认识到墓葬同社会等级间的联系存在诸

多变量并且高度复杂袁 将逝者墓葬所见等级情况等

信息和其生前社会挂钩袁 一方面需要考量下葬者在

当时整个社会人口中所占比例和对应身份袁 另一方

面也需要分析丧葬活动在当时当地具体社会情境

渊context冤下被赋予的意义遥

综合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围绕丧葬分析方法论

的研究尧 争论和反思袁 本文拟对二里头丧葬活动进

行重新解构袁 在彼时大时代的背景下袁 分析二里头

的下葬人群身份袁 并探讨二里头丧葬制度的内涵及

其社会象征含义遥

二里头选择性下葬与土葬人群的身份

二里头墓葬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袁 多位学者

对二里头墓葬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袁 就墓葬

所见分期尧 族属尧 等级以及家庭形态等问题发表了

诸多真知灼见輥輴訛遥 在等级分析方面袁二里头墓葬随葬

品价值的高低和墓葬规模的差异多被直接等同于整

个二里头社会的等级差别袁 即随葬品稀少或不见尧

且墓穴规模小的逝者被认为生前是位于社会下层的

平民袁而随葬品渊尤其是玉器尧铜器类奢侈品冤较多尧

并且墓穴规模大的墓主人生前应是二里头贵族遥 将

二里头墓葬等级同整个生者社会直接挂钩袁 这在一

定程度上折射出前文所述新考古学的研究理念遥 有

趣的是袁 如果我们将二里头墓葬总数同二里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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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进行对比袁 原有的从墓葬价值差异到社会

结构的关联图变得复杂起来遥

目前已知的二里头文化墓葬总数为五百余座袁

其中发现于二里头遗址的墓葬近四百座袁 占二里头

社会墓葬总数约八成輥輵訛遥 数百座墓葬看似数量很多袁

但是如果对比二里头遗址本身的可能人口以及整个

二里头社会的规模袁 不难发现前后存在巨大反差遥

二里头遗址鼎盛时期的面积达到了 300 万平方米以

上袁 有学者推测其繁盛阶段的人口即在一万八到三

万人之间輥輶訛袁 考虑到二里头遗址是存续数百年的中

心都邑袁 其总居民数量的加和势必远超出几百座墓

葬所对应的逝者人数遥 另一方面袁 如果将二里头与

时间基本前后相衔尧 面积大致相当尧 同为超大型中

心聚落的龙山时期陶寺遗址墓葬数量进行比较袁亦

可明显观察到二里头遗址墓葬数量的吊诡之处遥 仅

1980 年前后袁在陶寺遗址 5000 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

即明确发现了千余座墓葬輥輷訛袁 发掘者认为陶寺遗址

的墓葬总数更是达到了上万座輦輮訛遥 考虑到二里头遗

址规模和陶寺相近袁 两处聚落使用时期的居民数量

应该不会有太大出入袁 但是二里头聚落墓葬总数却

仅为陶寺墓葬的 4%左右袁反差异常强烈袁也再次表

明二里头遗址墓葬数量偏低程度之巨遥 面对这种差

异袁 是否可能是受已知情况所限袁 实际上二里头遗

址还有上万座墓葬没有发现呢钥 作为三代时期的都

邑聚落袁自 1959 年徐旭生先生野夏墟冶调查发现伊

始袁 二里头遗址长期是中国田野工作的重点袁 是考

古钻探和发掘时间最长尧 力度最大的遗址之一遥 在

这一背景下袁 二里头遗址尚有多达万余座墓葬未能

发现的可能微乎其微遥 那么袁 是否可能二里头遗址

作为中心都邑袁 其居民中大部分本为外来移民袁去

世后魂归故土袁 因而埋葬在二里头遗址以外聚落了

呢钥 对比考古实际发现情况可知袁 二里头遗址以外

所有二里头文化聚落中墓葬总数仅为一百余座袁甚

至还远不及二里头遗址本身袁 非但无法补全二里头

中心聚落严重缺失的去世居民数量袁 和这些聚落本

身二里头时期应有的人口总数相比袁 较之于二里头

遗址反而缺口更甚遥 综上可见袁 二里头墓葬数量和

社会总人口间的巨大缺环不仅限于二里头中心聚

落袁更是整个二里头社会的普遍现象遥 那么袁二里头

下葬逝者和生者数量的惊人反差到底原因何在钥 上

文提到的其它选项被逐一排除之后袁 比较合理的解

释是院二里头社会能够用野入土为安冶的方式进入生

后世界的逝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极低袁 绝大多数

二里头社会成员去世后并不能以墓葬的形式留下考

古学证据輦輯訛遥

实际上袁 类似的选择性下葬并非二里头社会的

特例袁 而是在欧亚大陆多个早期文明普遍存在的现

象遥 公元前三千年前后袁 近东地区的超大城市乌鲁

克渊Uruk冤也存在墓葬数量极少尧和社会总人口完全

不匹配的情况袁 这正源自乌鲁克大部分居民去世后

不下葬的习俗輦輰訛遥 公元前两千年前后袁位于现今巴基

斯 坦 和 印 度 北 部 的 哈 罗 巴 文 明 渊Harappan

Civilization冤聚落数量众多且规模超大者频现袁可见

其社会发达尧 人口繁盛袁 但相应的墓葬发现却非常

稀少袁 研究表明大部分哈罗巴人去世后并不以土葬

安置后事輦輱訛遥 此外袁前文所述早期希腊社会的丧葬习

俗亦是选择下葬的典型代表遥 另一方面袁 大量民族

学材料也表明土葬并非处理死者的唯一方式遥 在上

文提到的以 野考古学家噩梦冶 著称的巴厘丧葬习俗

之外袁 印度地区先火化再将灰烬抛洒入恒河的习俗

迄今仍是当地丧葬主流袁 而但凡使用类似的非土葬

方式处理的逝者很难在考古材料中留下痕迹遥 考虑

到中国历史时期以来长期以土葬为主要安置死者的

形式袁野入土为安冶的理念难免被广泛投影于中国社

会袁 从而忽略了早期阶段其他丧葬模式的可能遥 以

上对二里头考古现象的对比分析以及跨文化的综合

类比袁为探讨二里头的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视角輦輲訛遥

在二里头社会大部分人群不使用土葬的丧葬习

俗中袁 二里头土葬墓的墓主人又是什么身份呢钥 对

比墓葬发现和聚落系统袁 可以观察到二里头社会的

墓葬同聚落等级存在明显正相关遥 一方面袁 二里头

80%的墓葬都集中在二里头遗址袁 即二里头社会聚

落系统中处于第一级的中心都邑聚落遥 另一方面袁

二里头遗址以外的百余座墓葬也都仅见于二里头文

化的地域中心院稍柴遗址面积达 60 万平方米袁是二

里头的次级中心聚落輦輳訛曰伊川南寨面积超 20 万平方

米輦輴訛袁是扼守洛阳盆地伊阙关的区域中心遗址曰大师

姑总面积在 50 万平方米以上袁是把守郑州地区通往

洛阳盆地门户的军事重镇輦輵訛曰 东下冯遗址亦是二里

头控制运城盆地盐业等战略资源的桥头堡輦輶訛曰 其他

见有墓葬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如郑窑尧东杨村尧白元尧

南洼尧 蒲城店等遗址也都是二里头聚落系统中不同

级别的区域中心聚落輦輷訛遥 二里头文化墓葬发现情况

同区域中心聚落密切相连尧 而且以中心都邑二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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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的墓葬数量为大宗袁 这种现象表明土葬墓的使

用资格应该和二里头社会上层贵族这种高规格身份

等级紧密相关遥 鉴于二里头聚落结构表明二里头社

会为金字塔式等级关系袁 位于金字塔结构顶部的二

里头上层贵族在整个社会人口中比例很低袁 与他们

对应的能够获得土葬资格的社会成员数量稀少袁最

终造成了二里头文化墓葬同二里头总人口极不匹配

的结果遥 如是袁 二里头社会的土葬葬仪本身即为稀

有且弥足珍贵的身份特权袁 在这一制度中袁 即使是

二里头墓葬中墓框最小尧 随葬品稀少的墓主人和生

者社会中的底层平民也远不存在对应关系輧輮訛曰 二里

头土葬墓中随葬品价值和墓室规模所见价值差异袁

是具有土葬资格的二里头社会上层贵族内部等级差

异的反映袁而非整个二里头社会等级的完全投影遥

社会大变革背景下的二里头丧葬仪式

与祖先信仰系统的重构

为何二里头会出现仅有上层贵族才有资格 野入

土为安冶 的选择下葬制度呢钥 丧葬研究需要结合具

体社会情境进行考量輧輯訛袁 二里头墓葬习俗亦需置于

时代大背景下进行探讨遥

二里头崛起于龙山时代超大型中心聚落纷纷陨

落的大崩溃背景下袁 原本作为政治洼地的嵩山南北

地区通过向洛阳盆地大规模移民等一系列措施建立

了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政治景观袁 开启了早期中

国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新纪元輧輰訛遥 如何维持社会秩

序尧 巩固政权的合法性是古代国家运转中必须面对

的核心问题輧輱訛袁二里头社会亦如是遥 政治人类学研究

表明袁 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创建与维持仅靠军队等暴

力机构是不够的袁 也需要借助精神领域的活动来维

系曰 而新兴政体的建立和发展往往伴随着典礼和仪

式渊包括丧葬仪式冤袁通过被赋予特定含义的表演活

动让公众相信同这些仪式相关的社会变革是有益

的尧不可避免的袁以实现新政权的合法化輧輲訛遥 二里头

时期较之于龙山时代发生了断裂式巨变輧輳訛袁 这对二

里头新兴核心精英輧輴訛确立其统治势必构成了严峻挑

战遥 在这一背景下袁 二里头统治者除了采用政治和

经济手段之外袁 也同时诉诸于精神领域袁 希冀经由

重构丧葬仪式通往的亡灵秩序来稳固生者世界袁由

此采用了选择性下葬的二里头丧葬制度遥

萨克逊在其影响甚广的博士论文中指出袁 墓葬

渊墓地冤 的意义在于特定的社会团体可以通过葬礼

仪式尧 以祖先的名义将其对核心资源的掌控合法化

輧輵訛遥 在二里头政治景观营建的背景下袁这种全新的丧

葬制度将 野入土为安冶 的丧葬仪式重新定义为将逝

者转化为祖先神的必由路径袁 将能够通过土葬成为

祖先神的资格限定于极少数的特定人群袁 最终达到

将同下葬者有直系关系的尧 在世的上层贵族对政治

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掌控合法化的目的遥 此外袁 二里

头的丧葬仪式中也运用了一系列强化视觉和听觉的

表演活动袁 加强典礼仪式对前来吊唁者的精神作用

輧輶訛袁而参加丧葬活动人员的社会关系尧身份和相应资

格也在主持或者观摩见证丧葬表演仪式中被反复强

调遥 另一方面袁 考古发现也表明二里头墓葬和生活

区紧密相连袁 安葬死者的墓穴往往位于作为生者居

住空间的建筑址近旁輧輷訛袁 而近年来以 3 号建筑基址

为代表的宫殿区发现更是进一步表明居住址和墓葬

在物理空间上的毗邻关系輨輮訛遥 这种将墓葬置于居住

址近旁的习俗在全球范围内并非孤例袁 如中美洲超

大型城市特奥蒂华坎渊Teotihuacan冤的居民区复合院

落下即为埋葬逝者的空间袁 研究者认为这种丧葬理

念在于通过物理空间的相连加强生者和已成为祖先

神的逝者间的联系袁 从而保障生者能够得到祖先神

更多庇佑輨輯訛袁 这或许也是二里头墓葬选址的用意所

在曰 此外袁 就二里头宫殿区 3 号基址的相关发现而

言袁鉴于宫殿很可能兼具居住和祭祀的复合功能輨輰訛袁

将墓葬置于 3 号宫殿院落可能也同时有保障祖先神

得到生者更直接供奉的考虑遥

综上袁本文简要回顾了全球范围内上世纪 70 年

代以来丧葬研究的主要理念袁 指出考查下葬人群在

整个社会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意义袁 并强调时代背景

之于墓葬分析的重要性遥 在此基础上袁 通过分析二

里头墓葬及相关考古发现袁 并结合欧亚大陆其他早

期文明的丧葬研究和民族学调查结果袁 指出二里头

社会存在选择性下葬制度袁 即只有社会上层贵族才

有资格在亡逝后土葬遥 结合二里头政治景观创立的

具体情境单元以及政治人类学相关理论袁 可知二里

头选择下葬制度和维系二里头新兴贵族的统治紧密

相关遥 这套全新的丧葬制度赋予了野入土为安冶的丧

葬典礼将亡逝的社会上层贵族转化为祖先神的象征

意义袁 通过重构祖先信仰系统调整亡灵空间的秩

序袁 最终以达到巩固和维系生者世界核心贵族权力

合法性的目的遥 二里头是三代社会诸多关键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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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造者袁 以上对二里头丧葬制度的解构或为探讨三

代社会机制提供新的视角遥

致谢院感谢刘绪先生为本文提出修改意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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