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里头都邑的两次礼制大变革

许 宏

考古学上能够观察到的礼制遗存袁 包括

属于不动产的礼制建筑工程遗迹和礼器

渊群冤遥 二里头都邑的礼制遗存袁 是我们观察

其中的礼制变革尧 人群结构和社会状况的一

个重要视角遥

作为考古学文化的二里头文化袁 其前后

四期的划分袁主要是基于对陶器群组合尧器形

变化及谱系的认识遥可以理解的是袁少数陶礼

器以外的海量陶器袁 具有相当的 野民间性冶袁

其与包括大型建筑工程和礼器在内的高等级

遗存的递嬗并不一定具有同步性遥

从聚落形态和高等级遗存存在状况的角

度看袁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存在的全过程袁

有五个大的节点院

其一袁 二里头文化一期大型聚落或聚落

群出现遥总面积逾 100 万平方米袁聚落平地起

建袁具有突发性遥

其二袁二里头文化第一尧二期之间袁聚落

庞大化袁面积扩展至 300 万平方米以上袁高等

级遗存出现袁进入都邑时代遥

其三袁二里头文化第二尧三期之间袁第一

次礼制大变革遥

其四袁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早尧晚段之间袁

第二次礼制大变革遥

其五袁二里头文化为二里岗文化所取代袁

聚落规模急剧收缩袁高等级遗存淡出袁都邑时

代结束遥

这里袁 我们重点考察高等级遗存所反映

的两次礼制大变革的情况遥

一

野不动产冶的建筑工程方面袁我们可观察

到下列变化遥

二期早段院 宫殿区东侧大路开始出现袁3

号尧5 号基址始建袁院内贵族墓出现遥

二期晚段院3 号尧5 号基址持续使用袁仍有

贵族墓埋入袁偏晚阶段废弃遥 围垣作坊区东尧

北墙的 5号墙袁以西的 7 号墙袁至少在此段已

建成遥

二三期之交院小型房址和灰坑等出现遥宫

城城墙建于大路内侧袁开始形成墙外新道路遥

西南部作为宫城附属建筑的 7号渊南门塾钥冤尧

8号基址应同期建成遥

三期早段院4 号基址可能已兴建遥 宫城西

南部 1号基址兴建于偏晚阶段遥宫城内东尧西

两组建筑群的格局开始形成遥

三期晚段院3 号基址北院的大型池状遗

迹被夯实填平袁 依托宫城东墙建起了 2号基

址遥 12号基址可能与其大体同时遥

四期早段院无大规模建筑活动遥各建筑工

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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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持续使用遥

四期晚段院4 号基址东庑至少在偏晚阶

段废毁遥 宫城城墙袁1 号基址尧4 号基址主殿尧

2 号基址应沿用至本期段结束遥 在偏晚阶段袁

6 号基址依托宫城东墙兴建袁 其西同时建有

11 号基址曰 围垣作坊区增筑北墙 3 号墙袁10

号基址依托围垣作坊区北墙的 5 号墙兴建遥

这些新建筑与原有旧建筑均在该期段结束前

废毁譹訛遥

由是袁 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二里头文化第

二三期之交至三期早段袁 二里头都邑发生了

较大的结构布局上的变化袁也即袁由宫城的从

无到有渊第二期可能有栅栏类圈围设施袁不易

发现冤袁宫殿区东路建筑从多进院落的 3 号尧5

号基址袁经一段空白期后袁到新建了单体又成

组尧具有中轴线规划的 2 号尧4 号基址曰西路

建筑则平地起建了 1 号宫殿袁 其与宫城南门

门塾渊7 号基址冤形成又一组中轴线遥

从大型宫室建筑的结构上看袁 二里头文

化二期时由多重院落组成的 3 号尧5 号基址

废毁后袁 宫殿区东部区域有一个前后约数十

年的空置期遥 新建的 2 号尧4 号基址另起炉

灶袁采用单体野四合院冶建筑纵向排列袁压在被

夯填起来的 3 号基址的原址上遥 其中 2号基

址的主殿和部分院落袁 是在填平夯实 3号基

址内的大型池状遗迹的基础上建成的遥 虽然

两个时期的建筑还基本上保持着统一的建筑

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袁但建筑格局大变譺訛袁显

现出野连续冶中的野断裂冶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单

体野四合院冶建筑应与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

同类建筑一脉相承袁 而迥异于二里头文化早

期的多重院落式布局渊图一冤遥

再看作为野动产冶的礼器方面袁则是在最

早的空腔铜礼器要要要铃加松石镶嵌器 渊从龙

图一 二里头都邑中心区布局演变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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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器到嵌绿松石铜牌饰冤的组合之外袁变陶爵

为铜爵袁开启了青铜酒礼器为核心的时代遥

第二期遗存中除了刀尧锥等小件铜器外袁

还发现有属于复合范铸件的响器铜铃袁 但尚

不见青铜礼容器遥

其中一件铜铃与绿松石龙形器共存于宫

殿区内的贵族墓渊2002VM3冤中遥据分析袁此墓

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 74 座墓葬中 3 座

甲类墓之一譻訛遥 墓内出土随葬品丰富袁除铜铃

和绿松石龙形器外袁还有玉器尧绿松石饰品尧

白陶器尧漆器尧陶器和海贝项链等袁总计 37 件

渊组冤譼訛遥

要指出的是袁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件因

具有明确的层位关系和器物组合而可以确认

属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铜铃遥 另外 2 座出有

铜铃的所谓第二期墓葬渊82IXM4 和 81VM4譽訛

冤袁其中一座被盗扰袁没有可资断代的陶器出

土曰另一座墓中铜铃与嵌绿松石铜牌饰共出袁

但报道极其简略袁语焉不详袁未发表唯一一件

共出陶器要要要陶盉的图像资料遥 学者从多个

角度分析袁推测其或属二里头文化第三期譾訛遥

如是袁 则原来认为的最早出现于第二期的嵌

绿松石铜牌饰也应属二里头文化晚期遥因此袁

2002VM3所出铜铃是迄今可确认的二里头文

化早期渊二期冤唯一一件礼仪性铜器袁也是二

里头文化最早的礼仪性铜器譿訛遥

铜铃铃体中空袁桥形钮袁单扉袁器表有凸

棱装饰遥 胎体厚实袁铸造精良袁应系以陶质复

合范技术铸造而成袁 铸造品质较陶寺红铜铃

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讀訛遥 因铜铃仅见于高等

级墓葬袁 可知此期的铜器已作为社会身份地

位象征物来生产和使用遥

到目前为止袁 在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的青

铜礼容器计 17 件袁这些器物集中发现于二里

头文化晚期袁即第三尧四期遥 其中数量最多的

是爵袁计 13 件袁另有斝 2 件袁鼎尧封顶盉各 1

件讁訛遥 这些青铜礼容器主要出土于墓葬遥 在已

发掘的 400 余座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中袁 已发

表的出土铜器的墓葬仅有 20 余座袁其中随葬

青铜礼容器的墓葬则更少袁 构成了二里头文

表一 二里头都邑高等级遗存期段分布示意

期段 宫殿区 作坊区 铜容器 其他铜器 玉石器
遗址面积

(平米)
聚落演变

一期早段

一期晚段
1号巨型坑尧建筑钥

骨器加工点

二期早段

300万余

都邑肇始

二期晚段 铃
龙形器

柄形器

三期早段
宫城

1,4,7号等基址
礼制变革

三期晚段 2号基址 爵 璋钺圭

四期早段 | | 爵

四期晚段

(二里岗

早期早段)

6,11号等基址 遗
3号墙 遗

10号基址

爵斝盉

鼎觚钥

戈钺战斧铃遥

兽面牌饰

圆牌

戈刀璧戚璋钺圭

石磬
礼制变革

二里岗

早期晚段
斝 30万余

主干道网

3号, 5号基址

铸铜尧绿松

石器作坊

5号墙

刀 绿松石珠 100万余
中心聚落

或都邑钥

铃

兽面牌饰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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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墓葬中的第一等级袁 表明青铜容器在二里

头文化晚期成为最重要的礼器遥

近年来袁 重新审视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

化的分期问题袁有不少新的认识袁尤其是围绕

二里头文化晚期重要遗存的期段归属遥在此袁

我们略作梳理遥

按目前的认识袁 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

的铜礼器墓可确认的只有 2 座袁 其中随葬铜

铃 1 件的一座渊62VM22袁原报告订为二期輥輮訛袁

应属三期早段冤袁 随葬铜爵一种 2 件的一座

渊80IIIM2輥輯訛袁 原简报订为三期袁 应属三期晚

段冤遥 另有两座墓各随葬铜爵 1件袁被发掘者

推定为三期袁但因被扰袁无陶容器出土或未发

表图像资料袁无从确证輥輰訛遥 其他原订属二里头

文化第三期的墓葬袁应属第四期渊详后冤遥

如上所述袁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袁铜铃与

绿松石龙形器同出袁 开创了铜铃加松石镶嵌

器组合的随葬模式遥我们注意到袁在现知随葬

铜铃的全部 6 座墓中袁 除了被扰和偏小的两

座外袁 其余的 4 座墓都是铜铃与松石镶嵌器

渊嵌绿松石动物纹铜牌饰袁或大型绿松石龙形

器冤共出遥 偏早的绿松石龙形器与铜铃尧偏晚

的铜牌饰与铜铃的组合关系相对固定曰 绿松

石龙形器和铜牌饰在墓葬中的位置相近袁都

置于墓主人的上半身遥种种现象袁表明绿松石

龙形器和铜牌饰应大致属同类器袁 后者应为

前者的简化或抽象表现輥輱訛遥 铜铃与动物母题

松石镶嵌器应是二里头文化贵族墓随葬品中

一个较固定的组合遥 以这一组合随葬的墓主

人或许有特定的身份輥輲訛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这一肇始于二里头文化

第二期的随葬品组合袁 经二里头都邑两次大

的礼制变革袁一直延续了下来遥

最早的青铜礼容器要要要作为温酒和饮酒

器具的爵出现于第三期袁 成为日后青铜酒礼

器群的核心遥在此后的商至西周时代袁能否拥

有铜爵以及拥有数量的多寡袁 是区分人们社

会地位的重要尺度輥輳訛遥 而这一传统要上溯到

二里头文化早期袁 前述出土铜铃和绿松石龙

形器的 3号墓就随葬有陶爵尧陶盉尧漆觚等酒

器遥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袁爵又最早被作为青

铜礼器袁可见其在礼器群中地位之重要遥 野由

于当时处在我国青铜文明的早期阶段袁 青铜

礼器的使用尚不普遍遥 因此袁礼器渊主要指容

器类冤的组合袁往往是青铜器与陶器尧漆器相

配伍袁 青铜器单独配置成套的情形袁 并不多

见遥铜礼器与其他质料礼器搭配成组袁主要是

铜爵渊或加铜斝冤与陶盉尧漆觚的组合袁铜爵与

陶爵尧陶盉组合也常见遥 青铜器与漆器尧陶器

共同组成礼器群袁 构成二里头文化礼器制度

的重要特征冶輥輴訛渊图二冤遥

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龙山时代的礼制袁尚

属于野形成中的或初级阶段的礼制冶遥 各地域

文化的礼制内涵与形态各异袁在这些野前铜礼

器冶群中袁似乎还未发现以酒器组合为核心的

礼制系统輥輵訛遥 即便有酒礼器袁也大多依附于食

器而存在遥 只有二里头文化袁才确立了野以重

酒组合为核心的礼器组合冶遥 野这是一个跨时

代的变化袁从此开启了夏商尧西周早期礼器制

度一以贯之的以酒礼器为核心的礼器制度冶
輥輶訛遥 而以青铜酒礼器为核心的礼器组合的最

终形成袁是始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遥

二

就二里头都邑高等级遗存而言袁 二里头

文化第三尧 四期之交 渊自三期晚段至四期早

段冤似乎是一个守成的时段袁乏善可陈遥 二里

头文化第四期的早尧晚段之间袁可能是发生在

二里头都邑的第二次大的礼制变革遥 二里头

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分野袁 或可提前到这个

时段遥二里头文化末期袁具有更大的野启下冶的

地位遥

近年来袁 学术界就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

文化内涵及其反映的历史问题做了较为深入

的探讨遥 但关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与二里岗

文化早期早段渊即野二里岗下层一期冶輥輷訛冤在年

代上的相互关系袁 以及相关遗存单位的文化

归属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袁 无法对二里

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之交的遗存做明确的辨

析遥我们倾向于二者在年代上有共存关系袁至

少部分时段重合輦輮訛遥 而二里头文化末期渊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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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铜礼器组合

铃 镶嵌器 爵 斝 鼎 盉

四期

渊晚段冤

三期

渊晚段冤

三期

渊钥 冤

二期

渊晚段冤

晚段冤已进入二里岗时代袁应属于二里岗文化

的范畴袁 这一阶段或可称为二里头要二里岗

文化过渡期遥 这是二里岗文化因素肇始于二

里头和郑州商城袁 以及郑州商城开始崛起的

时期遥

能够确认属此段的青铜器较少袁 且主要

见于二里头遗址遥

如前所述袁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袁在二里

头文化末期几十年时间里袁 二里头遗址中心

区的野不动产冶要要要高等级遗迹发生了一些较

为显著的聚落形态上的变化袁 即始建于二里

头文化二尧 三期的若干大型建筑工程如宫城

及 7号基址渊宫城南门塾钥 冤尧1号尧2号尧4号尧

8 号尧9号等大中型建筑基址和围垣作坊区北

墙 3 号墙的局部受损袁和 6 号尧10 号尧11 号等

建筑基址和围垣作坊区北墙 3 号墙的兴建遥

我们注意到袁 位于宫城东路建筑群北端的 6

号基址依托宫城东墙而建尧南邻 2 号基址袁其

宽度仍与早已存在的东路建筑群 渊2 号尧4号

基址冤一致袁暗寓 6 号基址属于东路建筑群的

续建袁 该基址群西侧道路仍在使用曰10 号基

址依托围垣作坊区的北墙 5 号墙 渊始建于二

里头文化第二期冤而建袁虽压占于宫城南路之

上袁但并未完全阻断道路曰新开掘于此期的两

口水井袁仍南北对应尧颇有章法地建于 1号基

址西墙外遥 而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则一

直延续使用輦輯訛遥 种种迹象表明袁这些建筑工程

虽可能遭到了局部破坏袁但仍存留于地表袁甚

至继续使用遥 此期的二里头聚落仍集中着大

量的人口袁 存在着贵族群体和服务于贵族的

手工业輦輰訛遥 这些新旧建筑工程应是到了二里

头文化的最末阶段才被一并废毁的遥

但这些变化与铜礼器生产和使用在时间

上的对应关系袁 因无明确的考古层位关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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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支撑袁尚无法究明其细节遥

按目前的分期认识袁 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

晚段的青铜礼容器墓有 7座渊75VIKM3袁84VIM

6尧M9\M11袁87VIM57袁75VIIKM7袁87VM1輦輱訛冤遥可

知只是到了此期袁 青铜爵之外的其他礼容器如

酒器斝尧封顶盉尧觚渊钥冤尧食器鼎袁礼兵器戈尧长身

战斧尧钺袁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在内的东亚大陆最

早的青铜礼器群才开始在二里头都邑出现曰此

期的墓葬袁才开始有铜爵尧铜斝尧铜鼎尧铜斝尧铜

觚渊钥 冤的随葬品组合輦輲訛遥这与此前的二里头文化

第三期至四期早段墓葬中仅见青铜铃尧 嵌绿松

石铜牌饰和铜爵等的简单礼器组合形成鲜明的

对比遥总体上看袁墓葬所见青铜容器和玉器等礼

器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二里头文化第三期至四

期早段遥

其中袁最值得注意的是 1987 年出土的铜

鼎和圜底铜斝遥此二器系农民发现并卖出袁由

调查可知袁 与其共出的还有一件疑似铜觚的

器物袁惜未能追回遥报导者推断应系出自同一

墓葬袁 编号 1987VM1袁 属于二里头文化第四

期輦輳訛遥 有学者进而认为袁鉴于野鼎尧觚在已知的

二里头三期墓葬中皆不见袁 所以此墓如确属

二里头文化袁亦当属四期偏晚袁近于二里岗下

层时期冶輦輴訛遥 野考虑到二里头文化没有使用陶

斝的传统袁 这种新出现的组合方式当是受二

里冈文化前身的影响冶輦輵訛遥 另有学者指出袁该

墓所出铜斝袁鼓腹圜底尧锥足有棱的作风一直

延续至二里岗文化晚期早段輦輶訛遥 甚至有学者

认为这两件铜器已 野属于二里岗期商文化系

统冶輦輷訛遥 有学者则干脆将这两件铜器划归野早

商一期青铜器冶袁认为野早商一期青铜器主要

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冶袁 除此墓出土的两件外袁

还包括出有著名的乳钉纹铜爵的贵族墓

1975VIIKM7遥 这些器物上野开始出现简单纹

饰冶輧輮訛遥 这些纹饰袁的确可以被看作是二里岗

文化青铜器装饰风格的肇始遥

有学者指出此期铸铜技术上一个显著的

变化是袁 铸造铜容器的复合范由双范变为三

范袁而上述铜斝和铜鼎袁就是迄今所知青铜器

中最早的外范采用三范的例证遥 这种制造工

艺习见于其后的二里岗文化遥 而出现铜鼎和

铜斝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野应属于二里冈下

层的最早期阶段冶輧輯訛遥

此外袁 与二里头文化青铜容器铸造相对

粗糙的一般情况相比袁 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

晚段时袁少数器物制作才显得比较精良袁注意

修整范痕遥

众所周知袁 无论从形制源流和铸造技术

上看袁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青铜文明

都是一脉相承的袁 但同时又可窥见阶段性的

差异輧輰訛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大致从二里头文化第

四期晚段起袁 二里头都邑的铸铜作坊开始铸

造鼎尧 斝等以非二里头系统陶礼器为原形的

铜礼器袁 这与此前以爵尧 大体同时以盉尧觚

渊钥 冤等陶礼器为原形的铜礼器铸造规制有显

著的区别輧輱訛遥 而这些器类日后构成了二里岗

文化青铜器群的主体遥 其背后暗寓的礼制的

重大变化袁颇耐人寻味遥

青铜礼兵器袁 也是二里头文化礼器群的

重要组成部分遥 属于近战兵器的戈尧钺尧长身

战斧共出土了 4 件袁应当都是墓葬的随葬品遥

目前可确认年代者均属二里头文化末期輧輲訛遥

学者在对青铜兵器的综合研究中袁 就将商代

早期青铜兵器的上限上溯到二里头文化四期

偏晚阶段輧輳訛遥 从材质成分及刃部较钝等特征

分析袁这类兵器并非用于实战袁而应是用来表

现威权的仪仗用器袁在当时并未普遍使用遥这

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群遥戈尧钺

在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继续使用袁 成为中

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武器渊图三冤遥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早尧 晚段之间的变

化袁 应是发生在二里头都邑的第二次大的礼

制变革遥

三

能够上升到礼制层面的变革袁 肯定是非

同寻常的变革遥二里头文化第二尧三期之间中

轴线布局的大型宫室建筑群和宫城的问世尧

以青铜礼容器尤其是酒礼为核心的礼器组合

的形成袁就被认为是真正的野朝廷冶与野宫廷礼

仪冶发端的表征輧輴訛遥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中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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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二里头要二里岗过渡期的青铜礼器群

偃师二里头

郑州黄委会

新郑望京楼

荥阳西史村

荥阳高村寺

肥西大墩孜

上院1爵 2盉 3,4斝 5鼎

下院6渊上 战斧尧中下 戈冤 7钺 8圆牌饰 9铃 10,11 兽面牌饰

12盉 13鬲 14戈

15爵 16,17斝

18爵 19斝

20斝

21,22斝 23铃

武汉黄陂

盘龙城

23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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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二里头文化末期发生的变化袁 更是令人瞩

目的遥 它们当然都有资格被认为是探索王朝

分界问题的重要线索遥

尽管如此袁我们依然没有排他性的证据袁

可以把夏商王朝更替的历史事件袁 对应于上

述两次礼制大变革的哪一个节点上遥换言之袁

我们仍然无法辨识任何一次礼制变革袁 究竟

是王朝内部的礼制革新袁 还是王朝更替带来

的更为剧烈的改制遥剪不断袁理还乱遥 野连续冶

中的野断裂冶袁或曰野断裂冶中的野连续冶袁仍是

观察二里头都邑这两大礼制变革节点的最大

的感受遥 这也给了夏商分界研究者以极大的

分析乃至想像的空间遥

如果强为说之袁到目前为止袁二里头与偃

师商城的兴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

替要要要夏商革命的说法袁 不能不说仍是最能

野自圆其说冶的假说輧輵訛遥 我们通过梳理二里头

都邑礼制变革所得新认识与此契合袁 可能性

较大遥

另袁 早有学者指出朝代的更迭与考古学

文化的兴衰并不一定完全同步袁一般而言袁文

化的更迭具有滞后性輧輶訛遥 近来有年轻学者更

通过对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学材料的梳理袁指

出在夏商王朝的更替中袁也存在野新朝代之初

的考古学文化在面貌上与前朝晚期基本相

同袁 直至中期前后方形成具有自身特征的考

古学文化冶的现象袁进而认为夏商分界应在二

里头文化二尧三期之交袁二里头文化三尧四期

应属商代早期文化袁 而真正形成商文化自身

特色袁则在二里岗下层二期輧輷訛遥 这些分析都是

具有启发意义的遥 不能排除二里头都邑第一

次礼制大变革是夏商分界的产物袁 而第二次

礼制大变革则相当于新王朝的 野中期质变冶袁

或至少拉开了这种野二里岗化冶质变的序幕遥

但必须再次强调的是袁 所有推论假说均非定

论袁包括目前学界所谓的野共识冶遥 无论持何

种观点袁 认为夏商分界之所在究竟相当于第

一次还是第二次礼制变革袁 二里头是否都可

称为野最晚的夏都冶和野最早的商都冶钥 即便像

目前大部分学者所同意的那样袁 夏商王朝更

替发生于二里头文化末期袁 二里头都邑出土

的大部分青铜礼器是否也应属于二里岗渊商冤

文化系统的袁而不属于二里头渊夏冤文化系统钥

注释院

譹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袁许宏尧袁靖

主编院叶二里头考古六十年曳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袁

2019 年遥

譺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院叶二里头渊1999~

2006冤曳结语袁文物出版社袁2014 年遥

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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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譼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院叶二里头渊1999~

2006冤曳袁文物出版社袁2014 年遥

譽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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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譾訛叶万松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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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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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譿訛许宏院叶二里头 M3 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

古背景分析曳袁叶古代文明曳渊第 10 卷冤袁上海古籍出版

社袁2016 年遥

讀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院叶二里头渊1999~

2006冤曳袁文物出版社袁2014 年遥

讁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袁许宏尧袁靖

主编院叶二里头考古六十年曳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袁

2019 年遥

輥輮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院叶偃师二里头

渊1959 年耀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冤曳袁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袁1999 年遥

輥輯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院叶1980

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曳袁叶考古曳1983年

第 3 期遥

輥輰訛许宏尧 赵海涛院叶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再检

讨要要要以出土铜尧 玉礼器的墓葬为中心曳袁叶南方文

物曳2010 年第 3 期遥

輥輱訛许宏院叶最早的中国曳袁科学出版社袁2009 年遥

輥輲訛许宏院叶二里头 M3 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

古背景分析曳袁叶古代文明曳渊第 10 卷冤袁上海古籍出版

社袁2016 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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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輳訛杨锡璋尧 杨宝成院叶殷代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

合曳袁叶殷墟青铜器曳袁文物出版社袁1985 年遥

輥輴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院叶中国考古学窑

夏商卷曳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袁2003 年遥

輥輵訛高炜院叶龙山时代的礼制曳袁叶庆祝苏秉琦考古

五十五年论文集曳袁文物出版社袁1989 年遥

輥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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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輥輷訛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叶郑州商城 渊1953~

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冤曳袁文物出版社袁2001 年遥

輦輮訛许宏尧 陈国梁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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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曰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院叶二里头渊1999~2006冤曳结语袁文物出版

社袁2014 年遥

輦輯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袁许宏尧袁靖

主编院叶二里头考古六十年曳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袁

2019 年遥

輦輰訛许宏尧 陈国梁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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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輦輱訛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院叶偃师二里头

渊1959年耀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冤曳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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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队院叶1984 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

葬曳袁叶考古曳1986年第 4期曰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二里头工作队院叶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

报曳袁叶考古曳1992年第 4期遥 原报告分别订为三期和四

期遥

輦輲訛a. 许宏尧 赵海涛院叶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再检

讨要要要以出土铜尧 玉礼器的墓葬为中心曳袁叶南方文物曳

2010年第 3期遥 上文曾将其中 75VIKM3尧84VIM6尧M9

三座墓葬定为四期早段袁根据叶二里头渊1999~2006冤曳报

告渊文物出版社袁2014 年冤的分期方案袁调整为四期晚

段曰b.赵海涛院叶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探

析曳袁叶南方文物曳2016年第 4期遥

輦輳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院

叶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曳袁叶考古曳1991

年第 12 期遥

輦輴訛朱凤瀚院叶中国青铜器综论曳袁上海古籍出版社袁

2009 年遥

輦輵訛陈国梁院叶二里头文化铜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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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輦輶訛李朝远院叶关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斝曳袁叶二里

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曳袁科学出版社袁2006 年遥

輦輷訛高江涛院叶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鼎及相关问题

探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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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輧輮訛袁广阔尧 秦小丽院叶早商城市文明的形成与发

展曳袁科学出版社袁2017 年遥

輧輯訛宫本一夫院叶二里头文化青铜彝器的演变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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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遥

輧輰訛许宏等尧 赵海涛院叶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再检

讨要要要以出土铜尧 玉礼器的墓葬为中心曳袁叶南方文

物曳2010 年第 3 期遥

輧輱訛许宏院叶二里头文化聚落动态扫描曳袁叶早期夏

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曳袁 科学出版社袁2012

年遥

輧輲訛其中出土于墓葬 75VIKM3 的曲内戈和长身

战斧袁应属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遥 从形制尧纹饰分

析袁钺也应属第四期晚段遥 另一件铜戈系采集品袁原

报告归入第三期袁缺乏层位学和类型学依据遥 详见院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院叶河南

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发现一件青铜钺曳袁叶考古曳2002

年第 11 期曰b.许宏尧赵海涛院叶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

再检讨要要要以出土铜尧玉礼器的墓葬为中心曳袁叶南方

文物曳2010 年第 3 期遥

輧輳訛郭妍利院叶商代青铜兵器研究曳袁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袁2014 年遥

輧輴訛岡村秀典院叶夏王朝要要要王權誕生瘴考古學曳袁

講談社渊東京冤袁2003 年遥

輧輵訛许宏院叶野夏王朝冶考古院学术史窑新动向窑新思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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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说明的是袁替代二里头都邑地位的二

里岗 渊商冤 文化系统的主都是郑州商城而非偃师商

城遥偃师商城没有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袁其性质或为

别都尧陪都尧辅都和军事重镇之类袁已多有学者论及遥

其中的 1 号建筑群能否称为野宫城冶袁是应该存疑的遥

輧輶訛a.孙华院叶商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曳袁叶三代文明研

究渊一冤曳袁科学出版社袁1999年曰b.王立新院叶也谈文化形

成的滞后性要要要以早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为

例曳袁叶考古曳2009年第 12期遥

輧輷訛毕经纬院叶野中期质变冶视野下的夏代考古学文

化曳袁叶历史研究曳2018 年第 1 期遥

渊责任编辑院周广明冤

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