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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寻找消失的古国

滇国：神秘消逝的青铜器王国
■ 尹凝

在两千年以前，中国的西南部有一个与
当时的西汉王朝同时存在的王国。这个王国
叫做滇，它非常的富裕而独特，有着辉煌而发
达的青铜文明，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有着
活人祭祀习俗的古国之一。可就在汉武帝赐滇
王印之后不久，
这个曾经创造了辉煌青铜文化的
古国却突然从历史中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它的
臣民去了哪里，也没有人再提起云南古史上的这
段辉煌。古滇王国就这样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

“不知有汉”
的神秘国度
“夜郎自大”
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成语，
许多人都知
道它的典故。可是，
“不知有汉”，
夜郎王并不是第一
人。在他之前，
滇王就曾问汉使：
“汉孰与我大？
”
之前，
中原不知有滇，
滇人不知有汉。两个在各自势力范围
内可以说是第一强的国度，
彼此相邻却互不所知。
据考证，
“滇”是中国西南边疆古代建立的古王
国，主要分布在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云南省中部及
东部地区。滇国区域在云南的中部和东部，以滇池
区域为中心，连接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
片区，学术界认为，滇国的领土主要位于滇池周围，
东至石林、泸西一带；北达会泽、昭通等地；南抵新
平、元江及个旧一带；西到安宁及其附近地区即一
个东西宽约 150 公里，南北长约 400 公里的区域。
关于古滇王国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
《史记·西南夷列传》里。大约在公元前 339 年，楚国
欲将势力范围扩展到西南，派楚将庄蹻入滇。不
久，秦国灭了巴国和蜀国，庄蹻失去了与楚国本土
的联系，于是，
“ 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这是史料中明确记载的一代滇王，在他之前是否有
滇王存在，已无从考证了。

不可思议的古滇文明
滇国地区土地肥沃，
气候温和，
适宜人类居住，
而
且因崇峻岭与中原隔绝，
因此养育了独特的滇文化。
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中国文物考古界，有次惊
人的发现，这就是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祭器
“牛虎铜案”。这一文物的出土翻开了古滇王国文
明历史的一页。
“牛虎铜案”是滇国当年祭祀时盛放牛羊等祭
品的器具，高 43 厘米，长 76 厘米，重 17 千克，形状为
一头站立的大牛，四蹄就是案腿，前后腿间有横梁
连接，以椭圆盘口状牛背作案面。大牛腹下站着一
头小牛。大牛身后是一头猛虎，咬住牛尾，四爪抓
住大牛的后胯。大牛颈部肌肉丰满，两只巨角前
伸，给人一种头重尾轻的感觉，但其尾部铸就的猛
虎用一种后坠力使案身恢复平衡。大牛腹下横置
的小牛更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性。
滇国青铜器，无论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都显
得更加开放和富有创造性，以丰富多彩的内容、生
动活泼的表现形式、精湛的制作工艺和独特的民族
风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与中原的国之重器鼎相对应，滇国也有自己的
国之重器——铜鼓。滇国铜鼓制作精美，鼓面有太
阳纹、晕圈，装饰翔鹭；鼓身分为胴、腰、足三部分，
胴、
腰部分往往装饰羽人、
舞人、
舟船、
牛等花纹。

古滇国
“牛虎铜案
牛虎铜案”
”
。

重庆：
考古发掘廓清龟陵城结构布局
新华社重庆 6 月 30 日电 （记者 刘恩黎）记者
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获悉，涪陵区龟陵城遗址
的考古工作日前已初步完成，考古人员目前已基本
摸清龟陵城遗址的遗存类型及现状，廓清了遗址的
布局和结构。
龟陵城遗址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玉屏社区一组，
地处长江北岸上桥河与长江交汇处，东距涪陵城区
10 公里，西临上桥河。据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相
关负责人介绍，研究院于 2017 年开始对该遗址进行
考古发掘，目前已发现城墙、城门、炮台、建筑基址、
道路、排水沟、蓄水池、题记等遗存。据介绍，龟陵
城山顶内城平面呈“鱼”形，最高点为中部的王子顶
（海拔 308 米），其余区域地势较平坦，周缘现存有城
墙 885 米，东西两侧各设城门一座，环城圈内有炮台
8 座、排水沟 7 条、道路 1 条，城内有水塘 1 处、水井 1
眼、房址 3 座、建筑基址 2 处及大量礌石。

河南义马发现春秋时期墓葬群

古滇国青铜人像。
古滇国青铜人像
。
图腾崇拜在滇文化中表现得也非常强烈。滇
人崇拜蛇，认为蛇是农耕之神，认为自己是蛇的子
孙，并因此逐渐发展和形成了独特的蛇文化。从蛇
图腾的超人神力，如祭礼仪式所表现的，到震慑力，
如青铜制成的蛇头纹钺、蛇形剑鞘，一直普及到生
产、生活中的蛇头銎铲、蛇头纹叉和名目繁多的扣
饰，以及蛇纹身。他们视蛇为保护神，相信蛇神能
保佑他们战胜敌人和灾难，
驱赶邪恶和疾病。

考古学上的千古之谜
一个曾经强盛的文明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得无
影无踪？一群伟大的创造者怎么会突然就退出历
史的舞台而没留下任何线索？这些人从哪里来？
又到哪里去了？历史上真有古滇国的存在吗？
“庄蹻王滇”之后，滇国何如，并无所载。当历
史断片儿一个多世纪之后，考古工作者们再次提及
了这座久违的神秘王国。1955 年至 1960 年，考古工
作者们在滇池之滨的晋宁县石寨山发掘了战国到
西汉时期的古墓葬，一枚金质的“滇王之印”被挖了
出来，
《史记》有关汉武帝“赐滇王王印”的史实得到
了印证，
这充分说明古滇王国确实存在。
古滇国的魅力在于它的未解之谜，有关其种种
推测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感，也让学者的想象力得到
了发挥。
战争，灾害，还是阴谋？考古工作者杨凡发现，
滇王受印之后，滇国所属西南地区部族与汉王朝开
始持续冲突。但滇国的消失是否与这场冲突有关
却不得而知，后来的考古发掘也没有找到滇国被汉
军所灭的任何证据。
一些人认为，随着汉代郡县制在滇国生根，中原
官员在滇国强力推行汉地文化，
终至滇国消亡。
“融合
不可能一时便完成，
这类说辞也找不到考古和历史学
证据。
”云南省博物馆馆长马文斗对此心存疑虑。也
有学者推测，
郡县制在滇国推行之后，
汉地移民涌入，
与滇人竞争良田和水源，
直至矛盾激化，
终酿灭国之
难。滇人被迫南迁，
消失融合在南方少数民族之中。
经田野考证，如今云南哈尼族巫师的舞步，与古
滇国青铜器上展现的祭祀舞蹈惊人相似；而一些傣
族分支至今仍然盛行着与古滇国祭祀如出一辙的
鸡卜巫术。历史的真相并不十分明朗，时至今日，
古滇国至少还存在四大谜团：古滇国的都城在哪
里？谁是古滇国的主体民族？古滇国的社会性质
是什么？抚仙湖水下古城是否为神秘消失的古滇
王城？这四大千古谜团使古滇国的真面目依然神
秘。关于古滇王国的这些未解之谜，只能待考古工
作的进一步发现了。

新华社郑州 7 月 1 日电 （记者 谢江）河南省考
古团队 6 月 30 日宣布，在义马市开祥化工有限公司
厂区（原上石河村）发掘春秋时期土坑墓葬 21 座、马
坑 6 座，
出土铜、陶、玉等各类文物近 500 件。
21 座墓葬均呈长方形，
其中 20 座发现有椁有棺，
方向基本为南北向，
墓葬底部四周有熟土二层台。6
座马坑共清理出 28 具马骸，
其中 4 座马坑分别埋有 6
匹马，2 座马坑埋有 2 匹马。马头向北，侧躺摆放，马
坑内陪葬有狗，
还在 2 座马坑内出土少量铜马器。
在正在挖掘的 93 号墓椁室内，考古人员发现四
鼎四簋，以及铜方壶、铜盘等青铜礼器，椁室四周及
棺盖板发现有铜鱼、铜翣、石贝、陶珠等荒帷（俗称
棺罩）装饰，是本次发掘中级别最高、随葬品最为丰
富的一座墓。

杭州：良渚博物院重新开馆
新华社杭州 6 月 26 日电 （记者 冯源）五千年
前的良渚先民长什么样子，他们的“菜单”上有哪些
食物，他们当时使用文字吗……历经 10 个月闭馆改
陈，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博物院重新开馆，全
方位展现良渚考古新成果。
良渚博物院占地面积 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 万
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 4000 平方米。重新开馆的良
渚博物院没有改变原有建筑立厅和展厅格局，辟有
三个展厅和一个临时展厅。前三个展厅分别展示
良渚遗址的地理位置、时间序列以及古气候和环
境、一脉相承的文化谱系及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
良渚古城及其外围水利系统以及良渚文化玉礼器
系统，
临时展厅则展示了良渚遗址的保护工作。
良渚博物院于 2008 年建成开放，前身是 1994
年建成的良渚文化博物馆。良渚遗址于 1936 年首
度发现，良渚文化于 1959 年命名，而近 10 年来，良渚
考古取得了包括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系统等在
内的一系列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发现，让世
人重新看到一个存在于 5300 年前到 4300 年前的古
代王国。因此，此次改陈在全面介绍良渚文化的基
础上，
着重地展现了最新的考古成果。

甘肃西夏亥母寺遗址考古
出土大量西夏文经文残片
新华社兰州 6 月 19 日电 （记者 连振祥 王铭
禹）甘肃省武威市西夏亥母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取
得新进展，目前已经出土数万枚擦擦和大量经文残
片，
还出土了一件清朝顺治年间的纸质公文快递袋。
西夏亥母寺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甘肃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雪野介绍，目前已经从遗址中
出土了 10 万多枚擦擦。
“ 这是甘肃境内藏传佛教寺
院发现擦擦数量最多的寺院。”赵雪野说。除擦擦
外，还出土了大量的汉文、藏文、西夏文经文残片，
《新唐书》残片，
以及一些西夏文献残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