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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Introduction

文明和国家起源，是与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并列的世界考古三

大战略性研究课题。从 1996—2000 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到 2001—

2015 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大国家战略性课题的展开，显示

了国家层面对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重视，也都取得了丰富的阶段性

成果。作为“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三大都邑性聚落综合研究”的重要

组成部分，良渚古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考古发现是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基础，而我们对良渚社会的认

识也是在 80 余年来的考古工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的。

1936 年施昕更最早发现良渚遗址时，学术界认为这只是山东龙

山文化向南传播的一支。1959 年夏鼐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并成为

学术界普遍的共识。但由于考古资料有限，当时学术界并未过多讨论

良渚文化所处的社会阶段。



002

China and  World in Liangzhu Era  

1973 年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首次发现了随葬玉琮、玉璧的良

渚文化的大墓，从此，以前被当作周汉时期制品的良渚玉器才得到了

正确认识。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江苏张陵山、寺墩，上海

福泉山，尤其是浙江反山、瑶山陆续发现的良渚文化高等级墓葬，使

我们认识到良渚社会分化的程度已经达到比较高的阶段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末莫角山大型台地遗址的发现及对“良渚遗址群”的探索 a，

使良渚遗址的范围扩大到了 42 平方千米，学术界普遍认识到良渚社

会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文明社会 b。

2004 年，国家 " 十五 " 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

正式启动，良渚遗址的考古成了探源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2005 年

我国设立了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良渚遗址作为全国 100 处重点大遗

址之一被列入保护项目库。

2006—2007 年发现了围绕莫角山的良渚古城，随后积极展开持

a　王明达：《“良渚”遗址群概述》，余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良渚文化》，

1987 年 12 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 年。

b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

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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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勘探工作，良渚考古进入都邑考古的新阶段。

2009—2013 年，完成城内外 10.8 平方千米的全覆盖式勘探，确认了

良渚古城城址区包括宫殿区、内城、外城三重，占地 6.3 平方千米。

2009—2015 年，通过调查和试掘，确认了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使良渚遗址的范围扩大到了约 100 平方千米。2016—2018 年对莫角

山宫殿区、钟家港古河道、姜家山贵族墓地、池中寺台地等进行了大

规模发掘，对城内的功能分区和格局有了明确的认识。

基于十余年的最新考古成果，可知无论从其宏大的规模，还是

从城市体系的复杂性及其建筑的工程量等，良渚古城都不亚于同时期

的古埃及、苏美尔和哈拉帕文明 ；高等级的墓葬与玉礼器的发现也证

实了良渚时期已经存在森严的社会等级，甚至已经出现了统一的神灵

信仰。如今学术界已普遍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和早期国家社

会 a。

a　赵辉：《良渚的国家形态》，《中国文化遗产》，2017 年 3 期。Colin 

Renfrew，Bin Liu，“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society in China: the case of 

Liangzhu”, Antiquity，92，364 (2018): 975-990. 科林·伦福儒、刘斌：《中

国复杂社会的出现：以良渚为例》，陈明辉、朱叶菲、宋姝、姬翔、连蕙茹译，《南

方文物》，2018 年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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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国

内外考古界对这两个概念一直没有达成比较一致的认识，为了更好地

认识良渚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必要对此进行一些辨析。

什么是文明？

考古学意义的文化和文明，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是

物质文化的集合，广义的文化则包括了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所显示的

经济、社会、精神等多个层面。文明一般被认为是文化的高级形态，

常常在物质文化中有强烈的显现，如出现城址、王陵、宫殿、神庙、

礼器等，这是文明的狭义概念 ；广义的文明则包括城址、王陵、宫

殿、神庙、礼器等“高等级”的物质文化现象及其背后所展现出的经

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深层次的内涵。

文明常常被学者用来表示社会进步的状态，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

物包括摩尔根、恩格斯、柴尔德，以及国内的著名考古学前辈夏鼐、

苏秉琦等。在他们看来，文明往往是国家的同义词。1877 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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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摩尔根依据生活资料、政治、语言、家族、宗教、居住方式

和建筑、财产等标准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

会，摩尔根以“文明”来表示社会进化的最高状态 a。恩格斯完全继承

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b。考古学家柴尔德发展

了摩尔根和恩格斯的学说，并将其运用到考古学阐释中，他于 1944

年将文明定义为“专用于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群……城市不仅必须有一

定的规模，还要容纳至少一定数量不直接从渔猎或农业而是从次要的

产业、贸易和其他职业获得生计的少数人口”c。1950 年，柴尔德根据

古埃及、苏美尔、哈拉帕文明的相关考古资料，系统阐述了城市革命

的理论，归纳了城市（在柴尔德看来，城市可以作为文明的同义词）

的十项标准 d ：庞大的人口数量，一般为数千到数万人 ；尽管大多数居

民仍然是农民，但已经出现社会分工和手工业专门化 ；剩余财富交由

a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新译本），杨东莼等译，中央编译

出版社，2007 年，原书于 1877 年出版。

b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年，原

著作于 1884 年出版。

c　柴尔德：《考古学与社会进步》，潘艳译，《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

上海三联书店，2008 年，原文发表于 1944 年。

d　柴尔德：《城市革命》，陈洪波译，《考古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

年。原文发表于 19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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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祇或国王控制 ；存在规模巨大的神庙一类的纪念性公共建筑，并往

往附有大型粮仓 ；社会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祭司以神的名义

操办礼仪，也掌管财产，王出现并作为民事管理者和军事首领 ；采用

文字系统和数字符号 ；精确、预测性科学产生，如代数、几何学、天

文学等 ；艺术专门化，出现专职的雕塑家、画家或印章雕刻家 ；存在

经常的对外贸易，包括奢侈品和工业原料，用于工业生产或礼仪活

动 ；出现地缘而非血缘的国家组织。柴尔德对文明的定义及城市（文

明）的十标准论在国际考古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明的社会学内涵实际上可包括在上文所说的广义的文明概念

之中，文明与文明社会实际上应该被视为两个概念，一个属文化学范

畴，另一个则应归入社会学范畴。文明是一种高级的文化现象，而文

明社会是出现了这些高级的文化现象的比较高层次的社会。

关于文明的标准问题，柴尔德的十标准说是比较全面的，基本

上已经囊括了文明的各个层面的内涵。也有学者提出更简化的三标准

说，比如 1958 年，克拉克洪在近东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文

明社会必须满足以下三项中的两项 ：有 5000 以上居民的城市、文

字、复杂的礼仪中心。这一观点被丹尼尔采纳，并通过其 1970 年出

版的《最初的文明 ：文明起源的考古学》广为流传，产生了很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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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a。1984 年，夏鼐作为当时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率先对文明的

定义和判断标准进行了阐述，他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用‘文明’

一词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

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

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

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

（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中的

这些标志以文字最为重要” b。夏鼐根据殷墟的考古情况，提取出都市、

文字、青铜器这三个文明的一般性特点，并根据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

文化的考古新成果，将中国文明的起源上推至二里岗文化乃至二里头

晚期。夏鼐的三标准说与克拉克的三标准说有相似之处，但他根据殷

墟等国内的考古成果，用青铜器替代了仪式中心。夏鼐的文明研究成

果在国内引发了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其关于文明的三标准说也产生

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a　Glyn Daniel, The First Civilizations, The 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 , 

Thomas Y. Crowell Co., 1970。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b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华书局，2009 年。该书是 1983 年夏鼐在

日本的三次演讲集，1984 年以日文出版，最早的中文版于 1985 年由文物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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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张忠培等学者在夏鼐的基础上，将文明提早到以红山文

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 5000 年以前。苏秉琦指出，“中国早在 5000

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

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 1000 年” a，张忠培也论述了

公元前 3300—前 3200 年，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

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从父权家族的产生、社会分工与分化、聚落的

分化、王权和神权的确立等方面论证当时以上几个区域已经跨入“文

明门槛” b。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相关考古学材料的

证实。

关于文明的定义、相关标准的讨论以及国内外学者对良渚文明

的定性，为我们归纳东亚文明的特质和标准奠定了基础。研究文明的

道路可以归纳为“从文化到文明”，首先，从狭义的文化到狭义的文

明，即从物质文化研究出发，探讨房址、墓葬、仪式场所、身份标志

物等从简单向高级发展的历程，归纳文明形成的各种物质表象 ；在探

a　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 版于

1997 年在香港出版。

b　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考古、文明与历史》，台湾“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汉学讲座 1997 年，福元印刷事业有限公司，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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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某一地区是否进入文明时，还要充分地整体把握区域文化的各种内

涵，以及区域之间文化的互动和交往。由于文明模式的不同，有些文

明在物质表现方面是显性的，有些文明则是隐性的，或者某一文明在

一些方面是显性的，在另一些方面则是隐性的，如果片面地强调物质

表现，很可能会得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文明起源研究的难点在

于透过物质文化，通过经济考古学、社会考古学、政治考古学、认知

考古学等多种手段去探讨文明的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

的深刻内涵，从而形成广义的文明认识。

综合各家所述，笔者认为符合以下大部分标准的文化都可称为

文明 ：城市及城乡分野出现，聚落分化为至少两个等级 ；人口至少达

到数千，甚至数万 ；宫殿区建筑或大型宫殿建筑的确认 ；存在大规模

神庙或仪式中心 ；财富的高度集中，如大型粮仓的集中出现 ；墓葬可

划分为多个等级，有独立的贵族墓地，社会分化为至少两个阶层 ；有

文字或成熟记录系统 ；艺术专门化，象征权力和宗教的艺术品出现并

被权贵阶层垄断 ；技术进步，科学产生，如工程技术、数学、天文学

等 ；农业经济发达，农业（包括种植业和畜牧业）在生计中占据主要

地位，社会分工显著，手工业专门化，贸易等经济活动活跃 ；保持较

持续的稳定性，与周边文化或文明存在广泛的交流。



010

China and  World in Liangzhu Era  

什么是国家？

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学概念，表示有一定疆域和人口，产生

了政府、法律、军队等，有复杂的阶层划分的一种复杂社会。国家与

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时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讲，进入

国家阶段则必然已处于文明社会，但是进入文明社会还不一定进入国

家阶段。而在史前考古学领域，判断一个复杂社会是否进入国家阶段

并非易事，需要在遗存考察已经比较全面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理论

探索。

1877 年，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国家是“以地域和

财产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社会 a。恩格斯于 1884 年出版了《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书中对国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国家绝

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

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

a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

原书于 1877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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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

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这便是国家”，国家有两大特点，按地区划分国民和公共权力的设

立 a。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进化的学说后来被归纳为原始社会（氏

族前、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

本主义社会）和无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前后

发展的社会阶段 b。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人类学家塞维斯等提出了游群、部落、

酋邦、国家的直线发展模式 c。大致同时，政治人类学家弗里德提出了

社会分层的理论，即平等社会、等级社会、阶层社会和国家社会这四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b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 年，转引自张忠培：

《简论良渚文化的几个问题》，《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c　M.D. Sahlins, and E.R.Service, eds., Evolution and Cultu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0. E.R.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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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具有先后演化关系的社会类型 a。二者的理论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

广泛的影响并引发了讨论，很快就被考古学家应用到了考古学领域。

人类学家克莱森最早阐述了早期国家这一概念，早期国家是介于

非国家组织和成熟国家之间的社会形式，“是一种有着三个层次（国

家、地区和地方层次）的权力集中起来的社会政治组织。它的主要目

的在于调控社会关系……至少分成了两个基本的阶层……也即统治阶

级和被统治阶级。这两个阶层或者阶级之间的特征是，前者实施政治

控制，后者缴纳赋税。早期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共同的意识形态，这

又是以互惠为基本原则的” b。他认为早期国家的产生有四个必要条

a　M.H.,Fried,“O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State”, in S. 

Diamonds ed., Culture in History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713-731. M.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 New York：Random 

House, 1967. 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年。

b　H.J .M. Claessen,P. Skalnik, ed. ,The Early State , The Hague:Moutor 

Publishers，1978，p.642. 克莱森：《从临时首领到最高酋长》，郭子林译，《历

史研究》，2012 年 5 期。克赖森：《关于早期国家的早期研究》，胡磊译、莫方校，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6 年，第 12 期。克赖森：《国

家起源的方式与原有》，胡磊译、莫方校，《怀化学院学报》第 26 卷，第 3 期，

200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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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 必须有足够数量的人口形成一种复杂分层的社会，人口至少在

5000 以上 ；2. 必须控制特定的领土 ；3. 必须有一种生产制度和合法

化的等级管理组织，足以保证剩余产品生产以供养专业人士、特权人

群和不从事生产活动的人 ；4. 必须存在一种解释社会—政治不平等现

象的意识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国家和复杂酋邦对于人类学家而言，也是不

容易加以区分的。

苏秉琦是国内较早系统阐述国家起源的学者，他于 1985 年提出

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

国（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三历程说，随后提出古

国（“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

式的原始国家，如红山文化）—方国（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

国家，是产生大国的时代，距今四千年前后开始进入方国阶段，包括

良渚、夏家店下层和夏商周）—帝国（秦汉帝国）的三部曲说 a。王震

中提出邦国—王国—帝国的国家形态三阶段说，其中都邑邦国阶段包

a　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年。



014

China and  World in Liangzhu Era  

括了良渚、陶寺 a。张忠培在对文明和国家的形成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

和研究后，提出了神王之国（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王国—帝国—党

国的发展序列，这一思想被归纳为“国家论”b。李伯谦发展了苏秉琦

的学说，提出东山村已进入古国阶段，良渚、陶寺和夏商周进入王国

阶段，分别代表王国发展的两个阶段，秦汉开始正式进入帝国阶段，

并提出了中原模式和神权模式这两种不同的文明模式 c。

以上讨论显示出国内考古学界对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一般道路和

不同模式的努力，已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形成了不少共识。关于史前

的早期国家的研究是社会学和政治学范畴，通过考古学所揭示的物质

文化来探讨早期国家的起源确实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在没有发

现或破译文字的情况下，许多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对国家的定义，诸

如领土控制、政治管理、再分配、法律等要素都很难直接从物质遗存

中推导出来。因此，对早期国家的研究需要从物质文化来研究社会和

a　王震中：《邦国、王国与帝国》，《河南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王震中：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

b　叶叔华：《20 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之张忠培词条（高蒙河

撰写），科学出版社，2012 年。

c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化历程的启示》，《人民日报》，2015 年 3 月 6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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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理论与方法。

笔者在柴尔德十标准论和弗里德的社会分层理论基础上，认为

在距今一万年至距今四五千年期间，史前社会的演变普遍可分为四个

阶段，即平等村落—分化社会—阶层社会—早期国家。平等村落阶

段，出现定居或半定居村落，未出现中心聚落，村落呈散点状，相互

之间不存在统属关系，村落内部也无社会分化现象。分化社会则出现

了中心聚落，聚落至少可分两级，从墓葬等考古材料可知已存在社会

分化现象，出现若干等级明显较高的墓葬，这是最早的不平等社会的

标志。阶层社会是分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聚落一般分化为两三个等

级，往往出现超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独立的贵族墓地、复杂的仪

式中心、大型的房屋建筑等。早期国家的出现存在以下几个条件 ：聚

落一般可分为四个等级，作为国家中心的都邑性城址规模庞大，存在

宫殿区或大型宫殿建筑和大规模神庙或仪式中心 ；人口一般可达数

万，社会一般可分为四个阶层 ；经济，尤其是农业比较发达，财富集

中于特权人群，剩余产品足以供养专业人士、特权人群和不从事生产

活动的人 ；艺术专门化，象征权力和宗教的艺术品出现并被独占 ；出

现文字或成熟的记录系统 ；物质文化具有明显的整合性和扩张性，显

示出一定的领土范围 ；出现一主多神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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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 5000 年的中国与世界

一般理解的旧大陆四大古老文明是指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

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黄河流域的中原

文明。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苏美尔文明最早形成，古埃及文明其

次，哈拉帕文明再次，中华文明最晚，但都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先后

形成。

从文明之间的交往及物质文化的相似程度来看，旧大陆的文明总

体上应分为以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哈拉帕文明为中心的西亚文

明圈，及以中原文明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圈。

距今 7000 年前，不管是从区位还是从发展程度看，两河流域均

处于西亚文明圈的中心位置，是这一时期的文化高地，它分别向尼罗

河流域、印度河流域输出大量的文化因素。距今 5000 年前后，陆续

形成了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哈拉帕文明三个各具特色但又共享

许多文化因素的古文明，其互相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和贸易往来，居

民均以小麦、大麦作为主食，家畜中都有绵羊、山羊、牛、猪、狗

等，肉食来源多样，泥砖建筑普遍，有了青铜冶炼技术，同时金银器

也逐渐普及，宗教、贸易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

西亚文明圈的影响下，同时期的安纳托利亚高原、爱琴海地区、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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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努比亚地区、伊朗高原、中亚等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复杂社会。

中国考古学家经过了近 90 年的探索和研究，已经基本上构建了

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揭示出了多个三代之前的、距今 5000

年前后的史前文明，如良渚、屈家岭、大汶口等。9000 年以来，中原

地区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东亚的文化高地和文明核心，中原和周边的

互动是史前区域文明形成的基础。东亚地区是以中原文明为代表的东

亚文明圈。东亚地区的居民以粟黍和水稻作为主食，家畜以猪、狗为

主，土木建筑是主要的建筑形式，铜器使用较少，金银器尚未使用，

玉器是主要的文明载体，贸易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还有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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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苏美尔文明

乌鲁克晚期（距今约 5350—5100 年）和捷姆迭特那斯尔时期（距

今约 5100—4900 年）均出现了原始楔形文字，但内容多为经济管理

文献和辞书，信息简略，或称为“原始文字时期”a。

早王朝时期（距今 4900—4350 年）则开始出现英雄史诗一类的

文本，提供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早王朝时期距今 4900—4350 年，又

可分为三期，一期距今 4900—4750 年，二期距今 4750—4600 年，

三期距今 4600—4350 年（三期可以距今 4500 年为界细分为早晚

两段）。

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从乌鲁克晚期到早王朝时期是进入早期国

家和成熟文明的时代，因此不妨将二者放到一块来进行讨论。本书暂

用早王朝时代来统称，将其分为乌鲁克晚期—捷姆迭特那斯尔时期和

早王朝时期两个阶段。

a　Seton Lloyad：《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杨建华译，文物出版社，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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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乌鲁克晚期到捷姆迭特那斯尔

乌鲁克晚期农业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这一时期，泥板文

书和圆筒印章上可见到犁的形象，说明当时已进入犁耕农业阶段，与

此相适应，出现了数百米长的长条田块，配套有复杂的灌溉系统，畜

力也被用于牵拉犁和脱粒器，灌溉农业和牲畜饲养是最主要的生计来

源 a。同时首次出现了金质装饰品等贵金属产品，有时被用于装饰神

庙，成为祭司和贵族显示身份地位的重要遗物。在乌鲁克遗址捷姆迭

特那斯尔时期的神庙区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使用失蜡法制作的小型狮

子像、装饰小牛像的别针，并发现了金属矿堆等遗存 b，说明这时金属

制造技术已经比较发达，而且是被神庙所控制。乌鲁克晚期开始出现

的圆筒印章是手工业专门化和贸易活动强化的标志，这类印章往往用

产自美索不达米亚以外的美石制作而成，是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物，

印章上的各种题材的图案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生产生活、社会等级、

宗教信仰提供了直观的资料。

乌鲁克晚期开始，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本地化趋势日益明显，乌

a　Mario Liverani, Uruk: The First City , Equinox Publishing Ltd. 2006.

b　哈里特·克劳福德：《神秘的苏美尔人》，张文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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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克晚期的圆筒印章

（引自布朗《苏美尔 ：伊甸园的城市》）

捷姆迭特那斯尔时期的圆筒印章

（引自李建群《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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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克文化的影响逐渐消失。乌鲁克晚期的原始文献中出现了“迪尔蒙”

一词，一般认为“迪尔蒙”位于波斯湾沿岸巴林地区，捷姆迭特那斯

尔时期的苏美尔人加强了与这一地区的贸易联系和文化往来，从巴林

甚至更南部的阿曼都能见到捷姆迭特那斯尔时期的典型陶器，这可能

与苏美尔地区对阿曼的铜矿的需要有关 a。

乌鲁克晚期的乌鲁克遗址扩大到 100 万平方米，是乌鲁克时代最

大的遗址之一，形成乡（0.1 万—6 万平方米）、镇（6 万—25 万平方

米）、城（50 万平方米以上）、都（100 万平方米以上）四级聚落结构，

其中乌鲁克遗址是唯一的都邑级别的聚落，周边分布有 100 余个面积

1 万至 20 万平方米的遗址 b。

乌鲁克晚期的神庙在原有神庙的基础上扩建，使神庙的台基越来

越高，神庙本身的建筑结构日益复杂。从乌鲁克文化较晚阶段开始，

a　Mark Samuel, From Egypt to Mesopotamia: A Study of Predynastic Trade 

Routes Studies in Nautical Archaeology , Texas A&X University Press. 1997.

b　哈里特·克劳福德：《神秘的苏美尔人》，张文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

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到城邦国家》，文物出版社，2014 年。查尔斯·海

曼：《古代文明的比较考古学研究》，《首届世界考古论坛会志》，科学出版社，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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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钉组成的马赛克装饰被广泛应用到神庙建筑上，并以金、铜嵌板装

饰神庙。神庙是城市的核心，是宗教中心、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乌

鲁克遗址埃安娜神庙区清理出了 6 个不同时期的神庙建筑，其中属乌

鲁克晚期的 4C、4B、4A 层神庙规模最大、保存最好，4C 层柱廊神

庙的泥砖列柱直径达 2.62 米，外表是以泥钉组合成的马赛克图案，最

晚阶段 4A 层的 D 庙和 C 庙面积分别达 4400 平方米和 1188 平方米。

捷姆迭特那斯尔时期，乌鲁克遗址再次重建了已经废弃的埃安娜

神庙，在其西部又兴建了相对周边高 11 米的祭祀苏美尔主神之一安

乌鲁克城址的总体格局

（引自拱玉书《西亚考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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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克遗址埃安娜庙区神庙序列（引自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及

哈里特·克劳福德《神秘的苏美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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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的神庙区。在捷姆迭特那斯尔地层内出土了一个著名的石膏瓶，高

105 厘米、口径 31 厘米，共有三行浮雕画面，其中埃安娜女神及向

她进献贡品的祭司（身着长袍）位于画面最高处，其下为搬运祭品的

裸体人群，最下一行是一排羊和一排枣椰或大麦等植物。这个石膏瓶

的画面体现了明确的等级分化，神灵处于最中心的地位，而为神灵服

务的祭司阶层则在现实生活中处于社会顶层 ；处于第二等级的是搬运

贡品的裸体人群 ；生产粮食和畜养牲畜的农牧民则属于最低等级。乌

鲁克晚期至捷姆迭特那斯尔时期与王有关的世俗主题较为少见，王的

形象在早王朝之前并不彰显，也没有发现王墓。在苏美尔文明中，王

一开始似乎只是神庙在世俗世界的代理人，是跟祭司阶层一样为神灵

乌鲁克遗址安努神庙

（引自杨建华《两河流域 ：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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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即使在早王朝甚至更晚的时期，一些图像资料仍显示建筑神

庙是王的重要义务。这与同时期的古埃及零王朝和早王朝有着本质的

区别，在古埃及浮雕画面中，国王毫无疑问占据画面的中心，而神灵

作为国王的保护神处于从属地位。这个石膏瓶同时也充分证实了贡赋

的存在，以及神庙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祭司阶层在神的号召下，获

取剩余产品，聚敛财富。

乌鲁克晚期文化还发明了文字。在乌鲁克遗址共发现约 5000 块

公元前 5000 年前后的象形文字泥板，这些象形文字是楔形文字的前

乌鲁克遗址出土石膏瓶

（左 ：引自拱玉书《西亚考古史》，右 ：引自杨建华《两河流域 ：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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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可称为原始楔形文字，其中少部分属乌鲁克晚期（包含 700 多

个符号），大多数属捷姆迭特那斯尔时期。这一阶段还缺乏表音文字，

均为表意符号，其中 85％以上都属于与经济有关的经济文书，同时也

发现 600 多块泥板记录了人表、职官表、牛表等内容，是当时的教科

书文本（也被称为辞书）a。

美索不达米亚与尼罗河流域的文化交流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和

a　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乌鲁克出土祭司像

（引自布朗《苏美尔 ：伊甸园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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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讨论的话题。在中石器时代和前陶新石器时代，古埃及的社会发

展程度远远不如新月沃地和美索不达米亚，到距今 6000—5600 年的

涅伽达一期才开始逐步赶上苏美尔地区。甚至一些乌鲁克文化的典型

陶器（如带流瓶）也在公元前 3300 年前后出现在了尼罗河流域，说

明了当时二者之间已经有直接的、深入的文化交流。更晚些时，乌鲁

克晚期至捷姆迭特那斯尔时期的圆筒印章以及印章、壁画、浮雕图像

上许多艺术形象如大人物与两神兽、长颈兽、船等被古埃及人所借鉴

或使用。

乌鲁克晚期的泥板文书

（引自布朗《苏美尔 ：伊甸园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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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王朝时期

早王朝时期农业进一步发展，这时期更有效率的石镰取代了欧贝

德时代和乌鲁克时代常用的陶镰，铜镰的使用频率也增加了。到早王

朝三期，一个圆筒印章上出现了双畜牵拉的犁耕图像，这表明此时牲

捷姆迭特那斯尔至阿卡德时期的主要陶器组合

（引自杨建华《两河流域 ：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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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饲养应已相当发达，饲养动物种类有山羊、绵羊、牛以及猪、鸭、

鹅等 a。苏美尔地区取代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成为新的金属制造业中心，

苏美尔人利用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波斯湾地区得到的铜矿和金银

矿，制作出武器、工具、装饰品、容器等种类丰富的金属制品，并熟

练掌握了合金技术、铸造法、锻造法、镂雕、浮雕、线雕、微雕、镶

嵌等多种工艺。早王朝时期青铜铸造工艺达到高峰，可铸造真人大小

a　哈里特·克劳福德：《神秘的苏美尔人》，张文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

早王朝三期圆筒印章上的犁耕形象

（引自哈里特·克劳福德《神秘的苏美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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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像及仅 7 厘米高的微型驴车。农业的发展及以金属制造业为代表

的手工业的进步使苏美尔地区的对外贸易更加繁荣，贸易网络更为完

善。当时苏美尔人除了与叙利亚、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以及波

斯湾等继续有着直接的贸易往来外 a，同时还与距离分别达 1700 千米

和 2500 千米的古埃及文明和哈拉帕文明建立了直接联系 b。

各城邦都建有神庙（多为高耸的塔庙），神庙有的用壁画、镶嵌

饰带等装饰，每个城邦都有各自的主神或保护神。尼普尔成为相对独

立的宗教圣城，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是苏美尔主神之一恩利尔的祭

祀中心，其地位类似于欧贝德至乌鲁克时代的埃利都。但总体上这一

时期的神庙材料不多，不妨以苏美尔时代之后乌尔第三王朝的乌尔金

字形塔庙为例加以说明。乌尔金字形塔庙是在原先的遗址台墩上建立

起来的三层式塔庙，内芯为泥砖砌筑，外表贴砌烧砖，其中第一层台

基规格为 62.5 米 ×43 米，高 11 米，第二级和第三级台基又分别抬高

5 米和 2.9 米，复原总高度约 19 米。

a　哈里特·克劳福德：《神秘的苏美尔人》，张文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

b　此距离分别指苏美尔地区取道黎凡特到达尼罗河三角洲的距离，以及取道波

斯湾到达印度河河口的距离，文献和考古证据显示海湾地区至巴基斯坦俾路支斯

坦是苏美尔文明和哈拉帕文明进行贸易和交流的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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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王朝时期圆筒印章上修筑金字形神塔的图案

（上，引自哈里特·克劳福德《神秘的苏美尔人》）及复原保护后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金字形神

塔（下，引自李建群《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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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美尔神话可知，苏美尔的神可分为三个不同等级，其中天空

之神安努、大气之神恩利尔、水神恩奇是三位主神，第二等级神灵有

太阳神乌图、月神南那、爱与战争之神埃安娜等，第三等级神灵有野

生动物之神宁吉尔苏等 a。早王朝一期只有神庙，二、三期开始出现类

似宫殿的大型公共建筑（基什、埃利都），国王（铭文称为卢伽尔）也

成为土地的拥有者，从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城邦间的战争中发挥

着核心作用，王位的世袭渐成定制，这些都反映了世俗王权正在日益

强化，但国王的权力仍受限于祭司阶层和公民大会，尚不具备绝对权

力，国王同时也需要履行许多的宗教义务，流传下来的许多早期楔形

文字文献（乌尔第三王朝的《乌尔纳木法典》和《里皮特·伊丝塔尔

法典》）无不宣扬君权神授的观念 b。更晚的阿卡德帝国和乌尔第三帝

国时期，开始有少数国王自称为神，从而真正达到王权、军权、神权

和财权的垄断。

a　戴尔·布朗：《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王淑芳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

李海峰：《古代近东文明：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波斯等古文明探析》，科学

出版社，2014 年。芭芭拉·A. 萨默维尔：《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诸帝国》，李红燕译，

商务印书馆，2015 年。

b　苏珊·鲍尔：《古代世界史：从苏美尔王表从天而降到古罗马帝国慢慢衰亡》，

李盼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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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普尔埃安娜神庙出土的埃安娜雕像

（引自布朗《苏美尔 ：伊甸园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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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王朝时期的遗址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数量众多、分布密集，总

数达 1659 个。距今 5000 年前后，乌鲁克修建了规模巨大的城墙，

城市面积达 550 万平方米 a，据估计其内居住有 4 万人口，是早王朝时

期影响力最大的城邦。除乌鲁克外，苏美尔地区先后兴起 30 余个城

邦，包括记载在《苏美尔王表》中获得过王权的法拉、基什、乌尔、

哈马奇、阿达布、阿克沙克，王表中未记载但实际称霸的拉伽什，其

他重要遗址还有位于迪亚拉地区的阿斯玛尔、海法吉、阿格拉卜，位

于阿卡德地区的捷姆迭特那斯尔、欧盖尔、尼普尔、阿布萨拉比赫，

位于苏美尔地区的拉尔萨、埃利都、欧贝德、舒尔伽、泰洛赫、温马

等。多个遗址往往组成一个以核心遗址为中心的城邦，它们之间为争

夺霸权和资源常常发生战争，胜利者往往成为霸主，建立王朝。

在乌尔、基什、欧贝德等遗址均发现了早王朝时期的墓葬，尤以

乌尔遗址（早王朝晚期早段的重要城址，面积 50 万平方米）最为丰

富和重要，墓葬多为单人屈肢葬，以土坑墓为主，同时也开始出现泥

砖砌筑的穹隆顶墓。乌尔遗址中捷姆迭特那斯尔时期至早王朝一、二

期的墓葬材料显示随葬品丰富的大墓集中分布的现象，随葬品有石

a　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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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早王朝时期主要城邦分布图

（引自哈里特·克劳福德《神秘的苏美尔人》）



040

China and  World in Liangzhu Era  

乌尔城址平面图及城内核心区航拍

（左 ：引自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右引自布朗《苏美尔 ：

伊甸园的城市》）

乌尔城址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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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城址发掘场景

（引自布朗《苏美尔 ：伊甸园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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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金属制品、宝石质装饰品等。该遗址更为重要的发现是早王朝

三期至阿卡德时期的 1850 座墓葬，其中 400 座明确属早王朝三期早

段，年代约在公元前 2600—2500 年，其中心位置是有 16 座带墓道

的砖石砌筑的穹隆顶大墓，既有男性墓又有女性墓，大墓墓群周围围

绕着大量同时期的墓葬。这些墓葬包括 M789、M800（王后普安比之

墓）、M1237（殉葬达 74 人）、M1050（阿卡拉木都之墓）等，出土

了大量极其精美的金银铜制品，如被称为“军旗”的嵌板、公牛头竖

琴、公牛像、剑、头盔和各种容器，还常见殉人、殉牛车的现象。这

个墓地还发现专门埋葬士兵的墓，共 96 座，均为男性，随葬青铜剑、

斧、矛等武器及少量陶器，结合乌尔军旗上的步兵和骑兵形象，都说

明当时不仅存在战士阶层，而且出现不同的军种。此外，还在乌尔遗

址上发现了乌尔第三王朝国王舒尔吉和阿玛尔·辛等人的墓葬 a。

《吉尔伽美什与阿伽》史诗记载了早王朝三期早段的一段历史，

史诗中称赞道 ：“乌鲁克，众神的作坊，埃安那，从天而降的庙堂，诸

神塑造了它们的形状。它（乌鲁克）的雄伟城墙，似晨雾，接地连天，

a　哈里特·克劳福德：《神秘的苏美尔人》，张文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

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到城邦国家》，文物出版社，2014 年。戴尔·布

朗：《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王淑芳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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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王陵殉葬示意图（引自布朗《苏美尔 ：伊甸园的城市》）

乌尔王陵出土金银器（引自拱玉书《西亚考古史》）

乌尔王陵位置图（上左）

金质头盔及短剑（下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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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王陵出土头饰项饰（引自拱玉书《西亚考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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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王陵出土山羊和生命树（引自李建群《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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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王陵出土的镶嵌版画，又称乌尔军旗

（引自拱玉书《西亚考古史》）



047

良渚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第一章 苏美尔文明

乌尔王陵出土的竖琴

（引自布朗《苏美尔 ：伊甸园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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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崇高住所，是安努神所建。这里的一切都由你掌管，你是英雄的

国王，你是安神宠爱的魁梧高大的男子汉。他（信使）到来后你为何

如此胆怯？”这段话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乌鲁克城的宏大及神权与王权

之间紧密的关系。

乌尔王陵普安比王后墓出土的马车复原图

（引自布朗《苏美尔 ：伊甸园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