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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识玉寻踪，良渚古人的淘宝订单

4500 年前，浙江德清雷甸镇的一家工厂，收到一张订单。

买家信息不详，账号被隐去了，厂长只接到命令，要做上千件玉

锥形器和玉管。

这样的订单，对他来说稀松平常。

镇里，这个叫作中初鸣的地方，沼泽分布，水网密集，厂长开了

一家玉器制作工厂，家族生意，选料、开料、雕琢，工人每天都在生

产线上忙碌，但做的大部分都是不上档次的玉器产品。

老厂主，厂长的父亲心里有些疙瘩。

这么多年了，儿子的工厂老是接这些低档次玉器的单子，而且量

还那么大，到底是供给谁的？买家是谁？

退休前，父亲也是做玉器的顶尖工匠，家里五代人，制玉技术代

代相传。但老祖宗和他的这双手，碰的可都是精贵的玉料，行话叫透

闪石软玉，细腻、致密，用它做的产品，比如玉琮、玉钺，更是皇家

定制，是专为住在 18 公里以外的良渚王服务的，普通人无法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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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怎么现在到了儿子这一代，日子越过越粗糙了。先是工厂开到

了良渚古城外围，离王不远不近的，他也跟着儿子搬家，而且厂里接

的订单，看起来不再是皇家血统，不再高精尖。订单背后买家，是王

吗？这么大批量的货，到底要发到哪里去？

4500 年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也在想这个问

题。他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那对良渚父子的制玉工厂。

2019 年 3 月 29 日，工厂，即“浙江德清中初鸣良渚文化制玉作

坊遗址群”获 2018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奖。

对工厂的介绍如下——

是迄今为止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规模最大的制玉作

坊遗址群 ；

出土了大量制玉相关遗存资料，是目前出土玉料、玉器半成品最

多的良渚文化遗址。

这些事情，4500 年前的父子俩可从没想到。虽然他们一直对制

玉很骄傲，也希望生意越做越大，但那几天，两人忧心忡忡，各怀心

事，因为接到了这张淘宝订单。

这显然不是一家单独的工厂。

从遗址最终的定名可以看出，此地分布了好几家工厂，相当于一

个工业园区，标准说法是 ：数个制玉作坊遗存组成的作坊遗址群。它

们所在的这片区域叫中初鸣，定位显示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雷甸



134

One Dig for Five Millennium：
Liangzhu in the Eyes of an Archaeological Journalist

镇，一个叫杨墩村的地方（图 1-57）。

天下枇杷数塘栖，塘栖枇杷出杨墩。杨墩村是浙江省有名的枇

杷产区之一，枇杷皮薄，肉厚，核小。而德清本来就多水，有好多带

“漾”字的地方，比如百亩漾、半段漾、苎溪漾，雷甸镇就有个黄婆

漾，养殖业发达。

考古队员怎么就把目标锁定在这里了？

中初鸣这一区域，早年就有玉料出土的记载。民国二十一年

（1932 年）《德清县新志》卷二写道 ：“中初鸣、下初鸣、桑育高桥（即

现新安高桥），地中时掘有杂角古玉及圈环步坠等物，质坚，色多红

黄，时人谓之西土汉玉，佳者极珍贵。”

这段记载，专门归在了“物产”这一章，描述非常精确。尤其是

“杂角古玉”，方向明是慈溪人，用慈溪话念起来，就是“杂个楞登”，

不太正规的意思，颜色还有红色，和后来他们的发现吻合。

20 世纪 90 年代，此地挖鱼塘曾出土大量玉料，盗掘现象也很严

图 1-57 中初鸣遗址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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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引起了文物部门高度关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曾

在这里试掘，发现了很多玉料，推测这一区域可能存在面积较大的制

玉作坊遗址。

2007 年，良渚古城发现以后，关于良渚文化核心区的布局已经

搞得非常清楚了，这些年，考古队员的目光，移到了古城外围，以余

杭为主的 1000 平方公里范围，包括德清，可以说是良渚古城的腹地，

也是支撑我们认识良渚王国的核心区域。

刘斌和方向明同时想到了德清中初鸣，此地有戏。

2017—2018 年，为了配合良渚古城外围遗址调查，以及国家文

物局“十三五”重大专项课题“考古中国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

究——从崧泽到良渚”的开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博物馆

对中初鸣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调查、勘探和试掘。

   “时间过得太快了，两年过去了。”方向明说。

车子经过一条古河道，名西大港，不远处，指示牌显示 ：木

鱼桥。

中初鸣项目负责人方向明，执行领队、90 后塘栖姑娘朱叶菲回到

“故地”，木鱼桥遗址，2017 年考古队进行试掘的地方，如今成了葡

萄园，种了大头菜、萝卜，安安静静，鸟鸣花香。

2017 年下半年，方向明在中初鸣前前后后走了七八趟，发现了

一处盗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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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他们正在打探眼，发现一条自来水管的洞口有点奇怪，一

看，原来盗挖分子嫌玉料太小，竟然把它扔在了里面。

方向明对朱叶菲说 ：“我们下一步就在这里发掘。”

有发现的点，不止这一处。

考古队员经过调查和勘探，陆续发现和确认了木鱼桥、田板埭、

保安桥、小桥头、王家里等多处遗址点，目前已有 7 处，这些遗址点

均有玉料出土。

这就可以判断了，此地并不是单纯一个做玉器的房间或是工厂，

而是存在一处有组织有纪律有规划的“园区”，是良渚文化时期的大

规模制玉作坊遗址群，专家统称它为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总面积

达到了 100 万平方米，规模非常大，而且每家工厂都离得不远。

离木鱼桥遗址点差不多 1 公里，就到了另一个遗址点 ：保安桥。

车子一路开，小镇两边建了很多大型工业厂房，这里正在进行通

航智造小镇的建设，一个工业开发区。

鉴于中初鸣遗址的工作对良渚文化的玉料来源、玉器制作、流通

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在此前勘探的基础上，也配合通航智造小镇的

建设（基础建设开始前，需要先进行地下文物的勘探），2018 年，考

古队员选择保安桥这个点，进行正式发掘，发掘面积近 1100 平方米。

几天来连续下雨，来保安桥遗址的这天，总算出了太阳。方向

明指着北边，一条沟，呈斜坡状，就在这些不起眼的堆积里，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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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在土台周边的废弃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玉料，玉器成品、半成品、

残件等，以及少量陶器、石器。玉料数量惊人，具体包括玉料 1600

余件，玉器成品、半成品、残件 200 余件，石器 200 余件（其中加工

工具燧石、磨石 50 余件）。

这些玉料，是良渚人在做玉器的时候，从上面扔下去的。他的工

作场所就在台子上。（图 1-58 ）

考古队员在他的工作台——眼前的土台上，发现了什么？

朱叶菲说，目前土台顶部发现了 4 座墓葬，以及 1 个灰坑（你可

以看成是古人扔生活垃圾的地方），里面有少量玉料，还有一块不规

则的红烧土堆积，是房子的基础残迹。

图 1-58　中初鸣遗址保安桥台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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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台面上，初步判断至少存在房址、墓葬，良渚人在这里

工作，死后也埋在这里。

工作台的平面形状差不多是个长方形，揭露部分东西长约 23.5

米，南北宽约 20 米，面积不到 500 平方米，不算很大，海拔标高约

2.4 米，残存深度只有 40~120 厘米。

我们再看四座墓，尽管是残存的，但能反映当时的规模。方向明

说，在这个台子上工作的人，可能是小家庭制的作坊模式，人数不会

很多。

四座墓葬主要分布于土台中部偏东位置。其中一号墓（以下简称

M1）里发现了一个玉镯子（图 1-59 ），还有玉料（图 1-60）。

不要以为玉镯子只女人用，男人也戴。方向明说，这个墓，又出

土成组锥形器，一定是男人，因为出土成组锥形器，是良渚古城和周

边区域有一定身份的人的爱好。

我们把遗物摊开细数下——

图 1-59（左）　中初鸣遗址保安桥 M1 出土玉镯

图 1-60（右）　中初鸣遗址保安桥 M1 出土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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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出土随葬品 13 件，其中玉器 10 件，分别是镯 1 件，锥形器

5 件，半圆形饰 1 件，管 2 件，玉料 1 件 ；另外陶器 3 件，分别是

罐、圈足盘、鼎。

朱叶菲认为，这块墓葬出土的玉料，代表了墓主人的特殊身

份——他一定与做玉器有关。

沟的边缘和外围，还有发现，挖出了两口井，这说明什么？

方向明说，从聚落的格局上看，良渚人没有直接从台子上打一口

井，而是跑到外面去打，还说明当时的地势环境和现在有所区别，比

现在的水位还要偏低，不然就失去打井的意义了。这里尽管有沼泽堆

积，但人们还是需要清洁的用水，洗洗刷刷。

保安桥这个工厂虽然面积不大，但仅仅这一个遗址点的发现，范

围明确，布局功能清晰，就能让我们看到当时良渚人制玉的生产模式

和规模。尽管房子长什么样不知道，但一定是房子，死了也埋在这

里，而且人们扔的废弃物，在一处特别多，越到边缘废弃物也越来越

少，说明他们就在台子上工作。

看一张更直观的工厂全景复原图，你就秒懂了，来自方向明老师

的手绘。（图 1-61）

跟老厂长一样，对这张订单我们也觉得困惑。

订单要求做什么产品？

考古队员在堆积里发现的玉器成品、半成品、残件 200 多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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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只有两种产品 ：玉锥形器和玉管，还有一些零星的小坠子（图

1-62 ）。

竟然不是良渚王和贵族用的三大件琮、钺、璧，反而是小件玉器，

档次不高，类似小商品市场的水平。而且，种类如此单一，量又大。

方向明认为，这说明当时良渚人的玉器生产已经能达到高度专业

化的水平，因为做玉锥形器和做玉琮、玉璧，完全是两种技术，玉料

也有差异，需要不同专业方向的专业人士。

玉锥形器的需求量有那么大？给谁用的？

很多人对良渚人的三大件已经很熟悉了，但对不怎么好看的玉锥

形器会觉得有点陌生，我们来补充一下知识点。

图 1-61　保安桥遗址复原图 （方向明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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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　保安桥遗址出土玉锥形器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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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人一大早起来，梳妆估计要半小时以上，因为头上要插一大

堆玉饰品，主要包括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成组半圆形器、冠状饰

等等。而前三者，男性专用，通过梳、簪等多种形式插在头部。

良渚博物院的展板上有一张复原示意图，图中一个良渚男人头上

有一根根的东西，即玉锥形器，它的底部钻孔榫卯销在某一有机质载

体上。锥形器有的是光面的，有的还精心雕琢成了琮式，上面刻了良

渚神像的 logo。玉锥形器一般成组插在头上，身份越高，根数越多，

最多的 9 根、10 根，比如反山王陵里多数 9 根一组。而良渚古城西

南的文家山墓地里，等级最高的墓葬，也只是 3 根一组，身份待遇形

成鲜明对比。

玉锥形器，一用就是一大把，无论贵族还是普通人都要用，在良

渚古城及其周边，甚为流行。

方向明做过一组锥形器数量统计，我们来看看——

瑶山 12 座墓，去掉被盗的 M12，总 58 件，平均每墓 4.8 件 ；

反山 9 座墓，总 72 件，平均每墓 8 件 ；

新地里 140 座墓，总 82 件，平均每墓 0.59 件 ；

亭林 23 座墓，总 16 件，平均每墓 0.7 件 ；

上海福泉山是区域中心，30 座墓总 59 件，平均每墓 1.97 件 ；

只有江苏人不太爱用，寺墩 M3，仅 3 件。

越靠近良渚文化核心区域——王气聚集区，用得越多，“说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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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鸣生产的锥形器，具有极大的需求” 。

那么，这个订单究竟是谁拍的？货发到哪里？会不会是当时嘉兴

地区地位低端的良渚“穷人”下单的？

目前还无法确定。但方向明说 ：“我们将通过无损微量元素和同位

素测试的比对，确定产品的最终流向。”

产品的“物流”走向，尚且无法得知。那么，这次最重要的发现，

做锥形器的原料，也就是这个作坊群中发现的 1000 多件大大小小的

玉料，能不能“识玉寻踪”？

比如，这批产品的工艺，有什么特点？良渚人是怎么做玉的？

朱叶菲拿来一块玉料，其中一个切面非常平整，明显做过加工，

而且上面能清晰地看到一圈一圈波浪形的拉线痕迹。

这是线切割。（图 1-63）

做玉要开料，也就是我们说的开璞成玉。一块璞玉，玉料表面

的外皮因为长时间风化或氧化，需要去除外皮而得到内里最精华的

玉料。

良渚人做玉器开料，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线切割，用一根柔性绳子，沾上解玉砂，两只手来回拉

（解玉砂，由硬度比玉高的石英、刚玉、云母等自然矿石加工而成的

沙砾，这种沙砾具有极高的硬度和自锐性，即使碎裂成很细的颗粒也

能磨削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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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就是片切割，也叫锯切割。

这些倒不是新认识，早在考古前辈、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这一

代，就已经解决了制玉工艺的问题，牟先生在《关于史前琢玉工艺考

古学研究的一些看法》中，早已有过详细论述——他着重提出了片切

割的三种模式，以及如何观察管钻技术留下的工艺痕迹，详尽论述了

以砂为介质的间接摩擦为特征的线切割、片切割、推蹭和管钻为标志

的前砣琢玉工艺体系，彻底打破了唯砣方能琢玉的传统观念（砣，打

磨玉器的砂轮）。

中初鸣玉料的开料，以片切割为主，但让考古队员觉得蹊跷的，

是这些片切割的痕迹。

比如一块玉料，槽切到将近 5 毫米的深度，但再往下切，也不会

超过 1.4 厘米。

还有一件玉料，几个面都切了一条线，但这条线都没有超过 1.4

厘米。（图 1-64）

说明什么？

良渚文化时期，良渚人片切割开料，实际上根本切不深。

为什么？方向明认为，可能跟工具有关。

片切割的工具无非两类，一类是石刀，还有一类，就是软性的，

比如毛竹。

玉料上的微痕，跟良渚玉器是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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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上）　遗址出土玉料（带线切割痕迹）

图 1-64（下）　遗址出土玉料（带片切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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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柱状体的玉琮，尤其玉璧、玉钺，100% 是线切割，没有用

片切割。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良渚玉琮，几乎所有都是用线切割做成

的柱状体。尽管有的玉琮很高，体量很大，良渚人还是喜欢用线吭哧

吭哧来回拉。

所以，中初鸣的良渚人“接单”，不接那些大体量的玉器单子，

只做片切割深度比较浅的。

做哪些呢？锥形器、玉管、小坠子——和此地的发现吻合。

当年的老厂长很疑惑，除了这批订单的产品单一之外，玉料本身

也有问题，那些“柔润淡雅”的玉料去哪儿了？为什么儿子手里做玉

器的原料，大部分都是很普通的蛇纹石——质地要甩开好几条街啊。

这里再插入一节良渚人的玉器“小课堂”。

良渚人的玉器讲究，是身份的象征，所用玉料也有好差之分。良

渚最好的玉料，排名第一位的，叫透闪石软玉，也就是那位父亲念叨

的高级玉料，牟永抗先生把它的特点概括为“柔润淡雅”。

我们熟悉的琮王、钺王，细腻，致密，就是用它做的，颜色白花

花的，标准色叫黄白色，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鸡骨白。这个黄白色，是

当时高等级墓地随葬玉器的主流颜色。反山、瑶山墓地中的随葬玉

器，经过抽样检测，多为这类玉器，也是良渚玉器的最佳代表。

第二名，是阳起石软玉，还可以作为一味中药，胡庆余堂中药馆

里就有。它的代言人是玉璧，颜色偏绿，因为含铁量高。1938 年，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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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更先生早在《良渚》报告中，就形象地提到了这种颜色，鸭屎绿 ：

“古色盎然，以青绿色俗名鸭屎青者为主。”

第三名，就是中初鸣遗址发现的玉料了，经检测原料大部分为蛇

纹石（图 1-65）。除了蛇纹石，还发现其他少量的叶蜡石等，这是更

低端的玉料了，当时嘉兴地区穷人墓葬里的玉器，都是这种材质。

图 1-65　遗址出土条状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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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什么？

中初鸣遗址的年代，为良渚晚期，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段，蛇纹

石在良渚人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高的比例。

难道说，良渚晚期的人只能用低端玉料做玉器了？

方向明举了个例子，比如反山遗址，哪怕是王的 12 号墓，也有

手一捏就要变成粉的玉器，年代偏晚的 14 号、23 号墓，有很多拿

在手上都觉得轻飘飘的玉器，当时没有系统检测，现在怀疑就是蛇

纹石。

“我们经常说，玉在良渚人的世界中分等级，好的玉可以刻纹样、

微雕，等级高的人才可以拥有。差的玉，低端的人用。但是，高等级

的墓葬里也出这些差的玉料，证明当时并不是说你要定制好的玉，一

定都能拿到，工匠也会用蛇纹石去替代。而最穷的良渚古人，像嘉兴

地区的普通百姓，就用叶腊石来凑合了。”

良渚文化发展到晚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否发生了变化，最重要

的用玉，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资源枯竭？

疑团重重。

但有一个发现，这回可以说有了实证。

除了玉料、半成品、成品外，中初鸣遗址还发现了很多和加工玉

器有关的加工工具，比如砺石、磨石。磨石个头比较小，是手拿的 ；

砺石，相当于磨刀石。（图 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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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考古队员更有兴趣的，是它们 ：一些不起眼的小石

头，黑的，红的，拿在手里，像炒豆子那么一把，那是燧石制品和石

片，种类有雕刻器、钻头。

拿着放大镜，我们能很明显看到，一些燧石石片的刃部做过加

工，很尖锐。（图 1-67 ）

这些燧石，有两种功能，一种用来刻划玉器，方向明拿来刻过，

硬度高于玉璧。

还有一种功能，玉钺在开料前，需要用燧石先画几道槽，增加摩

擦力，否则绳子或刀容易打滑，解玉砂不一定能磨得下去。

而此前，考古队员在江苏磨盘墩、丁沙地、良渚塘山金村段、良

渚古城钟家港，都发现了燧石。中初鸣的发现，使这件事又一次得到

确认——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良渚人拿什么攻玉？

“可以明确地说，燧石是良渚琢玉的必备工具，如果没有燧石，

做玉器就无从谈起，它才是真正的‘它山之石’。”方向明说。

在考古人看来，每一片指甲盖大小的玉料，破碎不堪的，都不能

放过，那一条微痕，细枝末节，可能就是破案的关键。

朱叶菲拿起另一块玉料，一面有线切割的痕迹，另一面，粉粉碎

碎，如果用手稍微一捏就能捏成粉。

“这说明，他当时在做的时候，已经把这块料利用到极限了，没

法再割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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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6（上）　遗址出土磨石

图 1-67（下）　遗址出土燧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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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明说，还可以反映另一件重要的事。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董传万对这块玉料，有一段描述 ：表

面有比较强的反光，有些自然擦痕，蜡状光泽，肯定受到构造应力的

作用。

他的结论是 ：这块玉料来自山上（图 1-68 ）。

也就说，玉料，良渚人是直接从山上开采的。

这块料的另一边坑坑洼洼的，专业说法是——有着没有磨圆度的

玉皮。

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良渚遗址群塘山金村段制玉作坊出土的

大批玉料，却不是这样的情况。

1996 年 12 月－ 1997 年 1 月，由王明达领队，考古队员在位于

良渚遗址群北部长约 4 公里塘山金村段进行试掘，有重大发现。

方向明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 ：

12 月 20 日，T1 结束，为了与土墩地层衔接对照，决定先清理

土墩南部断面，那里灌木丛生，我亲自动用山锄，在高出水田约 70

厘米发现异样石块，可惜被我挖破了一点点，在水田里清洗后大喜过

望，原来真是玉料！连忙拍摄场景。收工时天色已晚，费国平和我一

起回吴家埠工作站，一进门我就向王老师报告意外消息，王老师也甚

喜，当晚，大酒。

2002 年 4—7 月，考古队员再次对塘山金村段进行发掘，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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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8　遗址出土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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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 余件玉石制品，发现了与制玉有关的石砌遗迹 3 处。《中国文物

报》2002 年 9 月 20 日第一版发表了王明达、方向明、徐新民、方忠

华联合署名的《良渚塘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制玉作坊》一文，认为塘

山是一处良渚先民人工修筑的防洪堤，其上的制玉作坊是利用塘山地

势较高、相对安全的条件选择的地点。

方向明在塘山金村段发现的玉料，外衣光洁，为什么？它们从山

上崩裂下来后，掉到河滩里，溪流不断滚动，毛茸茸的“外衣”消失

了，最后剩下了玉的精华部分。

而中初鸣的这一块，不可能是这种情况。

玉料上毛茸茸比较“烂”的外衣还在，证明它是“纯种”的、来

自原产地的、无添加的原生态，它就来自山上，没有经过自然搬动。

“经过自然搬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和田玉籽料，

最后剩下的都是精华，小小一颗，原来是很大的、外表很软的，滚着

滚着就是精华了。”方向明说。

所以，良渚人是怎么拿到这些玉料的？一种，是从河滩里捡的，

比如塘山金村段发现的玉料。另一种，像中初鸣发现的这种玉料，就

是从山上直接采的。

哪座山？

良渚玉器闻名天下，可是这么多年来，玉矿在哪里，也就是良渚

玉料的原产地在哪，我们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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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迹象显示，有可能来自西侧的天目山系中。

王明达等考古学者曾在良渚遗址群及其西部进行过短期考察，结

合地质构造分布图，认为天目山脉有生成玉矿的地质条件。

但是，中初鸣与原料产地有一定的距离，与周边良渚文化遗址也

有相当的间隔。

还有一些半成品，也有点特别。

比如有块半成品原来是一个成型的器物，可能是玉钺，但碎了，

良渚人没有扔掉，而是废物利用琮芯，进行再加工。

“这跟我们在塘山金村段发现的玉料情况一模一样，塘山也有很

多废的玉琮、玉璧、玉钺，当作废料来加工，这么神圣的刻着神像的

琮，照样射口被切掉，去做低端的锥形器去了。”方向明说。

总结一下 ：工厂不做玉钺，也不做玉琮，订单产品单一，产量

大，玉料来自山上，不是河滩里捡的。

那么，良渚人是怎么把玉料带到中初鸣来的？既然是山上开采来

的，又是谁给他们的？

方向明还有一件事想不通，跟中初鸣看似无关，实则有关。

在良渚文化中，几乎所有的玉器都有神像的影子，神像完全主宰

了良渚玉器，从早到晚，一直存在。

但画遍良渚玉器的他发现，神像到了最后，拐角怎么变得不圆

润了，方方正正的，这种风格的变化，会不会跟它的材料变化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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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本来椭圆画得很椭圆，‘眼角’也很圆润，弧线很美，但到最

后，线条开始变得有点傻乎乎的，我经常说有点呆板，这就很奇怪。

有人说是不是人群发生了变化，但这已经是没有答案的了，那批人群

已经找不到了。而且如果人群发生变化，陶器什么都应该有变化，不

可能只是玉器的问题。可能有多重因素，材料是一个大方面。”

未解之谜很多，但此地的意义，明确无疑——

良渚晚期用玉和获取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是良渚晚期社会发生

嬗变的征兆之一，也为正在寻找玉矿的课题组提供新启示 ；

有别于以往发现的各类各级良渚文化遗址，它是良渚文化田野考

古的新内容 ；

它是继良渚古城外围庞大的水利系统、临平茅山大面积的水田，

以及玉架山多环壕聚落的又一重要发现，丰富了良渚古城外围考古的

内容 ；它反映了远距离大规模专业生产的模式，为讨论良渚文化晚期

的社会结构、聚落模式和手工业经济模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这是一笔有“问题”的订单，却让人觉得有些兴奋，中初鸣的出

现，让我们离答案，离良渚人又更近了一步。

悬疑剧放到这里，关于这笔订单的内容，可以说已经巨细无遗。

但是，如何解开良渚人的秘密，考古人的目的，并不是解决玉料的原

料，或者什么工艺，而是这些材料背后反映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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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关键问题，很多人会问起 ：这笔看上去档次不高的订单，

跟王有没有关系？王知道吗？

换句话说，德清中初鸣的这个制玉遗址作坊群，跟良渚古城，有

什么关系？

这两年，方向明经常从杭州城西的家出发，骑车到德清，31 公里，

骑 2 个小时，对这位运动狂人来说，小菜一碟，这是从杭州到遗址最

近的路线。

而良渚古城离德清中初鸣的距离，只有 18 公里，开车半小时就

到了。

他们离王还是很近的，比茅山和玉架山都要近。

严文明先生曾在《华夏文明五千年，伟哉良渚》中说，“茅山遗

址发现的八十多亩的水稻田，很可能是良渚国的国有农场”。

有国有粮仓，有国有农场，那么中初鸣，是一个跟良渚古城有关

的国营制玉集散中心吗？

听方向明从几个角度来分析。

先说说这 18 公里的距离，跟古城有没有关系？

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赵辉说过，良渚古城

的粮仓被烧掉，这里 2.4 万斤（莫角山东），那里 40 万斤（池中寺粮

仓），可以推断古城的人口数量在 2 万人左右。于是，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的郑云飞博士推算出了当时的粮食亩产量 ：141 公斤，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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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不到。

如果是这样的亩产量，按照茅山来算的话，要 2000 到 3000 个

那样的村落（遗址）来支持良渚古城的日常运转。因为古城里的人不

劳动，不种水稻，那这 100 平方公里的范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

们的调查范围拓展到了 1000 平方公里，自然就包括了余杭的东部，

以及德清。

所以从距离上看，此地需要被王照顾到，反过来说，也需要为王

服务。

另一方面，还是刚才那个问题，这样大规模的制玉作坊遗址，原

料从哪里来？德清不产玉料，良渚人还是要跑到良渚古城所拥有的玉

矿这里来。

第三方面，来看墓葬。

保安桥遗址点发现的四个墓葬中，陶器的组合方式，就是鼎、

豆、罐、壶，这和良渚遗址群、临平的墓葬出土的陶器一模一样，属

于良渚人的标配，成组锥形器作为头饰，更是典型（图 1-69）。

但是，到了嘉兴地区就会不一样，像海宁小兜里的盉就特别多，

包括桐乡新地里，酒水器比较发达，而跑去上海看，双鼻壶就会特别

多（双鼻壶很少埋在墓里）。但中初鸣的酒水行业好像看起来不发达，

“我想喝酒肯定是喝的，可能因为离王挨得比较近，比较严格，不太

敢喝多，禁酒，否则刻玉器要眼花的” 。方向明开了个小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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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遗址，现在专业表述为良渚古城外围大型制玉作坊遗

址群，跟水坝一样，前缀也是“良渚古城外围”。

再回过头看交通环境。

方向明觉得，这里的地理位置其实蛮有意思的——近，但还不是

特别方便。

我们说此地水路发达，但这句话其实有另一层意思，虽然它靠近

现在的苕溪和京杭大运河，但水网发达，就跟摆迷魂阵一样，隐蔽性

图 1-69　中初鸣遗址保安桥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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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容易到死胡同里去。

所以，这个地方做玉器，并不是特别适合，与原料产地有一定

距离，周边也没有特别大的聚落，方向明认为种水稻也有难度，太低

洼，台面的海拔只有 2 米多。雷甸的甸，草甸子，说明此地地势低

洼，“无人机上去一拍，全是水汪荡” 。

为什么良渚人费尽心思要把制作低端玉器的工厂放到这里？

现在，我们还无法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最后确定与良渚古

城存在密切的关系，这意义的重要性就更毋庸赘述了” 。

接下来，考古队员会进一步了解这批订单产品的流通、支配，将

做大量矿物学微量元素的检测，来确定这批产品的去向，它的背后买

家，究竟是谁（图 1-70 ）。

手工业考古，就是这样烦琐，但，值得期待。

2019 年，中初鸣的调查也在继续，随着长江下游国家大课题的

开展，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区域系统调查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调查重

点将以雷甸为中心，覆盖 200 余平方公里。随着调查的开展，该区域

的面貌及其与良渚古城的关系将会越来越清晰。

记者和方向明也有以下的对话 ：

记者（以下简称记）：中初鸣重要在哪里？

方向明（以下简称方）：遗址群面积大，年代和性质明确，是迄

今为止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现的最大制玉作坊遗址群，丰富了良渚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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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考古的内容，更体现了良渚文明和良渚古国的高度发达。

记 ：做玉的群体是谁？

方 ：单一遗址规模不大，可能是小家庭式的作坊模式。

记 ：玉料怎么样 ?

方 ：玉料主要为蛇纹石玉，比较低端，山料特征鲜明，说明良渚

晚期用玉和获取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是良渚晚期社会发生嬗变的征兆

之一，也为正在寻找玉矿的课题提供新启示。

记 ：玉料来自哪里？

图 1-70　考古队员正在做墓葬清理工作



161

一小铲和五千年：考古记者眼中的良渚 第一章 那些发现

方 ：山上直接开采，目前有迹象显示，有可能来自西侧的天目山

系中。

记 ：制玉工具是什么？

方 ：燧石，可用于雕刻和剖料切割前刻划，是继江苏磨盘墩、丁

沙地、良渚塘山金村段、古城钟家港之后的再次确认，可明确为良渚

琢玉的必备工具，是真正的“他山之石”。

记 ：做哪些产品？ 

方 ：产量大，种类单一，以锥形器为主。我们将通过无损微量元

素和同位素测试的比对，确定产品的最终流向。

记 ：良渚人的制玉作坊之前也发现过，为什么确定这里是制玉作

坊遗址群？

方 ：遗址出土的大量玉料、玉器半成品、残件、少量成品和磨

石、砺石、雕刻器等加工工具，以及相关遗迹现象，是确认专业性制

玉作坊遗址的重要证据。

光说作坊，那多了去了。比如良渚古城钟家港，河道里什么都

有，有做骨器的，有做漆器的，有做玉器的，也有做石器的，我们都

说是“百工”。塘山金村段，也是玉器作坊，但规模不大，而且金村

段不排除做石器的可能性，也有可能做箭头（石镞）。而中初鸣不做

石器，也没有发现石器的半成品，以及其他类型的产品，是纯做玉

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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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是良渚文明的重要因素，发现一个制玉作坊群就极为重要，

不能因为它产品单一，低端就轻视它。发现的规模范围那么大，才叫

遗址群，进一步工作，不但要解剖麻雀那样了解每个遗址点的生产格

局，还需要总结整个群的生产模式，这对于讨论良渚文化晚期社会结

构、聚落模式和手工业经济模式非常重要。

记 ：既然找到了做低端玉器的作坊群，做高端玉器的作坊遗址群

在哪？有可能发现吗？

方 ：我觉得发现的可能性极少。透闪石软玉利用程度相当高，比

如镶嵌（粘贴）技术，有些小的玉粒，比米粒还小，还会装饰到漆器

上，也就是说，该用上的玉料都最大可能利用了，所以不可能像中初

鸣，废料、半成品就这么扔掉，被我们发现，因为材质不好，比如边

角的地方，不只是坑坑洼洼，还有气孔，那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切到

一半，就扔掉了。

但像高端的透闪石软玉，本身质地就好，外表烂的东西全部随着

河流的滚动已经掉了，剩下的已经是精华，所以会把这些皮啊什么的

全部利用起来做玉器，所以我们平时看一些玉镯子上有些凹缺，不是

有意的，而是原来玉料上就是这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琮王，下角

有一块凹缺，但还是特意刻了纹样，可见作为当时王墓的 M12，已经

最大程度利用了这块玉料，否则不会这么委曲求全。

这个制玉作坊遗址群的确认，说明良渚文化晚期，除了高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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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还存在多种经济形式，可能还存在不同经济模式，这预示着

重大的社会变革。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是良渚文明和良渚古国高

度发达的重要体现。

（原标题 ：《“良渚玉”出征 2018 全国十大考古终评，现场 16 分钟的

演示，我们细细讲给你听——这是一份良渚古人的淘宝订单》，2019-03-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