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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代始年为公元前 2070

年，瓦店祭祀遗存的使用年代为距今4000年左右，已

进入夏代的纪年范围，为夏代早期的祭祀遗存。该成

果揭露了大型祭祀遗迹的全貌，让夏代早期的祭祀情

景“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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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笔记

近日，新版《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

集》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将于 2023 年 8 月

1日正式实施。

这一标准首次发布于 2000 年，在 2005

年进行过一次修订。作为中文信息技术

领域最重要的基础性标准，《信息技术 中

文编码字符集》对我国中文信息处理起到

支撑作用，不论是对于中文信息的互联网

化，还是网络空间和网络文化的拓展和丰

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次发布的

新国标共收录 87887 个汉字，228 个汉字部

首，比上一版增加了 1.7 万余个生僻汉字，

覆盖了我国绝大部分人名、地名用生僻字

以及文献、科技等专业领域用字，能够满

足各类使用需求。

新国标的意义是多层面的。大而言

之，作为技术和文化结合的新成果，新国

标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网络传播的整体

性、系统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中华典籍卷帙浩繁、灿若繁星。互联

网的兴起为中华文化提供了新的存在形

态和传播方式。文化的传承创新，离不开

典籍的流传和释读。而文字是典籍最基

本的“细胞”。古籍数字化已经开展多年，

为人们了解古代文化、开展学术研究提供

了许多便利。但由于系统无法识别某些

生僻字，在电脑上阅读古代典籍、在网上

查找史迹文物信息时，常会发现有些篇章

的字句显示不全，有的古代文艺作品或建

筑物的名字只能以拼音代替。这就像一

本珍贵的古书，被虫子咬出了点点小洞，

令 人 遗 憾 又 痛 心 。 此 次 生 僻 汉 字 的“ 加

盟”，必将推动中华典籍数字化进程，让写

在古籍上的文字进一步“活”起来，推动中

华文化网络传播提速，为中华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小而言之，新国标也将为我们的日常

生活带来便利。如今，数字化生活已成常

态。上学、就业、结婚等人生大事以及出

行、购物、取款、就医、缴费等生活小事，几

乎都离不开“网上办”“掌上办”“刷脸办”，

需 要 身 份 实 名 认 证 的 场 合 也 越 来 越 多 。

特别是这几年，为防控疫情，做核酸、查验

健康码，成了常态。此时，对于姓名中带

有生僻字的人来说，常遭遇系统无法识别

的尴尬。在新国标的加持下，生僻字姓名

人群的“数字鸿沟”将相应缩小。想拥有

极低“重名率”的人，大可以尽情展示自己

的文化底蕴，用那些寓意美好的字，给孩

子或自己起名。除了人名之外，新国标也

让一些古老而罕见的地名得以精准出现

在 电 子 地 图 里 ，在 出 行 基 本 靠 导 航 的 当

下，这无疑是给百姓的又一福利。

当然，要让这些美好的图景变为现实，

关键要依靠新国标在各行各业特别是金融、

交通、人社、医疗以及文化教育等民生领域

的落地执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促

进社会公共服务的作用，助力信息化时代高

质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

字可以“冷僻”，但公共服务不能

“在河南禹州瓦店遗址的西北部偏南处

发现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平面呈

‘回’字形，面积 800 多平方米，在夯土建筑

上发现用于奠基和祭祀的人牲数十具、动物

牺牲数具以及其他大量的与祭祀活动相关

的遗迹和遗物。该祭祀建筑使用时间长达

百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代始年

为 公 元 前 2070 年 ，瓦 店 祭 祀 遗 存 的 使 用

年 代 为 距 今 4000 年 左 右 ，已 进 入 夏 代 的

纪年范围，为夏代早期的祭祀遗存。”在日

前召开的“2022 夏文化论坛”上，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方燕明介绍了河南

禹州瓦店遗址最新考古研究成果，揭露出

大型祭祀遗迹的全貌，让夏代早期的祭祀情

景“重见天日”。

凹于地表下的祭祀场所

瓦店遗址所在地河南禹州，古代历来

被称为“夏地”，文献中关于夏禹、启的记载

大多与这里有关。瓦店遗址面积达 100 余

万平方米，是龙山时代嵩山东南地区的中

心聚落。

据《礼记·祭法》记载，“坛”和“墠”是古

代各级贵族用来祭祀祖先的场所。二者形

制不同，“封土曰坛，除地曰墠”，“坛”指的是

用土堆积起来的祭祀场所，如大家熟知的天

坛；而“墠”凹于地表之下。

“瓦店 WD2F1 建筑是墠，是祭祀地祇

的设施。中国人素来有天圆地方的观念，传

统上天坛为圆形、地坛为方形，WD2F1建筑

为长方形。”方燕明介绍说，《论语·八佾》中

有“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周人以粟。曰，使民战栗。”的

记载，可见松柏与夏商社稷有关。在瓦店

WD2F1 建筑上，考古人员发掘到的松柏有

可能就是夏朝的“社树”。WD2F1建筑有可

能为“社”类祭祀场所。

在该祭祀建筑上，与祭祀活动相关的人

牲和牺牲，与燎祭有关的红烧土面、表面堆

积、红烧土坑，与瘗埋有关的五谷坑、重要遗

物坑，与宴飨活动和祭祀季节相关的螺蚌

坑，与祭祀建筑有关的柱洞等的发现，一一

证实了专家的推测：这里就是当年夏朝人祭

祀的场所——“墠”。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对于祭祀

的重视可见一斑。不仅祭祀的神灵众多，祭

祀的方式、礼节也极其繁杂。

而由文献记载和学界研究可推知，当年

在瓦店祭祀遗迹中“被祭祀”的对象，可能包

括土地神、社稷神、五祀神等，以及百物之神

等自然神，还有“人鬼”，即包括先祖、先师、

功臣等的亡灵。

有如此多的神明需要祭祀，这座墠的使

用频率可想而知是很高的。方燕明介绍说，

瓦店遗址祭祀场所发掘出的多条围沟似乎

表明，由于当时的人们长时间、多次使用此

处进行祭祀活动，才需要多次维护，多条围

沟可能就是多次修缮使用的遗存。

种类丰富的祭祀物品

说起上古时期的祭祀场景，人们总容易

联想起“跳大神”。事实上，舞蹈在古代社会

的祭祀活动中确实常常发挥着重要作用。

祭社所使用的乐舞、服饰与礼器都有讲究。

根据文献记载，祭祀所使用的盛供品的礼器

有大罍、俎豆等，仪仗性质的礼器有大钺、

小钺和轻吕等。

瓦店遗址就出土了一些与祭祀相关的礼

器。如 WD2H121灰坑中出土了 9件陶鼎，5

件陶瓮，依个体大小排列有序，专家推测或为

“列鼎”“列瓮”。同时还出土有陶酒器如盉、

鬶、列觚、杯、豆、盘、壶等，“这些成套陶器、酒

器、盛器或许具有礼器功能。”方燕明说。

瓦店遗址出土了大量软体动物贝壳标

本，主要是中国圆田螺、梨形环棱螺以及少

量蚌类。考古人员对中国圆田螺和梨形环

棱螺的测量数据作了统计分析，藏在小小螺

壳内的玄机，为分析当时人们的祭祀细节提

供了更多密码。考古人员通过测量螺壳的

高度和重量等参数，在进行统计和分析后，

综合判断出瓦店遗址出土的螺类采集于秋

季的可能性最大。

而通过重量分析还原这些软体动物可

以提供的肉食量和蛋白质含量，还可以获取

食用软体动物的相关历史背景。“通过遗迹

空间分布关系、形制结构、包含物特征等初

步推测，瓦店遗址出土的软体动物贝壳多为

宴飨后的残余，这些宴飨行为可能与祭祀活

动有关。”方燕明说。这说明，4000 年前这

里的人们就已经吃上了河鲜美味。

更加有趣的是，考古人员对瓦店遗址不同

单位贝类出土数量对比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

推移，参与宴飨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表明参与

祭祀活动的人数和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4000年时光漫漫。隔着这些沾满尘土、

毫无光泽的骨头、陶器与螺壳，今天的我们

得以窥见那个遥远时代人们的部分生活。

仿佛历史的尘烟散开，千年之前的人们都生

动鲜活了起来。这便是考古的魅力与温度。

祭祀场所在地表之下祭祀场所在地表之下 礼器舞蹈一个不少礼器舞蹈一个不少

夏代早期夏代早期，，人们是这样祭祀的人们是这样祭祀的

◎胡一峰

玉渊杂谈

我 10 岁时得了猩红热，两周后继发严重

风湿性关节炎和心包积液，住进一家小的私

立医院，昏迷三天后被救了过来。除最严重

时用过几天青霉素外，没有其他什么治疗，护

理却十分周到，绝对卧床，连饭都由护士喂到

嘴里。护士们都很喜欢我，一有空就轮着来

给我讲故事。60 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张

病床，那间病房，窗外的那几棵大松树。在那

里，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父母和家庭以

外的温情。护士们长什么样我很快忘记了，

但她们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一片柔软

的地方，留下了一种特别的美，一种爱的美

丽。哦，医学是有温度的！

后来我考进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课

程还没有讲完，我们就去门诊学习物理检查。

就在那里，我接诊了从医生涯的第一位病人。

那是一位 16岁的农村女孩，主诉长期阵发性

腹痛。我按课本里的要求，望触叩听，从头到

脚做了全套物理检查，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由于没有学过任何别

的临床课程，当然对诊断一头雾水。我把病人

领到老师跟前，老师问了几句，摸了一下肚子，

马上做出了肠道蛔虫症的诊断，给病人开出了

只有驱蛔灵一种药的处方。带女孩来看病的

老伯伯临别时对我千恩万谢，说从来没有遇到

过一个医生能为病人检查得那么仔细、那么认

真。他对我说，这回孩子的病肯定能治好了。

50年过去了，当时那位老伯伯的笑脸和他真挚

的谢意仍然留在我的心里，使我懂得了医生的

态度也是可以治病的。

1968 年底，我被分配到陕西农村一个公

社卫生院工作。当时的卫生院只有一间药

房、一间注射室和一间面积稍大的门诊室。

是病人的痛苦驱使我去努力做事，是病人促

使我不断学习。说句实在话，也是在病人身

上的实践，让我的临床能力不断提高，是病人

让我成为一个合格的基层全科医生。我学会

了沟通，增长了本领，越来越得到农民朋友的

信任。有时早上起床，会在宿舍窗台上看到

手绢里包着几个鸡蛋或者几个白面馒头，那

是老乡们送我的，但没有留名，他们仅仅想表

达对我的感谢。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感到无

比幸福，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加纯洁、更加珍贵

的情感吗？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为别人做

好事，能得到情感上的回报，我很满足。久而

久之，我心里就形成了一个理念：为他人做好

事，获得人们的好口碑，就是幸福。回忆这

些，常令我感叹：医学是有温度的！

改革开放，有了读研究生的机会，我选择

了基础医学，从此进入了唯物论医学的天

地。开始时，我主要从事病理生理学研究，还

比较重视整体；1985 年去美国进修后，我改

为分子药理学研究，更加沉浸于还原论和机

械唯物论。不过，潜心其中，我不断体会到科

学的求真求实和精微缜密，领略到科学的批

判精神和神奇力量，享受到研究微观生命世

界的美妙和魅力。科学是人类探索未知本能

的体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果实，特别是工业

革命以来，已经成为直接造福人类的重要途

径。20 多年的实验室研究，使我对医学的科

学属性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也体会到，基础

医学不同于其他纯科学研究，甚至有异于一

般的生命科学研究，它虽然不像临床工作那

样面对活生生的人，但它直接关系到人类的

健康和疾病，它同样是有温度的。这些年的

经历，使我对医学的社会属性有了更加深刻

的理解，对人类医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有了

一些思考。

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技术与医学的结

合，使医学插上了翅膀，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

众多曾经肆虐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不少

严重的疾病得到了明确诊断和有效治疗。但

是与此同时，“技术至上”的观念不断蔓延，医学

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开始错乱。人们过度相信

技术，常常忘记了病人心理上的苦楚以及对医

者关怀的期盼。慢性病确实已经成为人类健

康的主要威胁，但当今人们对慢性病的根本性

质和成因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此，人类除了坦

然接受之外，重要的是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方

式，而不应把主要责任加诸医药。

人类自有文明就有医术。从《黄帝内经》

（东方）和希波克拉底开创医学（西方）以来，

医学一直都是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它闪烁

着人性的光芒。今天，医学大大发展了，但人

类对自身的认识与对宇宙的认识一样，还只

是冰山一角。人类切不可妄自尊大，以为技

术能解决所有的健康问题。医者能做的仍然

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生命是有限的，每个人从出生、成长、衰老到

死亡的过程不可逆转，医学的任务只是保护

这个正常的过程。我们不能把衰老当作疾

病，不能把追求长生不老作为医学的目标，不

能给生命无望的病人增加无谓的痛苦，不能

不考虑医学的社会效应与公平公正。总之，

我们时时不可忘记，医学是有温度的。

一个人生命的铸成，需要无数生命的支

援、补充、滋润和蕴化。一个医者的合格与成

熟，需要知识与实践的支撑，也需要与周围的

人不断地沟通互动，建立起共同面对疾病的

医道。我感谢生命中的许多“偶遇”，这些“偶

遇”让我悟到医道中的一些基本情理。他们

留给我的记忆，已经变成了我对医学温度的

体验和理解。

医学是人学，医道重温度。

（此文为《医学的温度》一书序言，有
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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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的分野虽早已出现，但“科

学文化”作为一个特定概念引起广泛的关注

和讨论，却是比较晚的事，具体可推至 1959

年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 C. P. 斯诺在剑桥

大学的那场著名演讲。自此，学界常常从科

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角度去讨论科学

文化的问题。

我国学界对科学文化的关注，也多在讨

论两种文化的分裂与融合问题上。其观点

基本都倾向于要坚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的融合，有趣的是对于“什么是科学文化”或

者“科学文化的起源”问题，却呈现出了两种

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科学文化伴随着近

代西方科学革命而来，是一种具有某种普遍

性的、独特的文化体系；一种则认为科学文

化古已有之，不同社会孕育出了不同的科学

文化。

在这两种不同的态度背后，实际上隐含

着对科学的不同理解。因为从文化研究领

域来看，大约不会有学者反对文化多元性这

样的基本观念。其中，人类学中文化相对主

义主张的核心观点就是尊重差异，强调在不

同文化之间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不只是

学术界，国际组织亦明确将保护和促进文化

多样性纳入公约之中。其中，在 2005 年第

33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

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强调文

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

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尊重文化多样性既是

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世界

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文化多样性的基本

观念要求既保持各民族文化差异和平等竞

争的权利，又维护文化互动交流、自由创造

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看，文化的多样性或多

元性应该是得到普遍认可的观点了。

那么，科学文化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具

有某种普遍性的独特文化体系，一个原因在

于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观念。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实证主义科学观一直占据西方学

界的主流。在实证主义哲学视野中，科学是

脱离社会情境的、纯粹的、抽象的、价值中立

的智力活动，科学知识是系统的、实证的、普

适的知识。在这一科学观下，科学文化的多

元性也很容易被遮蔽或被排斥。既然科学

是一种可以脱离于社会和文化语境的知识

体系，科学文化也因此被认为是具备了某种

不受具体社会文化语境影响的、带有某种普

遍性的特殊文化。然而，科学显然不只是体

现为静态的、系统化的知识，它还是科学共

同体所从事的、实际的职业活动。既然是由

人所从事的社会活动，那么它必然无法脱离

于人所处的具体的社会与境。科学家在科

学研究中既无法完全摆脱所处社会文化传

统的影响，不同社会的科学家也不可能在科

研活动中形成毫无差异的、具有某种本质主

义的科学文化。

一些人认为科学就是以数学和实验为

方法论基础的，观念上起源于古希腊，并经

由西方近代科学革命而蓬勃发展起来。这

样一种对科学的界定，其逻辑推演下来必然

是坚持“中国古代无科学”的主张了。持这

种观点的学者不仅包括人文学者，在科学家

中也较为常见，其中一些人坚持认为“中国

古代有技术无科学”。按此逻辑做自然延

伸，那就是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文化而无科学

文化。在这一科学观下，中国古代科学史研

究的合法性就受到了挑战。正所谓“无科

学，何来的科学史？”相应的，中国古代的科

学文化史自然也是无根之木。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坚持“中国古代有

科学”的学者里，恰恰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按

照上述科学的定义来关照中国古代科学史

的，李约瑟就用现代科学的分类框架去分析

和评价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这种编史方法

被批评为带有明显的“辉格史”倾向。相应

地，以根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文化的定义和

标准，去寻找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内容进而

认可它们的意义，同样也是“辉格式”的。这

种脱离具体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与境的“文化

史”，违背了“文化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假定。

为此，如果要构建并梳理中国古代的科

学文化体系及其演变，应尝试在实证主义科

学观和西方数理实验科学框架之外构建新

的对中国古代知识及其活动的理解。科学

实践哲学曾对去情境化、去地方性的科学普

遍性观念提出了严肃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对

知识的地方性本性的强调。从这一哲学立

场出发，科学不仅具有历时性，同时也具有

情境性，科学在本质上属于地方性知识。不

同时代的不同文化孕育出不同的科学类型，

不同的科学在与其所处社会文化交互之中

产生了不同的科学文化体系，它们在交流互

动中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

我们不能以西方近代以来的数理实验

科学为标准去梳理和评价中国古代科学及

其价值，同样也不能以一种科学文化的标准

去梳理和衡量另一种科学文化的价值。中

国古代科学及科学文化，应该被放置在其长

期的实践传统中去认识和评价。坚持科学

文化多元性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质疑现存的

唯一标准，肯定和强调那些原来被忽视、被

贬低的知识及其文化价值。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仅需要摆

脱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同时也要警惕任何一

种文化沙文主义的立场。从科学文化多元

性的基本理念出发，用平等的眼光追溯过

去，梳理并客观承认不同民族和文化对科学

作出的贡献；用交流交融的眼光面向未来，

强调不同民族和文化在科学发展上的交流

与合作。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
产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科学文化的多元性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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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动物世界》里鲑鱼的一生，悲壮而凄绝。

它短暂的一生就是在淡水和海水之间穿

梭：小鲑鱼刚在淡水河流中出生、成形，就开始

顺流而下，前往它们的目的地——大海。奔

向大海的征途，也是小鲑鱼从河道中汲取微

生物养分壮大自己的过程，积聚足够的力量，

让自己在危机四伏的海洋中生存下去。之后

的四五年，它们与不同的海洋物种为伴，彼此

间互为食物。或许，相对于鲑鱼惨烈的一生，

这段海洋生活还真算得上片刻的静好岁月。

鲑鱼真正的悲壮之旅，始于四年之后的

洄游。它们会在秋天之前，先在大海中把自

己喂饱，储存足够的脂肪，这时的鲑鱼周身充

满肥美的银白光泽，但很快，它的生命便开始

了一场大涅槃。

它们先是离开大海，逆流而上，神奇的

是，祖传的生物“密码”使它们可以精确找到

几年前出生的那条河流。开始生命的长征之

前，鲑鱼不再进食。这时，大自然加于它们的

劫难正式开始：先是无数的激流险滩和大大

小小的瀑布，它们必须奋力跳跃，否则就会被

急流冲回大海。为了避免“回头”的命运，它

们只能一次次跃起，哪怕筋疲力尽，甚至撞石

惨死；激流过后，还有无数个浅滩，鱼儿离开

了水，只能用腹部摩擦河床勉强通过，倘若某

些浅滩断流，它们还会被困在浅水区，而被困

时间则听天由命，只能等到下雨或潮水涌入

时才能继续前行。此间的旅途中，鱼类、鸟类

也会紧随其后。

当鲑鱼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眼看就

能取得“真经”——抵达出生地时，却杀出个

棕熊，居高临下地张开大口，而急于“冲刺”的

鲑鱼往往不偏不倚就将自己“送”入棕熊口中。

那些侥幸逃过棕熊之口的鲑鱼九死一生

地回到它们生命的原点。精疲力竭的它们，

同时也迎来了生命的终点——雌雄鲑鱼在满

是砂砾、鹅卵石的河床裂缝间完成交配、产

卵，然后在出生地死去。

迄今为止，学术界仍无从解释鲑鱼洄游

这一神奇而悲壮的行为。这份悲壮之所以令

人动容，是因为每对鲑鱼可产下大约 4000 颗

鱼籽，但只有 800颗可以孵化出小鱼，这些小

鱼只有 200条可以到达大海，4年后能洄游的

仅剩 10条左右，其中约 8条被人类捕食，能够

最终回到产卵地的可能只有 2条。

幸运的是，近年来，鲑鱼洄游的沿途地区

为了减少鲑鱼洄游面临的危险，在其必经

之路修建了特别通道，使它们能避开湍急

的河谷顺利洄游，极大减少了洄游途中鲑

鱼的死亡率。这，或许能给热爱自然的人们

一点慰藉。

鲑鱼洄游：一场悲壮之旅

河南瓦店遗址发现夏代早期大型祭祀遗迹 新华社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