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0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以下简称社科院考古所）召开线

下汇报会，在为时 2天的考古报告中，关

于殷墟的新发现再次引发各界关注。

殷墟考古为何硕果累累？

在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的骨

器整理室里，记者看到技师管明丽正手

拿一块块看似普通的“边角料”骨骼，埋

头观察、整理、测量……这是过去十几

年来工作的日常。这样的寂寞坚守有

何意义？

春节假期期间，安阳殷墟博物馆接

待游客量近两万人次。是怎样的文化

魅力，感召着、吸引着众多远近来宾？

殷墟考古是一部恢宏的历史书。

1928年，考古人在洹河边的小屯村铲

起一抔黄土，揭开了3000多年前殷商王朝

的神秘面纱。此后数年间，宫殿、王陵、甲

骨文、青铜器的惊艳亮相，确认殷墟即商

王盘庚迁殷后的都城，商代历史由此成为

信史，中国信史向前推进近千年。

“现代考古学的摇篮”

“我们从北京自驾过来，专门来看

殷墟。”1 月 26 日，在位于河南安阳的殷

墟博物馆内，一对游客夫妇激动地说：

“殷墟古老、神秘的历史深深吸引了我

们，博物馆展出的甲骨文与青铜器让我

们非常震撼，更让我们感慨于先民的智

慧与伟大。”

殷墟遗址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

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

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古代都

城遗址。殷墟是中华文明连续不断、多

元一体的重要实证，也是世界文明史中

重要一环。

2022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南

北两岸的殷墟遗址考察。在殷墟博物

馆，习近平总书记仔细观摩了青铜器、

玉器、甲骨文等出土文物。他指出：“殷

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 3000 年前

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 1000

年。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

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

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提供借鉴。”

1961 年 3 月，殷墟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

3 月，殷墟在由国内 48 家文物考古机构

组织的评选活动中，被高票评为“中国20

世纪 100项考古大发现”之首。

“殷墟遗址面积达36平方公里，现存

有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后冈、洹北商城和

众多族邑聚落、家族墓地、祭祀坑、甲骨窖

穴、手工业作坊等，出土了甲骨文、青铜

器、玉器等数以万计的精美文物，构成了

殷墟丰富的文化内涵。”安阳殷墟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赵清荣骄

傲地介绍说：“殷墟所揭示的设施完备的

都城、气势恢宏的宫殿群、规模庞大的王

陵、高度发达的青铜器、系统成熟的古汉

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事实上，除了在历史文化上具有重

要意义之外，殷墟发掘在考古学上地位

也非同寻常。“殷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发

展的缩影，是中国所有古遗址中发掘时

间最长、积累经验最丰富的遗址。发掘

殷墟时所创造的许多方法在全国各地考

古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殷墟被誉为中

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安阳市文物局

副局长、安阳考古所所长孔德铭告诉记

者，殷墟考古史上群星璀璨，人才辈出。

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著名学者都曾为

殷墟发掘作出卓越贡献；参与殷墟发掘

的著名“考古十兄弟”是中国近代本土培

养的第一批考古工作者，其中尹达先后

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考古所副

所长、所长；胡厚宣成为研究甲骨文的一

代宗师；石璋如、高去寻常年从事殷墟发

掘考古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为殷墟的

后续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边角料”上开出花来

1 月 28 日，正月初七，兔年春节复

工第一天，管明丽坐在社科院考古所安

阳工作站的骨器整理室里，开始了她十

几年如一日的文物整理工作。

管明丽是这里的骨器整理技师。

她戴一副蓝色橡皮手套，一手拿一块鹿

角骨料，一手拿游标卡尺，时不时把信

息记录在电脑的表格中。与这里的许

多骨料一样，这块骨料也是 3000年前那

个“大邑商”真实存在过的证明。

隆冬的安阳，寒风凛冽。一间不足

20平方米的小屋，一张长桌，一台电脑，

一盏台灯，一个电子秤与几把尺子，就

是管明丽的全部天地。

管明丽的工作听起来很简单：把这

些骨料测量、整理、

标注、记录好。而达到“好”的标准，却

极繁琐。

“拿到一块骨料，我们需要先判断它

是什么动物的骨头，属于动物的前腿还

是后腿、左腿还是右腿、近端还是远端，

具体是哪一块骨骼，动物的年龄大概是

几岁……一一分辨清楚后，再对它进行

称重和数据测量。”提起自己的工作内

容，管明丽如数家珍：“需要测量的不仅

是它本身的尺寸，像这块鹿角骨料，上面

就有十几个锯面，需要把每个锯面的各

种数据都测量记录下来。此外，还要看

骨骼上面有没有其他的痕迹，比如割痕、

锯痕、骨头上是否带有筋、切除筋的痕迹、

去掉骨髓的痕迹、食肉动物的咬痕、啮齿

动物的齿痕等，我们都要记录在案。”

管明丽面前

的桌子上摆满了待整理归档的

骨料，它们几乎毫无光彩，有的可以明显

看出是动物关节，但多数只不过是大小

不一的骨片。管明丽说：“我们整理的骨

料绝大多数都是先民加工时废弃的‘边

角料’，极少会有制成品，因为制成品在

当时就已经被先民作为商品销往各地。

殷墟在当时是先进的手工业生产地，留

存的多数是这样的‘废弃物’。”

春秋代序，光阴轮转，今年是管明

丽与看似毫无意义的“废料”们打交道

的第 15个年头。

“这才是真实的考古工作者的日

常。”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

研究员何毓灵告诉记者：“很多人对考古

存在误解，认为我们考古人是在‘挖宝贝’、

挖给博物馆展出的漂亮东西。实际上，

那个只是我们工作中极小的部分。真正

的考古远比大家想象得要枯燥。”

一代代考古工作者就像一粒粒种

子，扎根在这些浩如烟海又看似不起

眼、无意义的“边角料”中。他们的付出

历经时间的灌溉，终将开出花来。

“先人制作手工艺品采用的是流水

线式作业，工序流程非常完善。我们如

果一点一点把这些边角料拼合复原，就

可以知道一个手工艺成品到底是经过

哪些步骤完成的。通过锯切痕迹，可以

知道他们是怎么锯下来的；通过边角料

的形状，可以判断生产一件完整的骨器

需要消耗多少原材料；再通过综合判

断，就能够了解当时这里的生产规模到

底有多大、可以满足多少人的需求、商

品贸易的量有多大、人员是如何流动

的、这些骨料的来源是什么……所有这

些问题都是考古学家需要去研究的内

容。我们看到桌上这一堆一堆的东西，

好像很简单、很无聊，但实际上牵扯的

问题非常多。”何毓灵说：“考古工作者

大量的工作其实是在后期整理和研究

上，通过大量的文物统计和比对，复原

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国家体制、社会

运作的机制和模式。我们要了解的是，

在殷墟作为都城的时候，它作为一个国

家的行政中心，是如何维持社会运转、

如何有效组织起来的。”

“举个例子，当时在殷墟这个地方

同时生活有 14 万—15 万人，假设一个

人一天吃一斤小米，一天就要消耗 15万

斤小米。这些粮食从哪里来？再加上

肉食、其他消耗，所有衣食住行加起来，

社会是如何运转的，这才是我们最关心

的问题。”何毓灵说，殷墟考古能够取得

现在这样丰硕的成果，与无数“边角料”

和它们背后考古工作者们辛勤而沉默

的付出密不可分。

考古精神薪火相传

在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的绘

图室里，记者见到了马媛和何凯这两个

“89 后”。马媛的工作是绘图。出土的

陶器碎片经过清洗、整理拼接、修复三

道工序后，将送到她这里进行逐一绘图

与扫描存档。“这是陶杯，这是陶簋，这

是陶盆，这是陶鬲……”马媛翻开她的

绘图本，如数家珍。

而何凯的“战场”主要是在田野。

除了对发掘工地中的遗迹进行判别、记

录、绘图、遗物采集等工作外，何凯还有

一个任务，就是为发掘现场的重要遗迹

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拍摄，然后使用专

业的计算机软件对其进行三维重建。

“三维重建具有不变形、可设

置比例尺等优点，不仅可以提高田野绘图

的效率和精度，而且可以获取遗迹的三维

数据信息和数字图像，为后续遗迹复原和

展示作好准备。”何凯说。学计算机专业

的何凯并非考古“科班出身”，谈及为什么

跨领域选择考古，何凯说是源于热爱。“来

这里的人谁不是因为热爱呢？”他说。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殷墟的考古

史，就是一部漫长但不断前进的历史。

清末民初，屹立世界东方数千年的

中华文明再次走到历史关头。以顾颉

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掀起疑古思潮；众

多国外学术团体和个人也来到中国，调

查中国文化、发掘地下文物。如何保护

中华文化、延续民族根脉，成为摆在每

个学者面前迫在眉睫的问题。1928年，

董作宾赴安阳小屯开展调查，并进行了

第一次发掘，揭开了殷墟发掘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即社科院考古所的前身）接下了

殷墟考古的接力棒。1958年，中国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设立了安阳工作队，随后

在小屯村西建造了工作站。安阳队的

建立为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发掘

殷墟遗址提供了保障。

“自 1950 年至今，殷墟考古在众多

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考古发掘地点几

乎涵盖了殷墟范围内所有区域。考古工

作者们不仅确认了遗址的范围与布局，

还新发现了众多手工业作坊、贵族墓葬、

甲骨坑等高规格的遗存，解决了殷墟文

化的分期问题，找到了早于小屯的洹北

商城，极大丰富了殷墟遗址的文化内

涵。”何毓灵说：“殷墟考古能取得今天的

成就，离不开一代代考古人的坚守与传

承。没有人，一切考古工作都是空中楼

阁。考古是一条漫漫长路，有挫折，有寂

寞。但幸运的是，我们前路有引，后继有

人。在殷墟，求索的火炬将继续熊熊燃

烧，考古精神将永远薪火相传。”。

考古点燃的不仅仅是学界的火焰，

还有全社会的热情。

秦祉祺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的一名

大一新生。1 月 11 日，在安阳殷墟附近

的一处考古工地，秦祉祺作为一名考古

志愿者，认真聆听了讲解员刘潇讲述考

古工作中的操作要点。

“上学期我们学习了‘考古学概论’专

业课，我很有兴趣，但总觉得知识不能只

停留在书本上。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

‘安阳文博’公众号发布了关于招募殷墟

考古志愿者的文章，就果断报了名。”秦祉

祺告诉记者：“我很想知道真正的考古到

底是什么样子的，把实践和课本上的理论

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得更深入。通过现场

体验，我对考古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刚刚过去的春节，许多安阳市民家门

口贴上了甲骨文“福”字和春联；遍布全市

的 105座甲骨文书屋成为安阳市民身边

的“诗和远方”，许多公共场所实现了甲骨

文和简化字双标展示；公交站点的甲骨文

装饰、道路窨井盖上殷商龙纹图案无不显

现出这座城市的特有魅力；作为“中华字

都”，安阳体现地域特色的甲骨文、篆书作

品独树一帜，被书法界誉为“安阳现

象”……殷墟、甲骨文文明根脉在3000多

年后的安阳赓续传承、绽放光彩。

“近年来，殷墟考古不断有新进展，

助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持续推进；安阳

市不断加大安防、技防投入，着力构建

殷墟、甲骨文大保护格局，守护中华文

明根脉；围绕殷墟、甲骨文世界遗产推

动重大项目建设，中国文字

博物馆全面建成、全馆开放，殷墟遗址

博物馆顺利封顶，更为宏大的殷墟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逐步展开，将建设成

世界一流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中

国的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安阳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薛

崇林介绍，近几个月来，推动殷墟文旅

融合发展的标志性工程殷墟文旅考古

小镇已部分建成投运，春节期间游人如

织，成为新网红和文旅发展高地。

在安阳，实现了殷墟文物资源管

理、考古研究、保护展示和活化利用的

新飞跃。

谱写殷墟考古新篇章

“这是 2021年安阳殷墟博物馆考古

工地唐代砖室墓葬 M455的三维模型。”

何凯用鼠标轻轻一点，一张立体的三维

模型便出现在电脑屏幕上。随着鼠标滚

动、推移，墓葬的结构、细节全方位、无死

角地展现在了记者面前，宛若当下流行

的“VR 看房”。“在未使用三维建模技术

之前，传统的田野绘图主要依靠现场测

量和手绘，费时费力，绘图精度也难以保

证。现在有了新技术，我们只需要现场

对遗迹进行图像信息采集，建模和绘图

工作均可以在室内完成，不仅减少了现

场绘图的时间，绘图效率提高了一倍，而

且绘图精确度大大提升，研究人员可以

直接获取遗迹的平、剖面图。”何凯说。

通过人骨DNA分析商代人的人种及

来源地；利用碳14测年解决年代学问题；

通过锶同位素方法研究人类、动物迁徙

路径；结合生物学探究古代动物和人类

社会的关系；结合冶金技术分析青铜器

铜料的来源和铸造技艺；结合植物学分

析古人的农业生产和饮食结构；结合地

质学分析当时的社会生活生产环境；利

用大数据统计学给古人“画像”；通过给

文物拍CT、做核磁等方式破译出土文物

背后更多的信息密码……在传统考古的

田野与斗室之外，日新月异发展的新技术

也在不断赋予现代考古更多可能。

“虽然科技考古并不是一个新的概

念，但在当下，我们考古工作者能够掌握

和使用的高科技手段更先进、更全面、更

多元。高科技在考古领域应用的深度、

广度，是以前远远达不到的，因此而取得

的考古成果更是从前无法比拟的。”何毓

灵说，科技考古的蓬勃发展只是新时代

考古工作全新样貌的一个缩影。

2020年 9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的考古学。这为考古工作指明了

方向，擘画了蓝图。

“国家的高度重视让我们的考古工作

有了引领和规划，推进也更有效率了。之

前不少发掘属于被动发掘，现在我们在有

计划地做一些项目，比如国家文物局推出

的‘考古中国’，科技部推出的‘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等，都是几百人同时在做一个

项目，这是近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一改往

日单兵作战、小范围作战的考古方式，考

古工作翻开了新的篇章。”何毓灵说。

在殷墟，中国考古的故事还将继续

书写。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由视觉中国提供）

1928 年，考古人在洹河边的小屯村

铲起一抔黄土，揭开了 3000多年前殷商

王朝的神秘面纱。此后数年间，宫殿、王

陵、甲骨文、青铜器的惊艳亮相，确认殷墟

即商王盘庚迁殷后的都城，商代历史由此

成为信史，中国信史向前推进近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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