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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与文化顾问在文雅台探访交流

诞生“圣人文化圈”的古宋名都
——“游商丘古都城、读华夏文明史”大型探访解析之周代宋国篇

撰文/本报记者 白鹏 摄影/本报记者 石松 邢栋 文化顾问/李广瑞 李可亭

“商宋文化”与“商宋学”
“商宋文化”是商丘地域文化的代称，就这一概念的

本来意义讲，指的是我国古代商族，在以今商丘市为中心
的豫鲁苏皖交界地带所创建的文化。在商丘，宋国文化是
对商文化的承继和延续。基于此，原商丘日报社社长、商
丘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广瑞，提出把“商宋文化”
提升到“商宋学”这个概念。

1995 年，商丘地域文化——商宋文化研究由原商丘
地区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一次提出。2006年年底，商丘市
炎黄文化研究会召开的文化研讨会上，李广瑞和商丘市炎
黄文化研究会开始系统阐述“商宋文化”的概念，以此界
定商丘文化之根。

狭义的“商宋文化”，是指从先商时期的商部族开始
到商朝建立，一直到宋国，约1800年时间，由商族在黄
淮平原这片沃土上所创建的文化，商文化、宋国文化之间
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广义的“商宋文化”，是指在商丘
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历史上各个时期所创造的所有文化，
不仅包括“商宋文化”的“源”，即先商、商朝、宋国和
之前三皇五帝时代所创建的文化，也包括它的“流”，即
宋国之后，自秦汉至今在商丘一带所发展起来的文化。换
句话说，“商宋文化”是贯通古今的商丘地域文化的代称。

如何使“商宋文化”研究“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李广瑞和商丘市炎黄文化研究会提出“商宋学”这
个概念，从地域文化研究走向地方学研究。“商宋学”是

地方学范畴，是指商丘市本身自成系统的发展
理论和主张，所研究的对象是商丘的历史、现
实和未来。“商宋学”的确立也将成为“商宋
文化”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升华。

宋国故城 本报记者 崔申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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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商丘主要为宋
国，这是商丘古都文化的一个辉煌篇章。

宋国故城是最后一个被考古发掘找到
的西周和东周时期的大诸侯国都城。宋国
时期的商丘是诞生了“中华圣人文化圈”
的宋国都城，是“圣人之都”，并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商丘地域文化——商宋文化。

“商丘古城是五千年不断脉的中国古都
城样本”，本文所要讲述的主要是从周武王

“建周灭商”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
1046年至公元前 221年）之间，发生在商
丘的历史脉络和由此产生的一些人文遗迹。

承续“千年商族史炼成的‘华商之源’”，
让我们走进商丘曾经的这座古宋名都，品
读这座形成“圣人文化圈”的中国重要古都
的昔日风采。

周代宋国：
华夏民族形成期的重要诸侯国

“微子史长传，仁在殷商德在宋；祠堂
春永驻，花常鲜艳柏常青。”距商丘古城西
南 12.5公里处的睢阳区路河镇青岗寺村，
村头有古色古香的微子祠，微子祠大门前
的这幅长联仿佛向世人叙说着宋国开国之
君微子的功德和仁德。

微子名启，被孔子尊为“殷商三仁”
之一，系商王帝乙长子、纣王同母庶兄，
初封于微，位列子爵，故称微子。周代克
商定鼎，周初周公辅佐周成王平定武庚叛
乱，遵循“兴灭继绝”的传统，奉成王之
命封微子为宋国之君，封为公爵，以奉商
祀。宋国灭国后，后世以国为姓，微子也
成为了宋氏等姓氏的始祖。

微子祠景区现有微子祠、先贤堂、微
子墓三部分组成。史料记载，微子祠始建
于唐天宝年间，后经多次毁坏，历代重
修，明归德府知府郑三俊重建成其规模。
2000年印尼华侨宋良浩先生来商丘寻根谒
祖，捐资 400 余万元重修，2002 年冬竣
工。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归德府城内西北
角也建有微子庙，是古城百姓纪念宋国开
国之君微子启的祠庙。据《商丘县志》记
载，归德府微子庙原建筑群有房屋 130多
间，分三节院，有正殿及东西廊房。

据睢阳区文联主席张学勇介绍，继成
为“火文化之乡”“商文化之乡”之后，睢
阳区正在申报“微子文化之乡”。古城附近
的微子祠、微子墓和微子庙，印证了周初

“微子封宋”的重要史实。
周代 （公元前 1046 年—公元前 256

年）是中国先秦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华
夏民族的形成期，是中国历史上继夏、商
之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世袭奴隶制王
朝。周代分为西周、东周两个时期。东周
时期分为春秋及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由奴
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贵族分封制逐步瓦
解、中央集权专制最终确立的社会制度的
根本变革期。从西周开始，境内各个民族
与部落进入不断融合的过程，在这期间，
华夏族逐步形成，成为现代汉族的前身。

宋国（公元前1040年—公元前286年），
是周代“诸夏”之一，是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
——华夏民族形成期在中原分封的一个重
要诸侯国。西周初年，宋国国君被封为公
爵，是公侯伯子男封建五等爵的第一等爵
位。宋国从第一位国君微子启至最后一位
国君康王偃，历经 35君，长达 754年。宋国
都城与国同名为宋，亦称宋城，就是后来考
古发现的睢阳区西南宋国故城。

史料记载，春秋时期，宋襄公即位
后，封庶兄目夷为相，主管军政大权，辅
佐自己处理朝政。齐桓公约各路诸侯在葵
丘（今民权县林七乡境内）会盟，宋襄公
前去相会，周天子派人参加。齐桓公成为
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在葵丘之会上，
宋襄公接受了盟约，并接受了齐桓公委托
他照顾齐太子昭 （后来的齐孝公） 的嘱
托。宋襄公在齐国内乱时，帮助齐公子复
国，代齐作为盟主，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公元前 638年，宋、楚泓水（今柘城县北
30里）之战时实行不切实际的“仁义”，结果
被楚军击败。战国时期，宋国末代国君康
王偃“行王政”，即实行政治改革，宋国强
盛起来。东败齐，南败楚，受到齐、楚等

大国的忌恨，公元前286年，齐、楚与魏联手
灭宋。宋国版图最大时跨有今河南东部、江
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和山东西南端之间，面
积有10万余平方公里，皆膏腴之地。

商丘在战国末期宋国灭亡后先后为魏
国所建的大宋郡、秦国灭魏国后所建的砀
郡。魏昭王十二年（公元前284年），魏国
得到宋国西部大部分地区后置大宋郡，治
所在睢阳，辖今商丘、淮北、宿州等地区。
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国灭魏
国，因魏国东部有砀山，改大宋郡为砀郡，辖
睢阳县、虞县、蒙县、襄邑、外黄县等 21 个
县，郡治睢阳县（今睢阳区）。砀郡成为秦始
皇灭六国前所设置的比较早的 27 个郡之
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天下
为 36个郡，砀郡仍为其一。

〖相关链接〗周代宋国史实相关文化遗
迹：周代宋国史实相关的文化遗迹众多，
除了睢阳区的微子墓、微子祠、微子庙，
古城西北9公里的梁园区王楼乡境内有三
陵台，为汉代梁园一景，相传为宋国戴、
武、宣三公之陵墓，这里也因此成为海内
外戴氏等姓氏宗亲的寻根圣地。古城西南
5 公里梁园区水池铺乡龚庄村有青陵台，
相传宋国康王偃所筑，是“相思树”“比翼
鸟”凄美爱情故事的发生地。民权县林七
乡有葵丘会盟台，睢县北湖有望母台 （相
传为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陵墓），柘城县北
有泓水之战古战场。更为重要的是，上世
纪90年代，商丘古城周边地下考古发掘发
现了宋国故城。

宋国故城：
震惊世界考古界的重大发现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宋国故
城”标志碑静静地树立在商丘燧皇陵大门
东侧，宋国故城的重现天日，曾是震惊世
界考古界的重大发现。

商丘的商宋文化，源于商文明。商丘
是商部族的起源和聚居地，商人商业的发
源地，商朝最早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商
之源”。由于宋国故城的考古发现，商丘深
厚的商宋文化遗存和作为商文明之源在中
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逐渐为世
人所知。

“宋国故城是最后一个被考古发掘找到
的西周和东周时期的大诸侯国都城。这座
先秦名城的发现者是张光直先生及中美联
合考古队。”曾见证参与了宋国故城等中美
联合考古队多处文物现场考古发掘的商丘
市文物局局长刘昭允如此说。

“寻商探宋，追梦未已。”1989年起，
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开始在商
丘长达近十年的寻商探宋，虽没有寻找到
典型的早期商文明遗存，但经过几年的勘
察和钻探，在当时商丘县老南关附近发现
了一座东周时期的古城址，确定为宋国故
城，为寻找早商和先商的都城和聚落遗
址，提供极有意义的线索。

张光直的目标是早期商文明遗址，但
豫东的考古环境极其独特，地下水位低，

耗资巨大，挖到10多米深，见到东周时期
宋国城墙根儿之后，无法继续下挖。即便
如此，持续 3年多的宋国故城考古发掘仍
收获巨大。1994年春至1997年秋，中美联
合考古队通过对宋国故城的钻探和发掘，
确定了城墙的方位、大小和基本结构，揭
示了周代宋国故城、秦汉睢阳城、明弘治
十五年前归德府旧城和现归德府城的地层
关系，证明在现存的归德府城附近，上下
叠压着数座城。

数座城叠压，基址两千多年不移，验证
了张光直先生的观点：“不同于西方突变、断
裂的文明发展模式，中国文明呈现连续性模
式。既然睢阳城址数千年不移，我们有理由
相信，西周初年，周王朝之所以将微子启分
封于商丘，是在承续先商的根基。”

商丘 （宋城） 不仅是宋国的政治中
心，也是宋国头等的商业城市，其规模宏
大。据相关资料记载，宋城当时人口约在
10万人以上，聚居着本地众多手工业工匠
和外地商人，专门设有贸易市场，百工居
肆，店铺林立。宋国经济发达，宋国人善
于经商，在继承与发展殷商文化，特别是
商业文化方面，功不可没。

2017年年初，郑州新郑的郑韩故城首
次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门和瓮城。我们
期待着，商丘的宋国故城的考古发掘工作
能继续向前推进，宋国故城的城墙、城
门、宫殿遗址、出土文物等方面能有重大
考古发现，并能建成一处“宋国故城遗址
公园”，从而成为商丘数千年商宋文化的有
力考古见证。以此为基础，继续张光直先
生及中美联合考古队“寻商探宋”的未竟
事业，将暂时搁浅的寻找早商、先商的都
城和聚落遗址的“商丘商文明考古探源工
程”继续下去，为商丘能申报成为“中国
大古都”创造有利的考古依据和条件。

〖相关链接〗宋国故城简介：宋国故
城位于商丘古城西南隅，是周初封微子于
宋国的都城遗址，也是中国历史上商、周
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宋国
故城西墙的大部分以及南墙和北墙的西段
保存较好，城墙顶部距地表最浅处1米左
右。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墙长 2900 米，
南墙长 3550 米，西墙长 3010 米，北墙长
3252米，总面积10.2平方公里。2000年被
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周宋国：
“中华圣人文化圈”的中枢

商丘古城东南城郭内的文雅台是归德
商丘八景之一，“文雅书声”印证了圣人孔
子、“中华圣人文化圈”和商丘的渊源。

文雅台是当时孔子在宋国的讲学旧
址，也是纪念圣人孔子的名园胜地，因春
秋时期孔子曾在此教弟子习礼而得名。文
雅台始建于汉代，屡毁屡修。2004年，政
府拨款恢复了大门、前殿、习礼亭及围墙
等。鲁哀公三年（公元前 492）孔子适宋
与群弟子习礼大树下，史有“过宋伐檀”

之说。孔子是鲁国人，但其祖先是宋国
人。孔子本人曾说：“丘，殷人也。”

2015年 12月，“商丘古都文化研讨会
暨中国古都学会2015年年会”形成的共识
中已经认定：商丘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都城
之一。中国古都文化与中国圣人文化在商
丘和谐发展、相映生辉，春秋战国时期形
成了以商丘为中心的儒、道、墨等元典文
化和以商丘为中心的“中华圣人文化圈”。

商丘师范学院教授李可亭认为，北纬
34.5 度线被称为古代世界文明线，作为

“中华圣人文化圈”核心和原点的商丘，则
是这条文明线的东端和龙头。宋国是“中
华圣人文化”的源头，处于中国传统文化
核心地位的儒家、道家、墨家、名家四大
学派皆出自于宋国。诸子百家中，老子、
庄子、墨子的故里，以及孔子的祖居之
地，均在商丘附近。

史家分析，宋国是交通水运中心，素
有“八水过宋”之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
境、人文环境，以及深厚的殷商文化底
蕴，使宋国成为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思
想家辈出的中枢之国。

历史典籍记载，老子系陈国苦县曲仁
里人，春秋时期的苦县曲仁里就在今天的
河南周口鹿邑县，而此地距商丘不足 100
公里，两地地缘相接，属于“中华圣人文
化圈”范围之内。

文哲大师庄子是宋国人，曾作过宋国
管理漆园的小吏，是继老子之后的道家思
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庄子之学与老子一脉
相承，但在内涵上又较老子更为丰富，在
表现形式上更加浪漫。李可亭教授认为：

“庄子系宋国蒙人，而蒙地的位置相当于今
天商丘市以北、民权县以东、山东省曹县
以南、虞城县以西等地。”如今，民权县有
庄子镇，民权县老颜集乡境内有庄周墓，
梁园区蒙墙寺也有庄子的遗迹和传说故事。

墨子是宋国人。墨子“止楚攻宋”一
事据《墨子·公输》记载，公输班为楚国
制造了攻城云梯，楚国准备用它来攻打宋
国，墨子听说此事后，出于对母邦宋国安
危的担心，“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以其

“守御”之法破解了公输班的云梯攻城之
法，同时安排善守御的“弟子禽滑釐等三
百人登宋城拒守。”以此说服了楚王的攻宋
计划，化解了宋国的危机。

名家代表人物惠施，又称惠子，宋国
人。《吕氏春秋》高诱注：“惠施，宋人，
仕魏，为惠王相也。”惠子与庄子思想不
同，但两人关系甚为友善，以至于惠施死
后，庄子惋惜道：“吾无与言之矣。”

宋国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
直接继承了商文明的主要内容及特征，同
时又间接地汲取了周文化的某些内涵。除
孔子、墨子、庄子、惠子外，宋国尚有禽
滑釐、倪说、宋钘等人，他们都为春秋战
国时期的文化繁荣以及“百家争鸣”局面
的出现做出了积极贡献。

宋国时期的商丘是文化中心，也是圣人
之都，产生了“中华圣人文化圈”，也进而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商丘地域文化——商宋文
化。商丘的商宋文化是中原文化、黄河文明
的代表，也是炎黄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缩影。

因循数千年商宋文化和近八百年历史
的古宋国丰厚底蕴，商丘历史上曾用地名
为“宋州”和“宋城县”，商丘现在还有众多
以“宋”为名的有趣地名现象：睢阳区有古
宋、宋城两个办事处，梁园区中心广场有宋
园，古城南有古宋河，古城东有宋城公园和
宋城路，城郊有宋集镇、宋菜园、宋大庄等
众多的乡村冠名以“宋”，体现着商宋文化
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烙印。

〖相关链接〗圣人文化遗迹：商丘圣人
文化遗迹众多，遍布古城内外及周边。和
孔子有关的有睢阳区古城东南城郭的文雅
台，河南省最大的祭孔建筑——古城东门
里的归德府文庙，夏邑县的孔子还乡祠，
永城市的芒砀山夫子崖、夫子庙；和老子
有关的有鹿邑县太清宫、明道宫与老君
台，梁园区西郊也有纪念老子的老君台，
老子曾隐居孟渚泽（商丘东北一带）；和庄
子有关的有庄子故里——梁园区李庄乡蒙
墙寺村的宋国蒙城遗址、民权县的庄子墓；
墨子“止楚攻宋”发生地宋国故城等。

蒙墙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