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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文化在中华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
——商丘殷商文化研究会专家学者访谈

“商丘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古都，这其中最
主要的是：商丘曾为商代建国之都。商丘在中
国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这其中最重要的是：
商丘是殷商之源。”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院
长、历史学博士、教授朱凤祥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谈起了商丘作为中国古都、殷商之源的重
要价值。

商丘曾经是三个独立王朝的都城：夏朝的
第五代王相（儿子为少康，曾发明米酒）曾迁
居商丘；商朝的建立者商汤曾在商丘建都立
国，商汤都南亳，张光直先生认为商代都城在
商丘，只是由于黄河的堆积埋在了地下；南宋
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即位，商丘
作为南宋开国之都有一年多的时间。

商丘作为诸侯王国的都城，时间上有明确
记载的就有四个：作为周朝宋国的都城长达
754年；作为西汉梁国之都长达187年；作为两
汉之际的更始梁国之都存世 7年；作为东汉梁
国之都睢阳共计142年。

商丘是北宋的陪都：商丘是北宋时期重要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市。由于北宋开国皇帝
赵匡胤发迹于宋州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北宋
初年，北宋几代皇帝都不断以行政手段提升商

丘的文化政治地位。
商丘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地位，主要体现

以下三点：
一是商丘是殷商文化之源。商的始祖契所

居之商就是今天的商丘；商先公的主要经营地
在商丘一带；商先公曾八次迁徙，其中五次与
商丘有关。商丘是商族的发祥地、是商业的发
源地、是商朝立国的主要根据地。

二是商丘是儒、道、墨三大学派的产生地
或主要传播区。商丘是中国历史古代早期的政
治中心，也是思想文化中心。儒、道、墨三家
的创始人皆出身于宋国或其附近地区，宋国文
化的传播和发展对周代的文化繁荣和诸子百家
学派的形成都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

三是商丘在唐、宋和明、清等多个朝代有
重要的历史地位。唐代睢阳保卫战使叛军再也
无力南下，唐朝天下得以保全全仗睢阳城坚守
10月之久；宋代的商丘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
位，不仅是陪都和政治中心之一，而且是经济
中心和教育文化中心；明清时商丘称归德府，
商丘归德府古城是目前世界上现存的唯一的一
座集八卦城、水中城、城上城为一体的大型古
城遗址。

商丘是殷商之源，也是重要古都
——访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朱凤祥

本报记者 白 鹏

商丘市博物馆馆长王良田在最近召开的商
丘殷商文化研究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和一届理事
会上，当选为首任商丘殷商文化研究会会长，
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良田激动地说：

“我有幸当选为第一任会长，非常感谢领导和
同志们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有着前所未有
的压力，同时作为一名文物考古工作者，我感
觉担任这一职务有着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王良田说，众多的文献记载，先商起源
于商丘，我们宣传起来为什么底气不足，主
要原因是没有足够多的实物依据，为什么证
据实物少呢？当然原因之一是商丘地处黄泛
区的重灾区，从汉代以来，尤其是北宋以
来，无数次的黄河泛滥，彻底改变了商丘的
地形地貌，把历史文化遗存深深的埋在漫漫
黄沙下，例如，大运河商丘古城南关码头遗
址，废弃于南宋初年，深度在 4.5米以下，更
不用说早期遗存了。考古工作比较难做、做
的较少也是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
们的专业人员队伍太少，调查发掘的少，没
有一个业务团体集中组织引导大家开展研究

工作，研究工作差距还很大。
谈到商丘成立殷商文化研究会的重要作用

及深远意义，王良田认为，第一，为商丘开展
殷商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依靠这个平台
立足商丘，团结商丘有志于文化研究特别是殷
商文化研究的人员队伍，编制研究课题和拟订
近期和中长期研究规划，开展研究和交流，出
版展示研究成果，促进研究工作更规范有序；
第二，依靠这个平台，吸引更多的省内外的专
家学者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商丘的文化工作，特
别是殷商文化的研究工作；第三，可以更有力
地推进商丘的殷商文化研究工作。市委、政府
高度重视文物工作者队伍建设，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驻商丘工作站和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
文物局重点实验室驻商丘工作站很快就能投入
使用，我们希望在商丘还能建立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驻商丘工作站。

王良田最后表示，一定团结理事会全体人
员，和所有会员一道，团结奋进，刻苦敬业，
决不辜负市委、市政府的希望和重托，变压力
为动力，全力做好研究会的各项工作。

乘势而上全力做好商丘殷商文化研究工作
——访商丘市博物馆馆长王良田

本报记者 李艾凌

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李可亭
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商丘地方历
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学术成果丰硕，谈到殷商
文化研究，李可亭教授重点讲到要有“四个注
重”：

一、注重概念的解释和运用。在殷商文化
研究中，首先应搞清一些概念，其中最重要的
概念就是“商”“殷”“殷商”。“商”，有“先商”和

“商朝”之分，“商朝”又有早、中、晚之分。学术
界把商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期称为先商时期，
把商汤之前的先辈称为商先公或商先王。先商
时期包括商部族的发源、兴起、迁徙等内容。商
丘是商部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商先公王亥
时，中华商业诞生。商汤灭夏，建立商朝，都亳。
这个亳，指南亳，在今商丘市虞城县谷熟集西
南35里处，也就是说商朝是从商丘开始的。商
朝时期，五次迁都，盘庚迁到殷地，人们就把国
都所在地的名称代替这个朝代的名称，从而称
为“殷”或“殷商”。《史记·殷本纪》之“殷”，《诗
经》“宅殷土芒芒”之“殷”，都是泛指殷商，这
样，“殷商”的范围就泛化了，不仅包括商朝，还
向前延伸到先商。“殷”与“商丘”地名没有关
系，但与商朝历史有关系。

二、重视学术界研究成果。殷商文化研究，
文献资料丰富，前人着力很多，加上甲骨文的
发现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很多问题已
有定论。我们今天开展殷商文化研究，一是传
承，二是创新，三是扩大成果。但在基本史实、

基本概念的解释和运用上要慎重，不要越出学
术的规范和已有的定论。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
和新的甲骨文识读的情况下，不要轻下结论，
不能轻言“创获”。我们要了解殷商文化研究的
历史和现状，做到心中有数。

三、注重考古发掘工作。在殷商文化研究
上，商丘要取得创新性的成果，目前最急需的
是考古的新发现，这是症结和瓶颈。作为殷商
的都城，安阳和郑州均进入了“八大古都”系
列，商丘虽然是商朝最早的都城，并且作为都
城的时间也很长，也有文献资料的证明，但南
亳遗址没有找到，其它相关的考古成果少，所
以，在“双重证据法”上，商丘急需考古的新发
现。张光直带领中美联合考古队发现了宋国故
城遗址，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南亳距此不远。
另外，即便因为淤埋过深找不到南亳遗址，但
如能找到相关、相近的考古文化也是很好的收
获。在考古发掘工作上，我们要有大动作。

四、注重开放与合作。开展殷商文化研究，
要有开放与合作的心态。这里的开放与合作，
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考古发掘、多学科、成果
运用和心理心态上。要切实加强与省内外、国
内外高校、研究机构、考古机构的合作。

李可亭教授最后说，研究殷商文化，既是
商丘的需要，也是学术界的需要，更是落实习
总书记讲话的需要。我们要树立信心，下大气
力，团结合作，交流借鉴，在现有研究的基础
上，实现新突破。

殷商文化研究要有“四个注重”
——访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李可亭

本报记者 李艾凌

谈到对殷商之源和殷商文化的研究，市
政协文化和文史委主任、高级经济师赵杰对
记者说，“商丘地处中原，古为豫州之地。这
里土地肥沃，交通便利，适宜人类繁衍生
息，故此产生了以殷商文化为代表的灿烂文
化，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圣
贤文化的根脉之地、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总结
的那样，这里有‘先王之遗风，厚重多君
子。’从殷商文化影响的范围和时间上看，我
们挖掘研究和传承创新殷商文化不仅具有地
域性，有利于促进商丘历史文化研究和旅游
事业发展，而且还具有全国的整体性，有利
于增强人们的民族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商丘作为殷商文
化之源，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中占有独
特的优势，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赵杰说，殷地是华夏民族较早的居住地、
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从有文字记载至今已有约
4000多年的历史，泛指淮河以北、黄河以南的
广大地区，是殷商部族的主要活动区域。《诗
经·商颂·玄鸟》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
商，宅殷土芒芒。”这说明殷是商部族居住的地
方。商丘是殷地的一部分，早在上古五帝之一

的帝喾就开始居住生活在这里，并将其都城亳
建在这里。成汤伐夏后在这里建立了我国第二
个奴隶制国家——商朝，国号是“殷”，在《史
记》中有殷本纪而不称商本纪。为了避免水患
和政治管理的需要，殷朝多次迁都，到第18任
王阳甲时已将殷都迁到非殷地的黄河以北的奄
（今曲阜），在第19任王盘庚时又将殷都迁回原
祖居殷地亳，史称“盘庚迁殷”。殷朝到第 25
任王武乙时又将殷都迁到黄河以北的北蒙，即
现在安阳的小屯，此后北蒙就改称为“殷”，从
此殷朝的都城就以国号“殷”而代之，直到第
29任王辛纣殷朝灭亡。在1928年安阳小屯发现
殷都城遗址，故称之为“殷墟”。

赵杰认为，由于殷地是华夏民族重要的发
祥地之一，是殷商民族长期居住地，其“殷”
字的含义十分丰富，它集中体现了殷商群族所
创造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精髓。商丘作殷商之源
包括先殷商时期、殷朝时期和殷宋时期约 1800
年的历史，在其间创造了灿烂的殷商文化，比
如“中庸之道”“五伦之教”“以物易物”“治国
如烹”“仁德文化”“仁义之师”等。殷商族光
辉的历史成就从其创造并不断完善发展的殷商
文化中找到答案。文化作为民族的灵魂，对民
族的兴衰存亡意义深远。

商丘作为殷商之源创造了灿烂的殷商文化
——访商丘市政协文化和文史委主任、高级经济师赵杰

本报记者 李艾凌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9月考察河南时指
出，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商丘是
商部落的肇兴地，是商业的发源地，是商朝最
早的建都地，也是殷商后裔的主要聚居地。殷
商文化是我们商丘文化的根脉，也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传承殷商文化，
是我们商丘学界每一位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和义务。”商丘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王增文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王增文说，殷商文化研究就学界来看，
主要包涵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甲骨文研究、
商史研究和殷商考古。对于商丘殷商古都来
说，最重要的是考古挖掘。说商丘是商朝最
早的建都地，文献资料的考证已经不少，缺
少的是地下文物的证明。殷商文化应该是商
丘历史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符号，因为我们商
丘的历史文化始终是和殷商文化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周朝以前的商丘文化主要就是殷商
文化，周朝以后的商丘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也是对殷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作为商丘
高校的一名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和
地方文史研究工作者，我将一如既往地认真
学习和研究商丘历史文化，并且要尽量将殷
商文化作为自己关注的重点。

王增文教授退休之前在商丘师范学院工
作，退休之后又先后到商丘工学院和商丘学院
两所民办高校发挥余热。商丘的这三所学校都
属于地方性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王增文说，
高校的基本职能就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
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而地方性应用型本科
高校更要体现两个“突出”，即突出为地方经济
和社会发展服务，突出为地方培养高素质的应
用型人才。同时高校要想办出自己的特色也大
多是从传承地方优秀文化入手，高校教师尤其
是文科教师也往往会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突
出地域特色。我曾围绕商丘的历史文化当然也
包括殷商文化，陆续撰写了 40多篇学术论文
发表在《商丘师范学院学报》和其他学术期刊
上。在这个基础上，我还陆续编写了《商丘古代
文学研究》《商丘文学通史》《商丘古代文学史
稿》等几本书，当然也会有意无意地将商丘的
历史文化融入到课堂教学中。这几年在商丘学
院工作，我还主动申报开设了商丘地域文化研
究这门全校通识选修课程，自编了《商丘地域
文化研究》讲义，从殷商部落文化讲到明清雪
苑社，受到了学生的欢迎。王增文最后表示，以
后会在传承殷商优秀文化、培养服务地方优秀
人才方面再作新贡献。

传承殷商优秀文化 培养服务地方优秀人才
——访商丘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王增文

本报记者 李艾凌

“殷商文化，是商丘地区出现的较早的地
方文化形态之一，与火文化、宋文化、汉梁文
化、古都城文化等一起构成了商丘的文化品
牌。殷商文化研究会在商丘成立反映了商丘地
方政府对殷商文化研究的高度重视。”商丘师
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陈功文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陈功文认为，研究殷商文化首先要对其科
学内涵进行合理界定和科学把握。只有这样，
才能使研究者清楚自己的研究任务。一直以
来，人们认为商丘是“三商之源”。在商丘研究
殷商文化，是不是仅仅针对“三商之源”进行讨
论，还是要兼及其它？如果要兼及其它，那又包
含哪些任务？这些都是研究者首先必须要弄清
楚的问题。

其次，对殷商文化的科学内涵进行合理界

定和科学把握，也能让大家明白殷商文化的特
点，知道殷商文化是先秦文化的缩影，生成早、
内容丰富、博大精深、辉煌灿烂、风格独特，是
全人类文化的瑰宝，并对后世文化产生了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

再次，对殷商文化科学内涵进行合理界定
和科学把握，要能让大家知道殷商文化是一种
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资源，是与火文化、宋文
化、汉梁文化、古都城文化等一脉相承的独特
的地理、历史与人文积淀，一定意义上是商丘
历史文化的代名词。

陈功文说：“对殷商文化的科学内涵进行
合理界定和科学把握，是商丘殷商文化研究会
必须面对、重视与解决的问题。只有做好了这
件工作，才能有效合理地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才能避免研究工作中的交叉与重复。”

要科学合理界定殷商文化的内涵
——访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陈功文

本报记者 白 鹏

“中华文化 5000 年，3500 年文化中心在河
南。中华5000年文明史是不断代的历史，夏商断
代历史现在还没有完全厘清。商丘殷商文化研究
会的成立对商丘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
建设有重要的作用。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
于安阳。商丘的城市名片确立为‘殷商之源、通达
商丘’意义重大。”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
员、市文物局局长刘昭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刘昭允谈到，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确实有众
多文献记载，而且文献记载有很大的可靠性。有
关文献记载的搜集目前还不全面、研究还不深
入，有关的神话传说有待进一步梳理。殷商文化起
源于商丘的考古调查还需要推进，商丘需要更多
的考古发掘的实物来验证文献记载。我市已与省
级文物考古部门进行对接，包括宋国故城进一步
发掘在内的文物考古的前期工作目前正在进行。

宋国故城是20世纪末期被考古发掘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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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

延续了殷商文化，宋国故城的确定为寻找早商都
城南亳和先商都城、聚落遗址提供了极有意义的
线索。宋国故城应尽快进行进一步考古发掘，为
遗址的保护利用提供考古资料。今后，我市将依
托宋国故城建成考古遗址文化公园，成为一处文
化景观，从而丰富商丘古都城的内容。依托上级
考古研究机构及高校考古专业，在商丘联合开展
考古调查，组建商丘文物考古研究院，并推进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商丘设立城市考古与保护研
究机构。

刘昭允认为，商丘殷商文化研究大有可为，
今后的研究前景可从以下几点着力：一是促成包
括宋国故城、南亳故地等在内的进一步考古发
掘，争取有更多的殷商文化考古成果在豫东商丘
大地上涌现。二是设想定期举办殷商之源文化论
坛，推进殷商文化研究推陈出新、繁荣发展。三是
筹备建设殷商文化专题博物馆，成为“殷商之源、
通达商丘”传承数千年殷商文化的重要实物见证
和文化景观。

商丘殷商文化研究大有可为
——访市文物局局长刘昭允

本报记者 白 鹏

“商丘是古代东方民族‘商’的发祥地, 商
民族的始祖契就诞生在这里。从现有的文献资
料可以得知，‘商’是先以族名，后为地名的。在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大邑商’‘邑商’

‘商’的名称, 据考证，这些指的同是商丘。契
就是商族人的始祖，商丘是殷商之源。”商丘师
范学院商文化研究所所长、副教授王小块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王小块认为，商族的起源与《诗经》中“天
命玄鸟、降而生商 ”的记载密切相关。商是怎
样得来的呢？“天命玄鸟”，是宋国大夫正考父
在歌颂自己的祖先时讲的。正考父认为，宋的
始祖即是商，而这个商又是上天命令玄鸟降到
人间，使简狄生下的。在远古氏族社会存在过
图腾崇拜的现象，商族的图腾崇拜就是玄鸟。

为什么商族为子姓呢？这是因为契是由他
的母亲简狄吞食鳨子致孕而降生的。鳨就是
燕 ,是我国北方尤其是黄淮流域常见的一种
益鸟, 与生活在这一带的商族的生产生活有

着密切的关系 ,被商族奉为本族的图腾和保
护神。它春分时节来，在人们的房檐下筑巢乳
雏。商族男女在仲春燕子来临的时候, 就到效
外的旷野中举行求子生育的祭祀活动, 而在
这个时期怀孕所生下的儿子，他们称之为玄
鸟（燕子）所生，所以商族便为子姓。

契是商族人的始祖，主要职责是司徒。从
有关记载来看，契的出现与有娀氏女简狄、高
辛氏、玄鸟、商有着紧密的关系。契的母亲为有
娀氏女简狄，传说其父为高辛氏帝喾。契的出
生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其母简狄所在的有娀
氏部落尚处于母系氏族，自契开始的商族步入
到父系氏族时期，而有了商族世系，是商族受
封的第一人。契在舜摄政时期曾帮助大禹治水
有功，后被授予司徒一职，作为商族始祖的契
的职责是“敬敷五教，在宽”的司徒。由于契忠
于职守，有功于民，而被舜封于商，由此繁衍
出了商族一系，成为商族人的始祖。

契是商族人的始祖，商丘是殷商之源
——访商丘师范学院商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小块

本报记者 白 鹏

（本版文字统筹：李艾凌 李道军）

微笑颔首、闲庭信步……位于
上海市武康路 113号的巴金故居，
11 月 25 日迎来了一座高达 2 米多
的巴金先生铜像，人们竞相向巴金
先生铜像敬献鲜花。

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 115 周
年。上海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这位文
坛巨匠。除由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
象群雕塑的巴金铜像落成之外，巴
金故居、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文
学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温暖的
友情——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展”
也在上海徐汇艺术馆举行。

这一展览共展出巴金与鲁迅、
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叶圣
陶、冰心、沈从文等四十余位友人
（及其家属）的往来手札。从最早
的 1936年 2月 4日鲁迅致巴金书信
起，展出手札时间跨度近 60 年，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首次对公众展
出。

“巴金先生：校样已看迄，其
中改动之处还不少，改正后请再给
我看一看。”这是鲁迅的叮嘱；“久
不通信，但知近况佳胜，精神焕
发，甚佩甚慰。”这是来自茅盾的
久别问候；“巴金兄，明天中午在
全聚德请您吃烤鸭。”这是老舍先
生发起的“饭局邀约”……这一展
览以巴金及其友人捐赠给中国现代
文学馆的部分手札为主，与作家简
介、交往照片、赠书、赠物等相互
参照，展现他们宏大精神世界的侧
影，令观者犹如看到了“巴金先生
的朋友圈”。

上海举办纪念巴金先生
诞辰115周年活动

初冬岁寒，有朋自暖。“中国
诗歌万里行·走进羊楼洞”活动，
11月 26日在“万里茶道源头”湖
北赤壁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诗歌
名家及青年诗人一行 40余人，在
初冬的细雨中来到羊楼洞古镇，访
老街、话诗歌、品砖茶。

位于鄂南群山之间的羊楼洞古
镇，是著名的中俄万里茶道的重要
起点。从这里出发，产自湖北的青
砖茶远销蒙古、俄罗斯等地。古镇
中，以明清建筑为主，街面以青石
铺设，青石板上，依旧留有当年运
茶的独轮车所碾出的凹痕。诗人们
行走其间，并来到阜昌茶庄、新泰
茶厂等老商铺，以及新建的卓尔万
里茶道博览中心，品味砖茶，回望
数百年间的茶市兴衰。

据了解，“中国诗歌万里行”
是一项大型公益诗歌文化工程，由
国内诸多诗歌报刊共同主办。

（据新华社）

“中国诗歌万里行”
走进“万里茶道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