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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一、天命玄鸟，降而生
商：“商”意味着什么？

商是中国的“三代”——夏、
商、周中的第二个朝代，这“三
代”标志着中国史前时代的结束和
文明时代的开始。但是商朝是谁？
或者也许更准确地讲，商这个名字
意味着什么？商是商族用来称呼他
们祖先的都城的地名，商以后的周
人则把住在绕以城墙的都城里行使
权力的王朝统治者称为商。

商，在周代文献中首先是取得
了王朝地位的王室的名字。这个名
词开始是被商王室统治的国家的称
号，然后被推而广之用来称呼商国
人民和其他与商同时的国家人民所
创造的文明。商也用来称呼中国历
史上被商王朝统治的那一时代。

当代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人
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所著
《商文明》一书《绪论》里最开头
的这两段文字开宗明义的提出了

“商朝是谁”、“商这个名字意味着
什么”的重大问题。

商是一个有文字的文明，但是
随着王朝的灭亡，王室的档案即使
有些在王都毁灭时幸存下米，也逐
渐散失了。到了差不多 600年后，
孔子感叹道：“夏礼吾能言之，杞
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
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
之矣。”

公元前 1世纪，当司马迁开始
编纂《史记》时，他能够利用的关
于商代历史的文献已经很少了；
《殷本纪》 只是一个光秃秃的轮

廓，包括王室世系和一些史事。在
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点贫
乏的关于商代的史料是我们争论的
全部内容。中国学者在研究这点幸
存的史料的过程中，形成了久远而
详细的史学理论传统。

关于商代的唯一重要历史文献
是司马迁所著的 《史记·殷本
纪》。商王室来自子姓氏族，其神
话中的始祖是契。《史记·殷本
纪》 是以记述契的诞生开始的：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
为帝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
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
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封于
商，赐姓子氏。”这一关于子姓氏
族祖先的神话，也见于《诗经》。
吞鸟卵降生的神话主题，在早期历
史时代广泛存在于中国东部的海滨
地区。

商王朝的始祖契传说居于商。
王国维令人信服的考证，商在河南
东部，今商丘附近。这一观点已被
现代的历史学家广泛接受。

一个“商”字，我认为它有四
层含义：地名、族名、国名、朝代
名，即商地、商族、商国、商朝，
而后又引申为商业、商人、商品的

“商”。

二、寻商探宋，追梦未
已：张光直与商丘地区早商
文明探索

豫东地区素以黄泛区著称，自
北宋末年至清咸丰年间频繁的黄河
泛滥，导致上游的大量泥沙淤积其
上，致使大量的史前时期和历史时
代的文化遗址被淹。现代考古学在
中国兴起之后，曾有学者根据传说
和文献记载，专门跋涉于该地区进
行调查和试掘。面对当地自然环境
的变迁，研究者每每感叹工作难度
之大!

据史籍记载，商丘一带是商王
朝的发祥地。为探索先商和早商文
化的起源和发展，1936年 10至 11
月间，河南古迹研究会李景聃等人
曾在商丘一带作过考古调查；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河南省考
古研究机构的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商
丘地区进行了多次的调查和发掘。
长期以来人们抱着探索先商文化的
高度热忱来这里，但经过多次探索
却未见先商文化踪迹。

张光直根据古籍和近代学者的
考证，认为商丘是商昭明以降十一
个先公先王的经营地。张光直认为

“先商”文明，即是汤建立商朝以前
的商文明。可以肯定殷商文明有一
段先商时代，是汤以后文明的前身。

张光直确信先商文化都城或聚
落甲骨文所称的大邑商应在商丘。
当时，北京大学邹衡先生已经提出
了极具影响的商文化起源于豫北冀
南的学说，已有学者在商丘地区作
了一部分野外考察发掘，并未找到
类似豫北冀南地区的“先商文化”。
但张光直仍然相信豫东地区是商文
化的重要源头。他认为商丘地区没
有发现大的早商或先商时期遗址，
可能是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中国

古代都城原本建在低平地带。鉴于
自北宋末年（或南宋初年）至清成丰
末年的黄河泛滥，商丘一带黄沙淤
泥普遍厚达十米许，故即使古代的
商丘，丘陵起伏，有平地有高岗，在
这种地形上的城址亦尽被填平覆
掩。他深知像东的考古工作极为艰
难，仍然动议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合作组成中美联合考古队
在商丘进行多学科的田野调查。

张光直坚信通过田野调查和发
掘，最终可以在豫东地区找到与商
族起源相关的考古资料。正是在这
种背景之下，张光直提出了“中国商
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豫东计
划”）的课题，并组建中美联合考古
队。课题自1990年启动，直至2000
年项目组最后一次终结豫东考古活
动，“豫东计划”受到广泛关注。“中
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项目是
1949 年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
中外田野考古学合作，虽然没有达
成找寻商城的预期目标，但仍产生
了众多创造性成果。以商丘潘庙、
虞城马庄和柘城山台寺三处遗址的
发掘为基础，结合豫东地区其他考
古工作成果课题组建立起该地区史
前仰韶时代至岳石文化时期之间的
考古学文化序列。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在张光
直先生的极力倡导下，中美联合考
古队曾多次来商丘地区进行考古田
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力求寻找殷商
文化的前身。经过数年的田野工
作，没有寻找到典型的先商和早商
文化遗存，而在当时的商丘县城附
近发现了一座东周时代的古城址，
根据城址规模和城墙内的出土文
物，再结合文献记载，推断该古城
址为宋国故城。

中美联合考古队发现的宋国故
城，是“豫东计划”一个重大发
现。1996 年春，中美课题组对老
南关周围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地质考
古钴探，最终在商丘老南关钻探出
一座古城。古城呈平行四边形，占
地面积10.2平方公里，可确定系春
秋时期的宋国故城，但城墙下部最
早的墙体的年代很可能早到西周或

者更早。这座古城很可能与商王朝
末年微子封宋有关。

寻商探宋，追梦未已。
2001年 1月 3日，张光直先生

与世长辞。张光直生前一直热切地
期望能在商丘找到“商城”。商丘
的商宋文化，源于殷商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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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之源”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的重要地
位，逐渐为世人所知。

三、考古再启，追梦不
止：宋国故城考古发掘重新
启动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视察河南时作出“殷商文化起源于
商丘”的重要论断，这是商丘世代
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财富。

2021年是仰韶遗址发掘100周
年,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
年。2021 年 5 月 20 日，宋国故城
考古发掘启动仪式举行。重新启动
的宋国故城考古发掘项目，得到了
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社科院考
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方
科技大学、河南大学共同参与。本
次宋国故城考古发掘现场位于睢阳
区老南关村附近。重新启动的宋国
故城考古发掘项目是继上世纪 90
年代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地区进
行考古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之后，
正式开展的又一豫东大型考古勘探
发掘项目。

宋国故城发现的一个意义是，
有可能使两周时期豫东地区的古遗
存与商王朝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本次考古发掘领队、原中美联
合考古队中方队员、南方科技大学
讲席教授唐际根介绍了本次宋国故
城考古发掘方案。方案比较清晰地
勾勒了宋国故城考古发掘的考古研
究、古环境研究、保护利用、宣传
展示等四个方面的目标。

唐际根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考
古发掘的考古研究目标。一是揭示
商丘“多城相叠”现象，这也是本

次考古发掘的基本目标。考古发掘
要揭示宋襄公、梁孝王、宋高宗的
都城和现存归德府城的“多城相
叠”现象。二是找到城墙基槽，找
到城内的古地面，探索宋国故城的

“始建年代”及“历次改修年代”。
三是寻找宫殿、宗庙等大型建筑遗
迹，探索城内布局。

唐际根认为无论最终能否找到
“先商文化”，通过进一步调查和发
掘找出豫东地区完整而细密的古文
化序列都是有益的。“只要序列完
整建立起来，商文化和比商王朝更
早的先商文化一定会反映到这条完
整序列上，下一步任务只要从中辨
识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
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星灿认
为，国家文物局已经批了这个考古
项目。现在批了一年，今后可能最
少要做三到五年，考古发掘一定要
做长期规划。

“宋国故城的始建年代如能解
决意义重大。先商、南亳有没有可
能找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城墙走向、城内布局、城摞城关系
等不是短期能解决的，要做好长期
考古发掘的打算，要有长期保护利
用的打算。”陈星灿说。

从“寻商探宋”到“殷商之
源”。没能在商丘找到先商都邑遗
址，成为张光直的一大遗憾。

张光直先生和张长寿在执笔发
表于《考古》1997年第4期的《河
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
报告》一文中这样写到：“下步的
工作一方面是从龙山文化向下走，
走到殷商文明的巅峰，另一方面是
从宋城往上推，一直推到岳石和龙
山文化，在推的过程中也就将早商
和先商给挤出来了。如果能找到商
城，在商城里面找到商王朝精美的
手工艺术品、青铜器、玉器、基址
和祭祖的档案等重要文物的可能性
是存在着的。”

时隔 20 年，宋国故城考古发
掘项目在商丘重新启动。何时能揭
开商丘“殷商之源”数千年的神秘
面纱？让我们共同期待……

“寻商探宋”话沧桑
本报记者 白 鹏

文化时讯

以前，在我们商丘城里，有
三座关羽的庙。

一座在一进西门往南，西马
道南一街和西马道南二街交会
处。传说，侯方域给宋权开玩
笑，在宋权过生日的时候，差人
给他送了一块匾，上写“三国一
人”四个大字，讽刺宋权原来是
明朝的大臣，降过李自成，又降
了清朝。宋权出来迎接，掀开红
绸一看，立即明白，马上对来人
说：“你们送错地方了，关爷才是
三国第一人，应该送到西边的关
爷庙里。”侯方域的下人不知道事
情的真相，就把这块匾送到关爷
庙里了。这块匾挂到那里以后，
人们就把这座关爷庙叫“三国一
人”庙了。

我认为，这块匾不是出自侯
方域之手，侯方域是不可能和宋
权开这样的玩笑的。侯家和宋家
关系很好，侯方域和宋权的儿子
宋荦，关系更好！他们都是雪苑
六子社成员。宋权过生日，侯方
域一定会亲自登门拜寿，哪能只

让几个下人去送一块光秃秃的
匾？这 太 不 礼 貌 了 ！ 我 认 为 ，
是有人对宋权降清有看法，借
侯方域之名办的这事。当时，
对宋权有看法的人不少，有很
多讽刺宋权的故事流传，我现
在还知道呢。我没有见过这块
匾，即使落款是侯方域，也不是
他的真迹。

还有一座关羽的庙在大隅首
往东，凤池街北头路西，这座庙
小得可怜，只能进去一个人。因
为房子上面的瓦只有五垄，人们
就叫它五垄关爷庙。

一进西门往北，西马道北一
街和西马道北二街交会处，靠着
城墙，还有一座关羽的庙，因为
庙里的关羽是白胡子，人们就叫
它白胡子关爷庙。很奇怪，别的
庙里的关羽都是黑胡子，人们都
知道，还没有等胡子长白，关羽
就被孙权的手下杀头了，咋会有
个白胡子关爷呢？

关羽是东汉末年河东解人，
就是现在的山西运城解州人，字

云长。因有人命，逃亡到涿郡
（在今河北省），结识了刘备和张
飞，亲如兄弟。刘备招兵买马
后，被任命为別部司马。建安五
年 （公元 200 年），刘备败给曹
操，逃亡到袁绍那里去了，关羽
被曹操活捉，投降了曹操。曹操
没有杀他，还任命他为偏将军，
用很高的礼仪对待他。因斩颜良
有功，曹操上奏朝廷，封他为汉
寿亭侯。关羽斩颜良报了曹操的
大恩后，又回到了刘备那里。几
年后，刘备得到江南诸郡，任命
关羽为襄阳太守，督荆州事。建
安二十四年 （219 年），拜为前将
军。秋天，大雨连绵，汉水泛
滥，曹操部队全部被淹，大将于
禁投降关羽，关羽威震一时。

孙权想友好关羽，派使者为
其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关羽辱
骂使者：“虎女焉能配犬子！”孙
权非常生气，用吕蒙计，袭破荆
州，杀了关羽和儿子关平。孙权
派人把关羽的人头送给曹操，曹
操在洛阳厚葬了关羽的人头，才

有了后来的关林。
由于小说 《三国演义》 尊刘

贬曹，大肆抬高刘备和关羽，再
加上根据小说改编的戏剧和评
书，很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所以
关羽家喻户晓，老少皆知。

所有的皇帝都提倡忠君，都
大肆宣扬关羽对刘备的忠，大封
关 羽 ， 关 羽 的 地 位 由 “ 侯 ”

“公”“王”，上升为“帝”。特别
是清朝，顺治、康熙、光绪朝，
分别三次为关羽加封，一直封
到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
国佑民精诚绥靖羽赞宣德关圣大
帝”，长达 26 个字。各地都为关
羽建庙，有的庙规模宏大，气势
雄伟。关羽还成了许多行业的佑
护神，有资料显示，以关羽为保
护神的行业多达 22个。昔日不过
是一名普通战将的关羽，却被尊
为“武圣”！

其实，关羽的许多动人故
事，都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演
义出来的，如桃园三结义、温酒
斩华雄，实际上，华雄是被孙权

的父亲孙坚斩杀。诛文丑，文丑
是在官渡之战死于乱军之中的。
还有挑袍、过五关斩六将、华容
道、单刀赴会等等，都是作者编
的，关羽明明投降了曹操，作者
还硬美化他降汉不降曹；就连关
羽使用的大刀，也是编的，关羽
投降曹操后，曹操派他迎击袁绍
的大将颜良，关羽“策马刺颜良
于万军之中，斩其首还。”他是先
把颜良刺死后，再割下其头返回
的。“刺”！用什么刺？能用“刀”
刺吗？人们一看就明白了。

关羽忠于刘备，但是，傲慢
同僚，轻视下属，轻视对手，论
人品也远非完人。刘备败给吕布
后，投靠曹操，曹操带着刘备和
关羽，围吕布于濮阳，那时，秦
宜禄为吕布求救于张杨，曹操一
行就去攻打秦宜禄。以前，刘备
投靠吕布时，关羽在吕布那里，
可能见过秦宜禄的妻子，或者是
听说过秦宜禄的妻子非常漂亮，
就对曹操说：“妻无子，下城，乞
纳宜禄妻。”其实，关羽有儿也有
女，他对曹操说了瞎话，曹操不
知道，答应了他。及至城门，关
羽又把“乞纳宜禄妻”这件事说
了一遍。曹操疑其有色，攻下城
后，没给他，关羽很生气。

关羽是被神化了的忠臣和勇
将，但是，实际上，不过是咱们
国家分裂时期的一个割据政权的
将领罢了。

商丘古城里的关羽庙
□ 沈其丽

古宋撷英

8月17日上午，在宁陵县法姬娜小区一位穿着红马
甲的志愿者非常醒目，他一边维护小区居民核酸检测采
样秩序，一边又对检测居民普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注意
事项。他就是宁陵县文化广电旅游局职工侯申贤。

面对当前疫情防控严峻形势，侯申贤再也坐不住
了，主动向领导请缨，到一线当志愿者去。领导劝
他：“老侯，你年龄大了，一线是最危险的地方，你还
是在单位做后勤工作吧。”侯申贤打定主意不松口，单
位领导知道他的心思和“倔脾气”，无奈地把他列入第
一批志愿者名单。

侯申贤在舞台上一直善长老生的扮相，他唱腔浑
厚，大义凛然，多扮演“包拯”等正面老生角色，生
活中不拘言笑，淡泊名利。同事们一看平日里面对荣
誉不争不抢的侯申贤，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紧急关
头，主动请缨，要去最危险一线工作，大家既敬服又
心疼，打趣他：老侯，你是上台唱戏，台下防疫啊！

自四十年前，侯申贤进入宁陵县剧团以后，他把
满腔的热情和干劲都投入到了剧团里。2013年以来，
他带领剧团的同事们开展“舞台艺术送基层”活动，
每年下乡演出 300多场，2014年最忙的时候，一年下
乡演出达到 510 场。节庆假日，寒来暑往，白天黑
夜，他和同事们的身影一直都闪现在最基层的乡村
里，他浑厚有力的唱腔响彻了宁陵农村的每一个角落。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他编排了剧目《长征
路上》，改编了穆青的作品《心上的树》。《心上的树》
获第八届戏剧黄河杯银奖。针对农村婚丧婚娶大操大
办的陋习，他适时编排《村长上吊》《儿女婚事》《公
园一角》《偏心妈妈》，教育基层群众红白事上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在全国扶贫工作如火如荼的开展期
间，他和同事们又加班加点赶排了《黄河故道梨花
开》，讴歌了扶贫人员深入一线帮扶群众脱贫的事迹。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黄河故道梨花
开》曲目在群众中反响强烈，好评如潮，获得了河南
省第十五届戏曲大赛金奖——文华奖。2021年，宁陵
县委、县政府给予侯申贤荣记三等功。

侯申贤：台上唱戏 台下防疫
文/图 吕忠箱 李娜

核心提示：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商”意味着什么？
商朝是谁？或者也许更准

确地讲，商这个名字意味着什
么？商是一个有文字的文明。
关于商代的唯一重要历史文献
是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殷本
纪》。商王朝的始祖契居于
商。王国维令人信服的考证，
商在河南东部，今商丘附近。
这一观点已被现代的历史学家
广泛接受。

寻商探宋，追梦未已：张
光直与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
索。

张光直根据古籍和近代学
者的考证，认为商丘是商昭明
以降十一个先公先王的经营
地。张光直坚信通过田野调查
和发掘，最终可以在豫东地区
找到与商族起源相关的考古资
料。张光直生前一直热切地期
望能在商丘找到“商城”。

考古再启，追梦不止：宋
国故城考古发掘重新启动。

2021年5月，宋国故城考
古发掘项目在商丘重新启动。
宋国故城要做好长期考古发掘
的打算。何时能揭开商丘“殷
商之源”数千年的神秘面纱？
让我们共同期待……

2021年5月，宋国故城考古发掘项目在商丘重新启动。 本报记者 白 鹏 摄

侯申贤(右一）在核酸检测采样现场维持秩序。

8月26日，夏邑县桑堌乡牛集村村民在展示有框
画。该村是全国闻名的框画生产专业村，在严格疫情
防控下，做到安全生产工艺品，确保市场供应。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8月21日，市作家协会文艺志愿者在睢阳区新华社区
核酸检测采样现场为市民服务。抗疫以来，我市文艺工作
者积极投身一线，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张晓红 摄

中宣部宣教局、中央网信办传播局、中央新闻纪录
电影制片厂（集团）和浙江省委宣传部近日联合启动第
五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微视频）征集展
播活动。

据主办方介绍，前四届活动共征集作品 1.2 万余
部，评选出优秀作品539部。

本次征集展播活动，将通过社会征集、地方选送、
部门推荐等方式，以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为主线，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聚焦全面开启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着力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
事，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
事，唱响时代主旋律，弘扬社会正能量，广泛传递向上
向善的道德价值追求，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
加深入人心。

活动详情请登录活动官网新影网（网址：http：//
www.cndfilm.com），征集日期截止到 2021 年 10 月 31
日。 （据新华社）

第五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题微电影（微视频）征集展播
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