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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解构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因素分析法进行探讨，梳理了该方法论的产生和运用史，总结其理论

内核和适用性，并对其运用原理进行了简要归纳。以二里岗文化的研究为例，针对学者们在考古学研究中

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时，因选取的文化特征的不同而产生的结果差异进行了详实论述，强调文化因素分析

法在研究不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时应该区别对待，研究复杂社会以及历史时期考古，应该着重文化特征的

共同性，同时不偏废差异性的特征，以期全面透彻地解决考古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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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ultural elemental method for re-constructing archaeological culture is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 

arguing with origins and application history of the method. The paper then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cor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method, aiming to understand how the cultural elemental method has functioned. Based on 

the evidence of Erligang culture, the author further synthesizes different conclusions drawn by picking up varie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ontained in the method used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fact, the cultural elemental 

method should be applied specifically depending on which period certai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belongs to. Given 

the historical times or complicated societies, the homogeneity of differe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ed in this 

theory should be highlighted, with this diversity considered as well. In this way, a series of fundamental 

archaeological issues would be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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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颇为常见。李伯谦认为它是考古学家在科研实践中逐

步探索而形成的一种方法论
①
。如果说类型学和地层学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文

化因素分析法就是研究考古学文化内涵的“利器”。相对于“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所体现的

建构思维，“文化因素分析法”则是一种解构法，她“拆解”了物质文化的内部结构，在认

识文化特征及其关联性的同时，考察组成这些考古学文化的细微因素，有的研究者认为文化

因素是“集合态”物质文化的原子状态
②
。 

由于物质遗存共同体的具体内容极其庞杂，对文化结构进行分析可使考古学文化的内涵

更具体化，从而便于理解和把握，进而研究和阐释复杂遗存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是考古

学的实质性问题。具体来说，文化因素分析法是探讨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属性、源流，进而

探讨相邻文化之间的关系，构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有效手段。 

一、文化因素分析法的应用史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已经有 90 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没有

文化因素分析法，就没有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今天。其 早应用一般认为始自安特生对仰韶文

化彩陶的分析
③
。上个世纪 30 年代，山东龙山文化发现后，我国考古学者开始自觉地尝试在

考古研究中利用文化因素进行分析。良渚遗址的发现者施昕更先生在《良渚》发掘报告中，



对良渚文化黑陶的陶质、陶色、纹饰和制法等与此前发现磨光黑陶的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对比，

推论良渚文化性质为黑陶文化类型、龙山文化的分支
④
。此后，该报告初稿的审核者梁思永

先生在其论作《龙山文化—中国文明史前期之一》中划分出龙山文化的三个区域类型，也是

分析比较了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地的陶器、石器和骨器等的形制
⑤
。 

20 世纪 60 年代苏秉琦先生的代表作《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发表
⑥
，再次对仰韶

文化内部不同类型进行分析，重新认识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的相对年代和性质，

同时注意到了与该文化渊源相关的一些遗址。伴随着郑州二里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的考古

新发现，研究者在感到欣喜同时，也对错综复杂的夏、商文化关系产生了纷争，这个时期文

化因素分析法有了更广泛的用武之地。1978 年殷玮璋在《二里头文化探讨》一文中以二里

岗遗址与二里头遗址的陶器组合差别为主要依据，提出了以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分界说为基

础的二里头遗址西亳说
⑦
。 

20 世纪 80 年代可视作是该方法的推广期和成熟期，俞伟超先生的《楚文化的研究与文

化因素的分析》一文中具体地谈到文化因素分析法在楚文化研究中的运用，除了分析该文化

区域类型的划分以外，在追溯楚文化的渊源以及考察各期的动态发展方面，他为这种分析方

法的适用提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⑧
。几乎同时，李伯谦教授综合文化特征确立了吴城文化的性

质、分期和内涵，在讨论该文化与商文化关系的时候，认为吴城文化甲组器物是该文化的主

体因素，乙组器物体现出与商文化的融合和碰撞
⑨
。此后他依据文化因素剖析了东周时期中

原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晋文化
⑩
，撰写了《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

○11
等一系列论文。在中国考古

学文化谱系基本清晰、考古类型学研究逐步深化的背景下，学者们佐以具体的研究案例将文

化因素分析法正式确立下来。 

回顾 20 世纪的探索历程，这个方法的运用得出过正确、但也有错误的结论，比如，早

期运用中即有李伯谦先生所说的“将凡是包含彩陶的遗存归入仰韶文化；凡是包含黑陶的遗

存归入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范围越搞越大”
○12
的问题。此外文化因素的分析主

要运用在先秦考古领域，有研究者就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文化因素分析起到的作用进行了梳

理，并以四川汉墓为例提议将该方法论用于分析文化分区、演变、发展、交流等方面，进一

步拓展了这个方法论的应用范围。时至今日，文化因素分析法还存在一些不够缜密之处，研

究者的探索仍在继续。在中国考古转型期亟需理论模式创新的形势下，对文化因素分析法重

新释读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文化因素分析法的理论内核 

纵观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发展历程，从否定仰韶文化“西来说”，到龙山文化的深入研

究，再到夏文化的探索以及早商、先商文化的界定等等，其运用关涉到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热

点问题，每一次探索都引起研究者笔下的纷争。文化因素分析法的应用范围也逐步扩展，从

对一个文化内部类型的划分及文化属性的区别，到研究一个文化 初的源头问题，甚至还运

用在分析一些反映古代社会精神层面问题方面。 

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李伯谦教授就提出文化因素的分析必须是以类型学的分析为前

提
○13
，有研究者将该方法与中子活化分析相结合，进而总结了与类型学（陶器为主）相关的

操作模式
○14
。如同探讨考古学是否认作一门独立学科一样，“文化因素分析法”作为用来解决

学科基本问题的方法论，同样面临着能否脱离考古类型学“母体”的问题，有研究者倾向于

把文化因素分析法独立为一种考古学基本理论，因为她的研究重点是比较，目的是了解考古

学文化的构成
○15
。目前，几乎没有人有疑问，这个方法有别于类型学，是考古学文化谱系研

究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的，但是她能否单独成为一种方法论还需要实践的检验。它的严

密程度尚有欠缺，它的运用还不成熟，它的可操作性还需提高。 

研究理论方法，必须要明确其成立的依据，才能抓住方法的内核，那么依据 为重要，



文化因素分析法的主要依据是什么？作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开放的考古学文化，

学者们就其内涵和特征会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在依据不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探讨其分析方法

很难达成共识，要确立文化因素分析法的操作模式也是不现实的。 

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剖析实际上是对特征相似遗迹和遗物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探讨。通常认

为一个结构稳定的考古学文化由遗物、遗迹、遗址三种基本要素组成，其中遗迹和遗物是

具个性的文化符号。遗物特征性要素包括器物的形制、纹饰、制作工艺等。以玉器为例，我

们需关注其发现的地点和位置，共出的器物组合，玉器的用料、形制、纹饰、制作方式（切

割、钻孔、打磨等）、玉料的来源和其承载的精神信仰等。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遗迹，一

般以建筑（或构筑）和墓葬为主，在考察中我们需要关注建筑（或构筑）物的种类、形制、

布局、朝向、建造方式及与其他遗迹的空间关系等。而墓葬则需要关注形制、墓向和头向、

葬式、葬具、随葬品的组合及其出土的位置和构筑方式、丧葬习俗及其承载的丧葬观念等。

对于遗址而言，因不同时期的遗址有着不同的特点，在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遗址的考察中，

我们需要关注各个遗址的等级、规模和文化内涵和不同功能区，聚落形态的发展演变等，而

高等级遗址（比如三代时期的都邑及历史时期的都城）还需要考察遗址布局与兴废，地域集

团整合以及与社会组织变化相关的文化特征。 

有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文化因素分析法的层次问题，当研究扩展到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

这个层次时，在同一个时期（或同时代）诸多考古学文化交错存在、交流频繁的地区，我们

需要对比不同文化之间双向的交流即包括吸收和输出两个过程，此外还需要考察地理环境的

差异、族群的迁入或迁出等因素
○16
。 

研究者对当代中国考古学的重新定位，走过了从描述静态的实物遗存向阐释动态的古代

社会发展变迁这一过程，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应用需要经过类似的历程。李伯谦在谈到文化

因素分析法应该注意的问题时，不止一次的提醒要从发展的角度，在分期的基础上，考察文

化因素构成的不断变化，进而弄清楚考古学文化整体的发展演化过程
○17
。以文化因素的角度

直接切入相对静态的遗存和文化群的同时，还必须关注时间和空间的动态变迁，只有这样文

化因素分析法所得出的结论才能更契合考古学文化研究的目标，用自己特有的语言书写“文

化历史”，进而揭示古代历史文化变迁背后的动因和规律。 

此外，有研究者提出精神领域能反映一个文化的本质特征，精神与物质能共同代表物质

文化的主体因
○18
素。美国新考古学派也将物质遗存的结构划分为经济形态类、社会组织类以

及精神产品类
○19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如果忽视分析精神领域的因素，也会是不全面的。 

文化因素分析的理论前提是“解构”物质文化，分析对象是文化特征解剖后不同方面的

细部因素。一个文化的整体性，即包括精神和物质方面的不同特征之间重要的关联性不能被

割裂。 

三、文化因素分析法的运用原理 

在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过程中，首先将某一考古学文化解构为若干特征，对文化特征的

选取直接影响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纵观欧美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历程，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

过程主义论，以及上个世纪末为弥补过程主义的弊端而产生的后过程主义论，在诠释考古遗

存背的后涵义、分析文化内部的发展动因，都对选取哪些文化符号（或特征）的问题展开过

深入的讨论，选取哪些文化符号（或特征）意味着是文化的共性还是差异性作为优先选项。 

一般说来，早商文化
○20
涵括成汤灭夏后商王朝早期的遗存总和，是相对于比较明确的以

殷墟文化为代表的晚商遗存而言的。实际上，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上层建筑领域的文化特征

往往共性较强，而以日用陶器为主要对象的分析方法一般更注重文化的差异性，究竟是强调

文化的同一性还是文化的差异性，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如果仅从陶器的演变和组合为主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对于研究青铜时代之前的考古学



文化多无问题。但就本文列举的二里岗文化来讲，中原腹地已经进入到青铜文明，我们应该

选取那些能代表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核心特征方面的因素来探讨，才能够解决深层次的考古

学问题，当代考古学研究的主旨思想——“透物见人”的目标，即从考古材料到古代人类行

为的推定才能实现。 

除了上文提到的共性特征和差异性特征的选取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即文化因素

的层次性。具体到早商时期中原地区 具代表性的二里岗文化而言，我们是以符合一个广域

王权国家文化内涵的动态演变为探讨对象，还是以一个普通考古学文化的特征为研究对象，

都与我们在探讨该文化时所选取的文化符号有密切关联。只有全面的考量文化的同一性、差

异性和层次性，同时关注考古遗存所反映的具有共同自我认同思想的族群体的思想观念，才

能更大限度地解释二里岗文化的形成及来源问题。 

四、以二里岗文化为例谈文化特征的选取 

二里岗文化在 1953 年始称“商代二里岗期”，她的命名及发现是在探讨商文化过程中以

殷墟为已知点向前追溯的，二里岗文化早期已经开始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相对稳定的陶器组

合。该文化在早商文化、夏商关系与夏商分界研究中，与二里头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对于两者性质及之间关系的认识除了受传统史观影响外，还受制于对两者之间文化特征

上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不同理解。 

（一）差异性	

目前的三代考古研究中，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是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是学术界

的基本共识，即两者有着不同的分布区域、不同的存续时间和特征明显不同的陶器群
○21
。该

结论是在数十年的研究中主要依据两个考古学文化典型遗址出土的陶器为研究对象，分析而

得来的。 

郑州一带是原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洛达庙类型）的分布地区。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

四期，该地区出现了包含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三种不同因素的陶器组合。在

先商文化的探索中，研究者们揭示出了商族自漳河流域南下，或绕道豫东并到达郑洛地区，

取代二里头文化的大体路线
○22
。商族可能来源于在豫北、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这一推论

是研究者们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以陶器群特征为主要依据得出的结论。此方面的研究颇多，

本文不再赘述。总之，利用陶器方面的特征进行文化因素的探讨，对于解释二里岗文化主体

人群的来源问题，无疑是成功的。 

但是，就目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来讲，二里岗文化所展现的是一个高度发达、超越自然

地理单元的早期国家，其文化面貌上与下七垣文化相去甚远。二里岗文化所显示的城池宫室

俱全、玉石青铜器规格较高，礼制社会较为发达的社会景象，远非来源于豫北、冀南地区的

下七垣文化所能解释的通。 

（二）共同性	

尽管学者们对二里岗文化的主体人群的来源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但截至目前为止，学

术界对于夏商分界问题、“早商”文化的具体指向尚未有一致的意见。这种分歧的出现，一

方面是由于对文献资料的选取和解读不尽相同，更重要的是考古发现所提供的证据性资料尚

不足以支撑解定性问题。尽管纷争依然存在，但研究者对二里岗早期出现的郑州商城以及偃

师商城的认识有诸多相似性。主流观点如“郑亳说”或者偃师商城“西亳说”均不否认他们

是商代某一时期的都邑，是二里岗文化的代表性遗址。我们拟从代表该文化的都邑遗址入手，

探讨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三个遗址城池的营建、布局与功能、宫室建筑、玉、

石、青铜礼乐器群、官营手工业作坊等文化特征以及彼此的关联性，同时关注这些物质遗存

可能显示的精神内涵的承继。 



由于考古发现的资料较为丰富，偃师商城向我们展示一个完整的宫城布局情况以及单体

建筑的细部特征。宫城区内发现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十数处，以轴线对称布局为基本特征兴

建有东西两组夯土建筑群，均由南向北依次分布。郑州商城的宫殿区位于其内城东北部一带，

略呈东西长方形，在宫殿区的边缘处已发现有夯土墙、石筑水道、石筑水槽和壕沟等遗迹，

或与宫殿区周围修建的城墙有关。而二里头遗址至迟在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已经增筑了宫城城

墙，将超过 10 万平方米的宫室群合围，城墙底部宽 2 米左右，建在先前形成的“井”字形

大路的内侧
○23
。在二里头遗址，二、三期之间建筑格局有显著的变化，但其总体布局仍然一

致，比如两个时期的宫殿区基本上保持了相同的方向和依轴线建筑的规划。就遗址规模及宫

室建筑群的布局来看，三个遗址无疑都有都邑特征，二里头遗址则占据了先声。 

二里头遗址的 4 号基址有建筑在夯土台基之上的殿堂，其与东西两侧的廊庑直接相连
○24
，

这种设计不同于二里头遗址同一时期的 1、2 号基址的形制。但是类似的形制出现在郑州商

城、偃师商城，其宫城内的诸多大型建筑基址可为例证；另外，洹北商城的 1 号、2 号基址

中能见到类似宫殿布局。 

在宫室建筑的营造方式上，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与二里头遗址也有相似的特征。郑州商

城 C8F15，先修建东西长方形基槽，深度一般在 1 米以上，然后在基槽内分层夯土填实，在

夯土层超出基槽后略扩大与加高，筑起高大的台基，再挖柱础坑，中置础石，立木柱， 后

填土夯实
○25
。在二里头遗址，因其早期修建有宫室、窖穴、灰坑、池苑等遗存，在二里头文

化第三期又兴建了一批大型建筑基址，如 1 号、2 号、4 号等，他们同样是先削平前期宫室

及相关遗迹，在夯筑填平过程中，以鹅卵石层垫底，再加净土平夯，进而逐渐形成夯土台基
○26
。 

偃师商城的池苑遗存位于其宫城北部。池苑区的总面积可达1万平方米，其主体部分是

以不规则的石块垒成的长方形斗状池坑，两侧通过明渠、暗渠与宫城给排水系统相连。人工

引水造景修建的池苑，其功能除了蓄水防火以外，还能调蓄宫城区旱涝期间水资源的平衡。

有研究者认为池苑区是供商王及贵族休闲娱乐的场所
○27
。同时代的郑州商城遗址也发现有长

方形斗状水池。它位于宫殿区东北角，附近有密集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整体而言，也是在

宫殿区的北部，与偃师商城水池的位置相仿。池坑底部平铺加工过的石板，斜坡状池壁用自

然石块砌筑
○28
。有的学者认为此时的池苑已具有一定规模、体系，推测之前应当有更原始的

○29

形态。新近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可将池苑产生的时间推至更早阶段，该遗址宫殿区3

号基址内发现的大型池状遗迹（D2HC）可为证据。3号基址是一座第二期修建的较大规模的

夯土基址，由至少三重庭院组成，其北院内发现有积水迹象的池状遗迹，面积颇大，叠压其

上的2号基址即是在该池状遗迹被填平夯实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
○30
。偃师二里头、商城和郑州

商城的大型水池均修建成规则的长方形，与宫殿建筑距离很近，融为一体，都是先确定了宫

殿区的统一规划后而开挖池渠。人造水池从二里头文化出现到二里岗文化似乎已成为宫殿区

布局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在宫室布局、单体建筑细部特征、土木高台建筑的营造

方式方面，均与能二里头遗址前后对应，略有变化，显示着他们在建筑理念、技术传统上的

共同性。 

郑州商城南关外铸铜作坊与郑州商城的始建几乎同时。有研究者认为，郑州商城的手工

业作坊均位于内城和外郭城之间，南关外、紫荆山北铸铜作坊前后相继使用。稍早的南关外

铸铜作坊的南部发现有壕沟，此种封闭作坊区的出现，让我们联想到二里头遗址南部的围垣

作坊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该作坊区的围垣设施又经过加筑。有研究认为，进入商代纪年

以后，二里头遗址手工业作坊仍继续进行铜器的制造。二里岗文化铸铜作坊的修建和使用都

受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官营手工业传统的直接影响。 

在丧葬习俗方面，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发现的酒器主要是鬹/盉、爵、觚的组合，而郑



州商城墓葬中发现的器物组合中，早期的酒器以爵和盉为主，晚期鬲式斝取代了盉，这种新

组合的出现可以说是对二里头式礼器组合的扬弃，也可以说是在吸收了二里头文化礼器制度

的基础上发展为带有商人特征的礼器组合。二里头遗址墓葬中出土了一系列镶嵌松石的牌饰，

其中一类绿松石牌饰据镶嵌在铜质底框上，另一类为无金属托类的绿松石牌饰。在偃师商城

遗址的墓葬中后者也有发现，且与二里头遗址有着相似的组合，即与铜铃搭配出现
○31
。二里

头文化的玉器主要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墓葬内，如圭、璋、钺、多孔刀、玉戈、柄形器等，

一般认为多用于举行祭祀或某种庄重的仪式中使用。郑州商城的玉器基本继承了二里头遗址

玉器的特征，如在郑州商城发现了仪式所用的玉戈、玉璋、柄形器等形制上与二里头遗址的

玉器非常相似，尤其是柄形器，二里头遗址出土了 16 件，郑州商城数量可达 53 件，在有玉

器出土的墓葬中大都会随葬玉柄形器，用柄形器随葬的习俗也受到二里头文化的直接影响。

以上表明了二里头文化和其后二里岗文化在用玉传统上的共同性。 

除以上这些物质遗存外，在三个遗址内发现的能够代表两种考古学文化的精神产品类遗

存也有不少。偃师商城的祭祀区位于宫城中部偏北，东西绵延 200 米，主体部分为 A、B、C 

三个区域，祭祀区内发现大量的畜养动物骸骨，其中 B、C 区以猪为主要牺牲，C 区内现已

发现猪的个体超过 100 头，猪完整骨架居多，多为有意摆放有仰身、俯身、侧身。从祭祀区

的位置、形制和出土的牺牲来看，偃师商城宫殿区内举行祭祀活动的传统能追溯到二里头遗

址。2010 年，在二里头遗址宫城区东北部发现近长方形的巨型坑，东西长约 66、南北宽约

33 米，总面积可达 2200 平方米。巨型坑深度为 4～4.6、 深达 6.7 米。巨型坑内除了房址、

路面等遗迹外，还发现 3 处埋葬有猪骸骨的遗迹，发掘者推测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经鉴定

猪为年龄在半岁左右的幼猪，其中一处遗迹内发现了 3 具完整的幼猪。幼猪面朝左、背向右

侧身摆放。根据巨型坑填土内遗迹现象可知，其形成时间应不晚于二期，是为了大型夯土建

筑基址取土而形成，之后曾进行过祭祀、居住等活动，故而留下了祭祀的猪骸骨
○32
。 巨型坑

的形成过程、与宫室建筑群的相对位置、祭祀遗迹的发现，都与其后偃师商城宫城内与郑州

商城内祭祀场所的情况有相同之处，两者所体现的祭祀信仰，都是逐渐形成的宫廷祭祀礼仪

的有机组成。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如果选取城市布局、宫室建筑营造方式、官营手工业作坊、葬俗、

用玉传统及祭祀遗存这些文化特征，能够看到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有着诸多相似或共同

的特征，而后者在上述特征方面无疑承继自前者。 

（三）层次性	

传统史观认为三代王朝是前后因袭的，有着共同的祖先和相似的文化特征，也就是说夏

商周三代是一元的（或同源）。 

中国近代考古学产生后，对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文化特征及其先祖活动范围，较传统史观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一般认为，三代中的夏族起源于豫西、晋南地区。关于商人的起源有多

种学说，比如北方说、东方说等，持“郑亳说”的学者认为商文化起源于豫北冀南地区的漳

河流域，下七垣文化是商人先公、先王时期的文化。而周人则起源自关中的渭河和泾河上游

地区。但是，考古发现和研究的结果与一元说显然不尽相符。在夏、商文化及两者关系的探

讨中，多数学者有着未曾明言的前提，即夏、商文化是二元的，即更多的强调两者在低层次

特征方面的差异性。如果我们的视野转向到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就知道那里文明起源模式大

不相同，文化迁徙、取代的现象是常态，一个文化没有走到尽头就被另一个更高发展水平的

文化所取代
○33
。而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考古学文化来看，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还是有

其他的模式尚有讨论的空间。 

文化因素分析法运用中文化因素的层次性问题已有不少学者指出，比如前文所引俞伟超

先生的论述。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中，二里头工作队的郑光先生曾指出探讨夏文化的关键

问题是解决夏商文化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他认为只强调处于低层次的陶器而不注意处于高



层次的铜器、玉器、文字和礼制，而将三代或三代以前认为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断更替

的历史，这一点与我国史前文明以及整个早期国家的发展模式不符
○34
。此外徐良高先生认为

新考古学派主张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对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具有重要启发，并能用这种

理念具体地解释夏、商、周三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及他们之间关系。他认为以青铜质和玉质礼

器为表征的礼乐文化反映了当时已经形成具有广泛认同的文化大传统，而以陶器器形及组合

特征建构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主要是反映了不同地区日常生活和下层民众文化的差异，即

各地区自己的文化小传统
○35
。上述研究者们的观点应该是文化因素分析法运用中对于文化特

征层次性较为合理的论断。 

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重要文化特征如宫室建筑、祭祀仪式、丧葬习俗及大型铜、

玉质礼器组合等可以解释为文化大传统之下的“宫廷、礼乐制度”，它在早期国家的形成过

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一点在日本学者黄川田修的研究中也有提及，他认为商、周和

传说中的夏朝，其政治手段以宗教仪式为主，用以统御各方国，“礼乐文化”即作为仪式的

思想内核，如同纽带将一个邑制国家群联合起来
○36
。此外，这种构建理念的传承还表现在包

括主体殿堂、廊庑、庭院、大门的单元组成形制，规矩方的宫殿布局，单体庭院建筑融于群

体序列之中，主次分明，与宫城整体协调一致，呈轴线对称态势。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布局

结构，是高等级都邑和王权的体现。除了宫廷礼仪以外，还能兼顾实用，比如城市规划秩序

井然，其选址能因地制宜，遵循“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
○37
。”而这些思想

观念、规划理念、精神信仰的有序传承，表明了这些遗迹现象背后的人群有着文化上的认同，

这些认同的延续构成了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大传统”，它不因王朝的更替，考古学文化的

改变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从文化因素的角度来看，二里岗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在较高层次的文化特征方面有着诸多

的共同性，显然属于徐良高先生认为的中原地区的大传统，而二里岗文化在较低层次的特征

方面尤其是陶器特征上表现出来的部分因素，属于来自下七垣文化的小传统。二里岗文化正

是因为承继了来自于二里头文化诸多高层次的先进因素，同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因袭自下七垣

文化的较低层次的文化因素，才形成了具有鲜明考古学特征、早期国家表象的另一支独特的

青铜文明。 

探讨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关系，如果否认夏、商一元论，则显然割裂了两个考古

学文化（王朝）相承的一面；如果否认夏、商二元论，则容易忽视不同文化各自发展的渊源。

故而，在文化因素分析法的应用中，文化因素选取的差异或者不全面，会导致对历史的不同

认识。 

五、结语 

上文我们以二里岗文化的研究为例，将二里冈文化的部分因素向前追溯到二里头文化，

发现两者诸多共性特征。从上文对共性特征的列举方面不难看出两者相承继的一面。数十年

来，夏、商分界，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性质，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及郑州商城遗址

的关系与性质等问题，学术界聚讼纷纭。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原因，除了发现的考古材

料有限以外，与学科自身理论的局限性有直接关系。学者们在研究中都不同程度的使用了文

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迥异。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作为研究考古学文化的一种有效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对于表现文化内

涵的遗存进行解构，然后通过类比的方法将相似性特征进行归纳，进而梳理不同考古学文化

之间的关系，确定有联系的诸考古学文化之间是交流关系还是承继关系，搞清楚单个考古学

文化的来龙去脉。 

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研究考古学文化，可以解决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尤其对

史前社会的研究功不可没，该方法为构建中国史前各区域的文化谱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



是，文化因素分析法在研究复杂社会时，却显现出了力不从心的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具体

运用中研究者因研究者本身史观所限，对文化特征的理解不同和区别对待，选取哪些方面的

文化特征，是共性因素还是差异性的因素。如果选取的文化特征不恰当或者片面，得出的结

论有很大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历史的真实。 

大量的研究实践证明，该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对史前社会进行研究，对于历史时期其同样

有着强有力的作用，不论是三代时期还是之后的诸王朝。关键的是在使用中应该针对不同时

期、不同类型的考古学文化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在研究简单社会时，比如新石器时代早中期

的考古学文化，因其遗迹类型相对简单，遗物类别也较少。一般情况下，根据遗迹遗物的分

析，尤其是日用陶器的形制和组合的重新解构和判定，更多关注物质文化系统内部的差异性，

即可解决考古学文化的基本问题，诸如分布范围、区域类型、相对年代以及源流等问题。 

在研究复杂社会时，除了考虑上述方面的差异性文化因素外，还需要更多的关注经济形

态类、社会组织类以及精神产品类遗存的共同性特征。前述的例证也表明了传统考古学基于

“相似性”原则将有差异的各组陶器及与其共存的器物组合归纳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能够

部分解决有着固定使用传统和特定生活方式的人群的来源问题。但是早期国家阶段的社会构

成异常复杂，其背后是复杂的人群和族属，他们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

考虑到物质文化产生的历史内涵及其特殊性，就不能正确地分析复杂人群、族属组成的古代

社会及其文化面貌。  

（原文刊发于《南方文物》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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