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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一村庄埋藏着中华民族重大秘密——
—

二里头:
最早的“紫禁城”
“最早的中国”
文史
揭秘

阅读提示:
! ! 你知道“最早的中国”在哪里吗？——
—河南偃师二里头。
这里曾有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
洛河南岸一个普通的村庄，
看似与中原大地上的千村万落一样平淡无奇，
却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
公元前!"##年至前!$##年间，
上演过夏的繁华和夏商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这里还拥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最早的铸铜作坊、
最早的制作绿松石器的作坊、
最早的双轮车的车辙。
二里头遗址丰富的内涵不断给世人以惊喜，
随着“十三五”期间国家重大文化工程——
—二里头遗址博物馆的兴建，
众多中国乃至东亚
“之最”在这里浮出水面。

出土了哪些“之最”？
1 最早的
“海绵城市”
“十字路口”都在这
中国发端于何时？最早的中国究竟在哪
里？
1959年，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以71岁高
龄率队赴河南调查“夏墟”，大约也是带着这
些问题出发的。此后，便掘开了二里头遗址
发掘的第一铲。
出河南偃师城区往南，沿洛河向西不
远，就是二里头村。村南，一座有些老旧的楼
院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
工作队驻地。从院内楼顶四望，二里头、
圪
头、四角楼三个自然村形成一个三角，将一
片高地包围，这里便是二里头遗址。
正值盛夏，二里头遗址发掘工地暂时回
填，地面上的玉米已经开始拔节，长出一人
多高。谁也不曾想，这块3500多年前留下的
无字地书，让三代考古人，历经58年持续发
掘、不断破译。
“多数考古大发现出于偶然，比如秦始
皇陵、郑州商城，但偃师二里头是个例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
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1959
年，徐旭生在豫西调查“夏墟”时，在偃师二
里头村的麦田里看到随处可见的陶片，且遗
址颇为广大，他推测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都
邑的遗址。
当年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当时隶属中国科学院）的小分队进驻二里头。
58年来，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
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二里头遗
址犹如一个体量巨大又深不可测的宝库，历
经数十次发掘而屡有重大发现。
“二里头是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
方！”许宏津津乐道于一个又一个牵动人心
的发现。
二里头宫殿区东边的大路，上个世纪70
年代曾钻探出100多米，因麦田浇水中断，一
放就是几十年。1999年，许宏扛起了二里头
考古工作队的大旗，拿起前辈记录，他“发
掘”到了这条线索，继续追探。
听到一个老乡抱怨他家地里的麦子一直
长不好，许宏很兴奋，
“这很有可能是沉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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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大型基址夯土引起渗水不畅导致的！”
一
钻探，
居然发现了宫殿区北边的大道。
“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被发现了！随
后，考古队追探出“井”字形大道，发现中国
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大路最宽处几达20
米，相当于现代公路四车道。
就这样，串糖葫芦似的有了一系列新发
现，原本星星点点的遗迹分布图上，画上井
字形大道、宫城城圈后，这座3500多年前的
大型都邑的布局清晰起来。
这是一座精密、复杂又繁华的大都
—坐落于古伊洛河北岸的高地，中心区
城——
是坐南朝北、中轴对称的宫殿建筑群，由宫
城城墙围起，虽然面积只有明清紫禁城的七
分之一，却是后世3000多年中国古代宫城的
鼻祖。
四周是井字形大路，宫殿院内地面下埋
有一节一节陶质水管组装连接起来的下水道
系统，
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
“海绵城市”
吧。
北面是祭祀区，南边有一个被墙垣围
起、由重兵把守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这里
是王国的“高科技产业基地”
，里面有中国最
早的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和生产绿松石器
的作坊。
“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精心规划、庞大有
序、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许多制度层面的
建树史无前例，代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达
程度的宫廷礼制已经形成，对于探索中国文
明的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许宏说，
“这里就是‘最早的中国’
。”

在河南
偃师二里头
遗址发现的
铜铃

这块3500多年前留下的无字地书
让3代考古人，历经58年持续发掘、
不断破译

这里有:
中国最早的
“紫禁城”
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
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最早的铸铜作坊
最早的制作绿松石器的作坊
最早的双轮车的车辙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3号基址

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
2 学界认识趋同:
二里头为夏代中晚期都城
自1959年秋的第一铲开始，二里头遗址
一直处于中国考古学界的风暴眼。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
“夏商周”是个固定搭
配，
是一个熟记于心的知识点。但作为中国步
入文明门槛的第一个王朝——
—夏王朝，真的存
在吗？
“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
的考古发掘，
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学者受到
很大鼓舞，希望能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
存。”
许宏说。
在追寻“夏文化”的过程当中，二里头遗址
曾被多位学者视作夏文化代表以及夏王朝的
都城。
但 几 十 年 来 ，关 于 二 里 头“ 姓 夏 ”还 是
“姓商”的讨论持续不断，而参与人数和发表
论文之多、历时之长、讨论之热烈，构成20世
纪下半叶直至今日中国考古学术史上罕见

景观。
最早提出二里头为“商都”的是徐旭生先
生，有意思的是，徐旭生是在寻找“夏墟”时发
现二里头，但他却依据古典文献记述，推断“为
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此后的十几年“二里头商都说”成为学界
的基本“共识”。
然而，一花独放不是春。考古界的诸子百
家，众说纷纭。20世纪70年代后期，北大教授
邹衡首倡二里头为“夏都”
。此后，便引发两种
主要观点间的激烈交锋。
中国夏王朝存在与否，一直是国际学术界
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缺乏明确、可靠的
文献记述，依靠文献研究这一时代的历史困难
重重。
“二里头遗址为夏代的存在提供了可靠物
证，没有二里头，我国夏商周的年代框架就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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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和平杯”邀请赛
成国际青少年足球乐园

上港外援艾哈迈多夫对于球队目前不利境遇，给出
“看法”

“中国足球裁判最差
多次坑上港”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杨晓明）8月12日，第三届
“和平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沈阳哥德杯世界足
球公园举行闭幕式。
第三届“和平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聚集了来
自俄罗斯、法国、丹麦、美国等9个国家的20支国际青少
年足球队和126支国内青少年足球队。
经过激烈角逐，U15组俄罗斯莫斯科斯巴达克独占
鳌头，蒙古der
en足球俱乐部为第二名，西班牙Acat
ec获
第三名。U13组美国i
nt
er s
ocal
力压群雄，法国里昂奥
林匹克足球俱乐部获得亚军，安徽刘博足球俱乐部获得
季军。U11组新疆塔城足球队摘得桂冠。U9组新疆墨玉
县喀瓦克乡小学梦之队获冠军。U16女子组比赛中，重庆
三十七中学获得冠军。

中超激战正酣，冠军归属的悬念还没
有揭开，上港和恒大是夺冠的两大热门。
曾经，上港一度和恒大只差1分。但因多种
原因，上港目前已落后恒大5分。对于球队
目前不利境遇，上港外援艾哈迈多夫给出
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裁判多次坑了上
港。在艾哈迈多夫看来，中超的裁判水平
实在太烂了。

辽足今对阵北京国安
雷尼:工体气氛是很大挑战

艾哈:
裁判想帮恒大夺冠
日前，艾哈迈多夫接受了俄罗斯媒体
的采访。加盟中超前，艾哈迈多夫便在俄
罗斯效力。此番面对俄罗斯媒体，艾哈迈
多夫打开了话匣子，一吐他在中超遇到的
郁结，而裁判问题便是艾哈迈多夫最无法
想通的。
“中国裁判确实有问题，这是真的。
在中国，裁判的水平真的很弱。几乎每一
场比赛中，他们都会对我们作出错误的
吹罚，真是奇怪。好吧，当你习惯了之后，
你就不奇怪了。一个毫无问题的进球被
他们给吹掉，对手在禁区内的手球裁判
却看不到，而且他们还会给对手送点球，
这简直真是让人无法相信。”艾哈迈多夫
表示。
他吐槽道:
“0:
3输给天津权健后，我
们的主帅博阿斯就直言‘今日一战，全场
最差便是裁判’。在中国，
水平最差的当属
裁判。我和裁判打交道的时候是如履薄

美作家蝉联雨果奖
《三体》第三部
未能续写传奇
世界科幻协会11日在芬兰首都赫尔
辛基举行的第75届世界科幻小说大会上
宣布，美国科幻作家杰米辛获得2017年
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中国作家刘慈欣
虽然入围但未能获奖。
杰米辛2016年凭借小说《第五季》获
得这一科幻文学最高奖项，今年又凭借
同系列第二部作品《方尖碑门》再次获得
该奖项。
据悉，其第三部作品将于本月中旬
出版。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系列三部
曲的第一部曾在2015年获得雨果奖最佳
长篇小说奖，刘慈欣由此成为第一个获此
殊荣的亚洲人。时隔两年后，
《三体》第三
部《死神永生》英译本再度入围最佳长篇
小说奖提名名单。
雨果奖由世界科幻协会会员每年
投票产生。据悉，本届大会共收到3319
张选票，总票数为该奖历史第三高。
据新华社

不出来。”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
学教授李伯谦说，
“学界认识趋同，二里头为夏
代中晚期都城所在地成为倾向性结论。”
2000年前后，
“夏都说”逐渐取代“商都
说”，成为学界新“共识”和主流观点。
“二里头遗址是探索中国最早的王朝文
明——
—夏商文明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
“在
这里，
我们已初步探明了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
都邑，勾画出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二里
头都邑繁盛时的大概样貌。”
“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
以确证当时历史状况的文字材料，所以二里头
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旧是待解之谜。”许宏说。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
目前才发掘了1%多一点。”许宏说，这本无字
地书才刚刚翻开。
文图均据新华社

艾哈迈多夫在比赛中准备攻门
冰，只要我稍微做一点抗议的动作，他们
就会直接给我红牌。他们都懂英语，所以
不要轻易对他们不敬。”
“也许，他们（裁判）根本不想让上港
成为冠军吧。也许，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
在竭力帮助我们的最大对手广州恒大，他
们希望让恒大成为中超冠军。”艾哈迈多
夫表示。

离开上港后我应该会回国踢球
本赛季，中国足协更改了外援政策，
引起外界巨大的反响。对此，艾哈迈多夫
也有自己的看法:
“ 这个政策对外援来说

■资料图片
有点苛刻了，它会让中国本土球员的生存
压力小了很多。当然，我相信这会帮助中
国青年的足球，未来5年内，他们的技术会
提高很多。此外，优秀的外援也能给年轻
球员起到榜样的作用，比如胡尔克、奥斯
卡这样的球星。”
艾哈迈多夫透露博阿斯是他当初决
定加盟上港的主要原因。
“去年，
我还在俄
罗斯踢球，我有一天接到了一个来自中国
的电话，他们给我提供了报价。我准备咨
询博阿斯，没想到他却先给我打了，这让
我感受到了尊重。和他交谈后，我立刻答
应加盟上港。他是个伟大的教练。博阿斯
很严格，但也很开放，他同意我们在球队

大巴上使用手机。”
在上港踢球，艾哈迈多夫感觉非常
快乐。“每场比赛，上港的球票都会被抢
购一空，这样的气氛让人感觉到很享受。
有时候，我会想念欧洲，但总体来说，我
在中国也很轻松，我满意这里的环境。”
最后，艾哈迈多夫透露他曾差点加盟
英超的阿森纳俱乐部。
“2011年的时候，我
是可以去阿森纳的，但我最后选择了俄罗
斯的安郅。随后，我还收到了其他英超俱
乐部的合同。不过，最终都没有成行。未
来？我应该不会回俄罗斯，我想胡尔克也
不会回去了。离开上港后，我应该会回国
踢球。”
艾哈迈多夫说道。 据网易体育

海南拟要求新招录体育老师

必须
“会游泳懂救生”
8月11日上午，记者从2017年海南省
游泳救生员和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首期
培训班启动仪式上获悉，海南省教育厅
拟将“会游泳、懂救生”作为招录体育老
师必要条件之一。计划3年内省级培训体
育老师2000多名，基本做到每一个完小
以上的学校至少有一名专业游泳老师。

我们计划3年内省级培训体育老师2000
多名，基本做到每一个完小以上的学校
至少有一名专业游泳老师。”海南省教育
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卢刚说。
据了解，参加此次首期培训班的参
训人员共100人，涵盖了海南省19个市
县区和教育厅直属学校以及高校附属中
学，培训班将历时14天。所有参训学员
都要通过游泳救生员和游泳社会体育指
导员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合格者将获得
国家职业游泳救生员和游泳社会体育指
导员双资格证。

之一。
同时制定游泳兼职教师管理办法，
鼓
励有游泳特长的其他学科教师兼职从事
游泳教学工作，鼓励专业能力强、思想作
风好的游泳专业本科生、
研究生以及有游
泳专长的志愿人员担任兼职游泳教师。
“此外，我们还将聘请一批社会上的
救生员、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充实到游
开办游泳救生员
泳教学工作中，进一步扩大游泳师资队
伍的建设。
和指导员培训班
而有条件的市县和学校也可以通过
为推进 《海南省普及中小学生游泳
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团队或个人到
教育实施方案》工作的顺利实施，加强游
校从事游泳教育工作。”卢刚说，体育老
“会游泳、懂救生”
泳师资队伍建设。11日上午，
2017年海 拟将
师不仅要教会学生游泳这项技能，同时
南省游泳救生员（
五级）
和游泳社会体育 作为招录条件
要让学生提高防溺水及懂救生的知识，
指导员（
五级）
首期培训班在海南师范大
力争让每一名孩子在小学毕业前掌握游
学启动。“这是海南启动‘学游泳、防溺
卢刚介绍，目前省教育厅正在研究 泳技能，初中生重点学会水中施救，高中
水、懂逃生’系统教育工程的第一步，也 制定相关政策，拟将“会游泳、懂救生” 生重点学会岸上急救。
是解决游泳师资队伍匮乏的举措之一， 作为学校新招录体育教师的必备条件
据《海南日报》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刘阳）辽宁沈阳开新今日
19时35分将在客场挑战北京国安。连续遭遇强手，对于
处于保级漩涡中的辽足来说，
是非常大的考验。
昨日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辽足主教练雷尼最先谈
到了工体的气氛。他说:
“我曾随申花队来过工体，那里
球迷制造的主场氛围对我们来说将是很大的挑战。对于
客队来说，那里的球迷制造的声势肯定会给辽足带来很
大影响。国安主场成绩很好，本赛季只输过一场，我们会
好好准备，迎接挑战。我带队至今为止只有10来天，教练
团工作很努力，一直尝试教给队员很多新的东西。但任
何事情都需要一个过程，假如我是队员，完全吃透新教
练的意图也需要一段时间。关于之前的两场比赛，虽然
成绩不太好，但我更关注的是球员在场上能有哪些改
变。明天不论结果如何，我都希望球队能够有更进一步
的提升。时间的确很紧，但是我来之前就已经知道是这
个情况了，我所能做的只能是迎接挑战，
做好准备。”

被网友指其偷啤酒配方
孟非疑发文回应
11日晚，著名主持人孟非在微博发出一段文字令粉
丝摸不着头脑，
孟非称“1.
不管什么人，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2.
真相只有一个，
很快就会看到。3.
只接受法院判决，
不接受任何调解。谢谢！”随后他还用小号转发了这条微
博，再次强调“途径不止一条，
但我选择法律。”
此前，孟非8月7日发布的一条微博下被网友刷屏，
指其“偷别人啤酒配方”
“偷别人配方这事儿你是不是要
给大家解释解释啊？过河拆桥么？”
“孟老师，听说了高大
师精酿啤酒曾经和您有过合作，这款啤酒，是高岩高大
师费了很多力气研制出来的，和您合作过一次后，您就
放弃合作，却剽窃人家啤酒配方，接着拿去生产，是不是
真的有这件事情？要知道，研制精酿啤酒需要很大的气
力，如果说自主研发到二者一致，
这是很难做到的”。
孟非发布这条微博似在回应网友对他的指责，不少
粉丝纷纷支持孟非发声，
“支持你”
“法科生支持你”。
据网易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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