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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古·贯通·启新——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
座”10 月 10 日在国家图书馆
正式拉开帷幕了。在此后历时
3 个多月的时间里，北大历史
学系 11 位名师分 15 次，把中
国通史做一个完整的勾画。在
整体勾画中还将以新史料、新
方法突出每一断代史研究的热
点，并向大家介绍扩展阅读的
书籍。这个豪华阵容的出征，
是历史学系主任张帆教授和国
图副研究馆员、毕业于北大历
史学系的郑小悠博士共同策划
的，得到了各位名师的支持，
得到了国图韩永进馆长的高度
认可。国图十分荣幸作为文化
殿堂、学习平台，来承载名师
们宣讲的、我们可爱祖国所经
历的、漫长而厚重、苦难而光
辉的历史，也以此纪念中国伟
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
先生一生的卓越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
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
的清醒剂。”“领导干部要多
读一点历史。”“读优秀传统
文化书籍，是一种以一当十、
含金量高的文化阅读。……优
秀文化典籍包括历史经典、文
学经典、哲学经典、伦理经典
等多个方面。”这些话语重心
长，把历史典籍的作用说得非
常透彻。国家图书馆收藏着《史
记》最早的三家注本——宋黄
善夫家塾刻本。每当看到这部
典籍历经千年饱经沧桑、触感
柔软但质地坚韧的纸张，每当
看到这部典籍漆黑油润的墨色
和刀斧般锋利的刻字，就仿佛
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
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对世界的
贡献。当然，《史记》对保留
华夏五千年历史做出了独一无
二的贡献，在它面前，我们只
能肃然起敬。

国家图书馆是中国历史
文献典籍最大的收藏地，也是
一个优秀的阅读平台，一直致
力于挖掘馆藏经典，弘扬传统
文化，为广大读者提供免费、
优质的终身教育。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正在开展的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也非
常重视对古籍的利用。9月28日，
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 14 家公共
图书馆，发布了 8000 多种在线
古籍，无偿提供公众阅览，使
典籍量达到 2.7 万部，引起了社
会强烈反响。同一天，《永乐
大典》展也在国图开幕，为读
者讲述这部典籍的重要价值和
悲欢离合的历史。这些都是国
家图书馆服务大众、服务社会
的重要举措。今天，我们邀请
到北京大学的名师们用他们智
慧的头脑把平生研究的真知灼
见分享给大家，引导大家阅读、
研修中国古代史，这是难得的
机遇，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满满
的收获，也相信讲座一定能得
到各界读者的喜爱。

最后，我还要解释一下“稽
古·贯通·启新”几个词的含义。
“稽古”是对历史的态度。乾
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下令
编纂《四库全书》的乾隆皇帝
在上谕中说：“朕稽古右文 , 聿
资治理 , 几余典学 , 日有孜孜。”
意思是“朕我考察古史，崇尚
文教，以书为鉴，治国理政。
万机余暇，尊典重学，每天一贯，
孜孜不倦”。以史为鉴，以史
为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贯通”是学习历史的方法。
近代理学大家马一浮先生说，
光有知识还不能称之为学问，
要在一个“通”字上下功夫，
知行合一就是求“贯通”的认
识论，就是弄懂这门学问的方
法。“启新”是研学历史要达
到的目的。材料要新，观点要新，
方法要新，“新”是学问的着
力点，也是学问的功用，今天，
党中央特别重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赋予“启新”以更深的含
义。我们用“稽古·贯通·启
新”这个原则来贯穿系列讲座，
希望每位读者都能有所收获。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

在“稽古·贯通·启新——北

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

开幕式上的讲话节选。标题系

编者所加。）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与国家图书馆一直
有比较多的合作关系，比如，北大为国图
输送了很多人才，研究人员经常要到国图
来查阅资料等；而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重
要文化机构，举办了大量讲座，有单独的、
也有成系列的，我自己就参加过好多次。
这次讲座与以往又有不同，是由北大历史
学系老师联合，按次序将中国古代历史的
线索进行梳理，一方面是为了服务大众、
普及史学观念与知识，另一方面，也是为
了纪念北大历史学系老主任翦伯赞先生诞
辰 120 周年。

在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批新
的史学家（如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

吕振羽、侯外庐等）中，翦伯赞先生作为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由清华大学历
史系和燕京大学历史系并入的北京大学历
史学系主任，对北大历史系影响很大。他
在世时，曾任主编，带领当时北大中青一
代教师编写了一套《中国史纲要》。这套
书也是国家高等学校历史学本科教育中影
响最大的一本教材。后来陆续出了很多教
材，包括我自己也写了不少，都深刻受到
翦老这套书的影响。今年是《中国史纲要》
首次出版 55 周年，我们在这样一个时间
点选择举办一个通史学讲座，也是对翦老
的纪念，是非常有意义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帆，在“稽

古·贯通·启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

名家讲座”开幕式上的讲话节选。标题系

编者所加。）

北
大
历
史
系
十
一
位
学
者
开
展
﹃
中
国
通
史
﹄
讲
座

纪
念
翦
伯
赞
先
生
诞
辰
一
百
二
十
周
年

□

张
志
清

挖
掘
馆
藏
经
典   

弘
扬
传
统
文
化

稽
古
·
贯
通
·
启
新

相关链接：

翦伯赞（1898 － 1968），湖南常德

桃源县人，维吾尔族，中国著名历史学家、

杰出的教育家。翦伯赞先生早年参加过

“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翦伯赞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

务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

长，以及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科学

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

务理事兼秘书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翦伯赞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早年

即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古

代社会和历史问题，为中国著名的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他治学严谨，著作

宏富，为史学界所推崇和颂扬，著有《历

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中国史论集》

《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等，并主编《中

国史纲要》《中外历史年表》等。

□

张　

帆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右）向捐赠者代表、北大

历史学系主任张帆（左）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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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辞与青铜的世界
听北京大学朱凤瀚先生讲商与西周的历史
□廷　衷

碧落黄泉之间的古史记忆
“中华文明的曙光”讲座回顾

戊 戌 年 九 月 十 八 日（2018

年 10 月 26 日），天气晴好，利
于听讲座。

从地铁四号线国家图书馆站
A 口出，到国家图书馆“国家典
籍博物馆”五楼的文会堂，这里
正举办“稽古·贯通·启新——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

下午一点，讲堂现场的二百
多把座椅已被慕名而来的各路听
众坐满了，后来者有的试图找会
务组的人要求再加一把椅子，有
人则直接到前面地上坐下。两点
钟，讲台前有十好几位听众席地
而坐，其中还有几位头发花白的
老年听众。

两点半，前后门挤满了晚到
的听众，整个大厅“站无虚席”，
但火爆的场面吓不住热情的听
众，他们有人试图从门口挤到中
间通道，那里稍微松快点，没有
那么拥挤。

就在这时，一位中等身材的
老先生，背一双肩包，一袭黑衣，
从讲演者通道匆匆登上讲台，他
就是“甲骨与青铜的王朝——商
与西周”的主讲人朱凤瀚先生。

讲座之始，朱先生展示了一
幅日本学者绘制的公元前 2000
年至前 1000 年的四大文明古国
示意图，从示意图大家可以看
到，相对应于其他三个古文明在

地域上的紧邻关系，中国的古文
明处于遥远的东方，独立且一直
未曾间断，非比寻常。这个古老
的文明，从夏王朝（二里头文化）
开始，有了美轮美奂的青铜器，
有了成熟且能部分被释读的甲骨
文字，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至少从
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领土国
家”。所谓领土国家，是由清楚
的国王世系所构成的。从《史记》
的记载到二十世纪初期甲骨文的
发现，甲骨学的突飞猛进，以及
随后考古学家对殷墟，也就是商
王朝后期都城旧址的大规模考古
发掘，使得商王朝的历史再次被
印证，让我们了解到了早期中国
的文明状态。具体而言，我们可
以从专制王权、子姓姓族内的宗
法关系对王权的支撑、商王朝的
官制——“内服”与“外服”、
王朝常备军——多射与多马、“领
土国家”形成——“王畿”与“四
土”、 王朝与商人宗族组织之互
动等若干层面来更深入地认识商
王朝。朱先生还从甲骨卜辞中“眾
（众）”的身份、殷墟墓地的形
制和分布等，告诉我们对于商王
朝的认识，历史学界已经有了很
大的进展，不再仅仅以奴隶社会
之类的概念简单地予以解释；事
实上，从考古发现来看，商王国
是一个农业社会，平民才是当时

农业生产和军役的主力，而奴隶
多为家内奴隶，不成其为社会主
力。当时的宗教信仰则是一种以
王室祭祀为中心的国家宗教，这
不是一种单一的信仰系统，而是
有着多元的祭祀对象，祖先和自
然神灵都被人崇拜和祭祀着。

接着，朱先生简要讲述了西
周历史，他认为西周王国是典型
封建制国家，其特点是国家的政
治结构以封建为中心展开，所谓
封建是以姬姓贵族为主体对周人
所控制的广大地域封土建国的分
封制度。这一制度对于中华文明
的定型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
义。上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发掘
了大量的西周侯国遗址，其分布
范围从北到南，地域极为广阔，
出土资料极为丰富，比如有北京

房山地区的琉璃河西周燕国都
城，有山西曲沃的北赵晋侯墓地，
还有湖北随州曾国墓地，特别是
随州曾国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
以前学界对于西周封建地域的认
识。朱先生讲，相对于商王国的
信仰体系，西周时期形成的“天
命”观与礼制秩序对于王朝政治
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所谓的天命，不像甲骨卜辞
中所显示的商王国时期的那样不
可捉摸，而是可以通过人的德性
和德行得以确认，因此周王朝贵
族逐渐形成了一种“敬德”的天
命观，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这种
天的秩序，人世间也有礼的秩序
加以维系。礼既有“作册”“用
鼎”等制度化、仪式化的规范，
也有世袭官制的政治制度保障，

还有以贵族作战义务为主的军事
活动为后盾，更有家族内的家臣
制度作为支援体系。朱先生认为，
西周时期通过王朝藩屏的建构，
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完善等等，使
得“领土国家”进一步成熟，对
以后中华文明的走向起到了奠基
的作用。

最后，朱先生还对商和西周
的历史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认
为西周的封建制度开辟了新的国
家结构形式，而天命观和家臣制
度则分别有宗教的政治化和官僚
制度化的意义，这是最为明显的
差异点，而两个王朝的共同点则
有专制王权、世族世官、王朝常
备军、领土国家、祖先崇拜、宗
族行政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
国古代史从商王朝和西周来看，
并没有公民或者贵族议会制度。

朱先生准备的内容极为丰
富，有大量的考古图片，包括很
多古代器物的图片，还有甲骨文、
金文图片等，他略带着南方口音
为在场的数百听众展示了极为丰
富的早期中国历史积淀，以及当
代中国史学界关于早期中国历史
的最新学术成果，在原定的两个
小时之外还多讲了半小时，听众
仍意犹未尽。有的观众甚至在现
场听完后，又回家多次观看在光
明网的直播视频。

2018 年 10 月 19 日下午，来
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刘绪
教授于国家图书馆文会堂发表题
为“中华文明的曙光——史前和
夏”的演讲。这是国家图书馆（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大型系
列讲座“稽古·贯通·启新——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
的第二讲。现场气氛火爆，座无
虚席，又由光明网同步进行视频
直播，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方
便未能及时到场的读者。本讲从
我国传统历史记载的文明源头切
入，拉开系列讲座的序幕，带领
我们投身入历史的长河之中。

越是古老的历史，越要依赖
新近的学术成果。面对上古历史，
我们拥有的文献资料多来自口传
记述，与所有悠久的传说相似，
混杂着原始思维、神秘色彩，以
及一代代讲述者的价值取向与有
意建构。司马迁写作《史记·五
帝本纪》时，已经困惑于传说材
料的处理。他认为当时的文献中，
《尚书》只从尧开始写起，而诸
子百家的早期记载看上去并不可
靠，儒家记述的“五帝德”与“帝
系姓”也并没有得到儒者的普遍
承认，于是他“西至空桐，北过
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

考察风土人情，收集民间传说，
参照《春秋》《国语》中的古史
谱系，作出自己的判断。而到近
代，史学作为一种现代学科得以
建立，古史又必须经历严苛的审
查，从中划出明晰的分野，区别
开理性与神秘、隐喻与直笔、本
事与建构，哪些材料足够客观，
可以用于科学的审视，哪些材料
只能停留在传说时代。这是现代
人文学科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填补传说时代留下的空白，
有这样一些成果：民俗学、人类
学的考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构
拟，以及在今天地位最重要的考
古学的发现。殷墟的发掘是划时
代的开端，既培养孕育了我国独
立自主的考古学学科，又通过出
土文字材料与传世历史记载的互
证，使商代历史成为可靠的“信
史”。而对于更古老的、目前尚
未发现文字材料的时代，我们如
何安放我们的历史记忆，要穿越
更多的迷雾，串联起更多的信息。

刘绪教授是系列讲座中唯一
来自考古文博学院的演讲者，讲
座主要从二里头文化及之前的新
石器时期的考古发现，来讨论中
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文明”
如何定义？标准并不统一。按通

常的说法，文明的形成以文字的
产生、金属工具的使用、城市的
出现（包括大型礼制建筑）为主
要标志。在文字方面，我国目前
发现最早的成熟文字为商代晚期
的甲骨文与金文。郑州商城出土
过可能在商代早期的甲骨，由于
发掘时扰动地层信息，不能得以
确证。商之前发现有早期刻画符
号，仰韶文化时期的贾湖遗址、
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寺遗址均有出
土。刘绪教授认为文字在成熟前
应有发展过程，商代以前文字当
已存在，没有发现或许另有原因。
在铜器冶炼方面，我国发现最早
的铜器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如
仰韶时期西安半坡出土白铜片、
临潼姜寨遗址出土黄铜片；此后
的龙山文化时期开始发现青铜器
物，但均属小型器，未见完整的
青铜容器、兵器、乐器和生产工
具，因此不属青铜时代，一般称
为铜石并用时代。而进入二里头
文化时期，青铜时代常见的器类
基本都已出现，尤其是青铜礼器
和兵器的铸造，可以作为青铜时
代的重要标志，表明一种具有独
特性的文明已然形成。关于城市
的兴起，我国最早的城邑出现于
仰韶时期，发现少且规模不大；

到龙山文化时期，城址陡然增加，
地域分布更加广泛，大小均有。
修建大型城址必有组织者，由此
或可推测高级权力机构的存在。
此外，刘绪教授基于等级制度的
形成，又补充了文明的两种考察
维度——墓葬中的等级差别，以
及人殉、人牲的流行。综合与文
明起源有关的现象，可以看出，
上述各项的发生、发展与发达过
程不完全同步，有早有晚。龙山
时期的文明化程度较高，为国家
出现的前夜；而二里头时期进入
文明时代，国家出现。

讲座以二里头时期为文明
的开始、国家的起源，并由此将
其对应到传说中最早的王朝——
夏。讲座也总结了中华文明起源
的特殊性，文明的发展由分散到
集中、由周边到中原，进入二里
头文化时期，格局与态势发生了
很大变化，中原文明跃居领先地
位，我们经常说的黄河文明由此
凸显，二里头所占据的中原地区
也为其后的历代政权所继承，引
以为正统。这是一个从多元走向

一体的文明，在建筑、青铜冶炼
上，在文字、历法上，都具有着
鲜明的独特之处。

考古学提供的材料基于独立
的点，有待进一步系联；基于客
观的物，有待更多的拟测。考古
发现与古史传说能否直接对应，
或许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来进一步
讨论。古史传说是携带我们早
期记忆的珍贵资源，如果将其完
全忽视无疑将令人遗憾；但我们
利用传说来考察文明的起源与发
展，也并不意味着相应的传说与
记载全部可以得到“信史”一般
的一一对证。探讨中华文明的起
源，回顾我们从哪里走来，这是
一条复杂的学术之路，既不可陷
入民族主义的盲目热情，也不可
滑落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但有
一点我们可以确信，经过考古材
料的发现与梳理，我们的早期社
会如何复杂起来，如何迈向文明，
如何产生社会组织、形成集体记
忆，已经是一个逐步清晰的过程，
而慎终追远的民族认同感也会因
此油然而生。

□冯　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