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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脉相承

的“不断裂”历史；在当代世界各国的考古

学、历史学中，有如此完 整的不 断裂考古

学谱系与历史文化序列的，非中国考古学、

历史学莫属。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的考

古学比较，中国考古学既有“百 万年人 类

史”“一万年文化史”的丰富史前考古学遗

存，更有极为丰富、别具特色、保存至今的

历史考古学遗存，它们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

要特色之一。祖先留给我们的举世无 双的

考古学、历史学遗产，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

历史文化财富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科学

支撑。

在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之际，回顾百年

来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它们揭示了中

华5000年不断裂文明史，其不断裂的历史

原因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

这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如果以1921年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

址为起 点的话，那么中国考古学至今已走

过了百年的历程。作为一门西学东渐的学

科，考古学 在一 个世纪的时间里，扎 根在

中国传统学术的土壤中，为充实中华民族

的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系列重大的

考古发现 揭 示出中华 大 地 上 的人 类 发 展

史和史前 文明进程，令人目不暇接的出土

文 物 让 世 人惊 叹中 华文 明的 璀 璨 和 源 远

流长。

学科的诞生与定位

中国考古学在诞生之前就有悠久的金

石学传统，金石学常 被认为是考古学的前

身。欧洲考古学建立在19世纪初地质学和生

物学的基础之上。中国金石学基本上是历

史和文献研究的延伸，并没有独立的研究方

法，特别是被俗称为“锄头考古学”的田野

发掘。加上当时中国缺乏自然科学的基础，

所以真正的科学考古学只能由外界输入。

为中国考古学开路的是20世纪初的“古

史辨运动”。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运用

西方近代的考证法对中国的上古史进行了

检讨，认为这段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

伪史料的基础之上的。于是，他大斧一劈，

将禹以前的古帝王都送上了封神台。顾颉刚

的疑古精神不但推倒了“三皇五帝”，而且

对史籍中记载的早期朝代国家也提出质疑，

于是遭到了传统学派的诘难，认为这是在否

任重而道远的中国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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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切。顾颉刚坦白表示，要建设真正的古

史，只有从实物上开出一条路。两派学者都

认识到田野考古工作的潜在意义。正在这

时，中国境内出现了第一位田野考古学家。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约翰·安特生受聘来华

任中国农商部的矿政顾问。1918年，他根据

一位外籍化学教师提供的动物化石线索，

在周口店龙骨山找到了中国猿人遗址。1920

年，法国神父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发现了第一

件旧石器。1921年，安特生发掘了仰韶村遗

址，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

对中国考古学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本

国学者是李济，他因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

的发掘而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1928

年，李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

组组长，领导了殷墟的发掘。虽然殷墟发掘

意义深远，但是从考古学的独立探索而言也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通过发掘，商代史实成

为“信史”，客观上成为反驳“疑古”的有力

武器。殷墟发掘与古籍的吻合，使得中国考

古学在后来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再在完善自身

的理论方法上下功夫，而将印证史籍看作是

最具成就感的工作。

本来，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古籍中的史实

进行梳理是考古学必要和不可或缺的第一

步。然而，殷墟考古处女航的成功，使得科学

思辨的重要性受到漠视。把考古学看作是历

史学的附庸，制约了这门学科的发展，理论

探索的实证主义方法成了多余的东西。当下

对夏朝的看法就是最典型的一例。由于材料

的物质性以及断代上较大的误差，若无共出

文字，考古学极难探知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

物。如今，一些学者以这门学科最不擅长的

弱项当作自己最崇高的目标，显然是根深蒂

固的史学导向所致。

在前行中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学进入了一个崭

新的发展时期。1949年到“文革”前这段时间

常常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考古

新发现把中国的史前史和古代史带到了一个

全新的境界。此外，考古发掘也出土了各历史

时期不少的文字资料，受到史学家们的高度

重视。但是受制于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考

古学界一直采用20世纪30年代的方法。大部

分考古研究仅限于分类和描述，并没有尝试

提炼信息来重建大众可以理解的历史。

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对这一段时间考

古学的发展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考古发现

并不等同于考古学研究，后者需要具有理

论指导的科学性、研究成 果的独创性，以

及研究方法的先进性。中国考古学家一直

讳谈理论问题，由于理论的僵化和空洞，

大量的考古研究只能限于对考古材料本身

的解 释，无法涉及与社会 结 构、经济形 态

和文化面貌有关的社会发展规律性等问题

的探索。田野工作由于缺乏具体理论的指

导，缺 乏印证科学设想的研究思 路，所以

发掘过程变为一成不变的照章办事。他进

而指出，在考虑考古学的成绩时，应当把发

现材料与研究水平区分开来。前者是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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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后者才是学术水平的反映。

20世纪初，我国考古学是在一种特定的

历史条件下，被作为一种“不陈的工具”引入

中国的。中国强大的史学背景，使这门学科

只被看作是历史学的附庸，而非一个独立的

研究体系。

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日益频

繁的中外学术交流，我国学界对当今世界的

学术 现状逐渐有所了解。许多国外的理论

方法被介绍进来，学界认识到虽然考古学与

历史学的研究目的相似，但是这两门学科研

究的对象、材料、范围和方法却差异很大。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学科体系进行

了调整，考古学上升为一级学科，考古学发

展迎来了新机遇。

19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最快

的是科 技考古领域。2 0世纪初，考古学大

抵 被 看作 是 一门 研 究 古代 物质 文化 的 学

科，并没有指望它能够 提供文物本身以外

的信息。但是，二战后几十年的 社会 进 步

和科技发展导致了学科环境和内容的急剧

变化。新方法的涌现更新了考古学家的耳

目，使得他们能够 获得更多以前一无所知

的信息，从而能够探究过去无法企及的问

题，使得考古学探索更上一层楼。虽然目前

科技考古在我国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操

作，但是理论的薄弱和问题意识的缺乏，

造成了技术超前而理论滞后的脱节局面，

考古学家和科 技专家之间鸡同鸭讲，材料

阐释和历史重建乏善可陈。这是因为在借

鉴国际学界先进成果时，技术比较实用，

一般会被迅速 采纳，而对理论的借鉴则往

往较为滞后。但是，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

践是一个紧密结合和相互依存的整体，三

者之间任何的不协调都会影响到最终目标

的实现。当然，值得肯定的是，近些年来国

内关于考古学理论问题的态度有所改观，

逐步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认识到理论、方法

和实践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加强理论指

导的重要性。

实际上，考古学 研究 处于人 文科学和

自然科学汇合的聚点。考古学本身的发展

和提高越来越依赖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

自然科学手段的帮助，而它也成为其他社

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全方位研究人类发展的

一个信息库。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应当是整

个人 文学科和 社会科学的组 成部分，它和

历史学不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考古学

不只是为编史学服务的工具，二者同是以

了解人类自身历史和社会发展为独立研究

领域的学科。

从考古学史 来看，这门学 科的发 展在

时间上是积累性的，在空间上是世界性的。

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指

出，当代考古学的问题取向和对清晰、量化

的程序要求导致了田野研究的新发展。它

们的广泛应用使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得以创

建：一门在地 理 上覆 盖 全 球、在时间上贯

通古今的考古学。

已故考古学家俞伟超曾将世界考古学的

发展分为萌芽期、传统期和解释期三段，认

为中国考古学的目标处于考古学第三阶段，



专 题 论 谈

10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同志主持以考

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二十三次 集体学习，强调“要 高度

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 派的考古学，更 好认识源 远 流

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古国，立 足于

中国的实际，农 业考古工作充分体 现了中

国考古学的中国特 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

派。今 年恰 逢中国考古学百年 华 诞。百年

来，农业考古研究对于发掘和弘扬中华优

秀农 耕文化传 统，发 挥了重要作用，具 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考古学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

考古学发展过程中，随着各类研究的细化和

深入，根据研究对象、目的和手段的不同逐

渐形成了农业考古、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

物考古、美术考古、音乐考古、宗教考古、天

文考古、冶金考古、水下考古、建筑考古、科

技考古等20多个门类或分支学科。所有门类

或分支都是以田野考古出土资料为基础，利

用或借鉴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特定的领

域以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手段开展研究，相互

之间有交叉、借鉴或融合，都是考古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

农业考古以古代农业为研究 对 象。以

《农业考古》期刊的创办为标志，我国农业

考古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门新兴

的分支学科，农业考古学家陈文华先生将

其定 义为：通 过 对考古发掘的遗 址、遗 迹

及其生态环境和出土的有关农业实物资料

(如农作物、家畜、农 业工具、农 耕图像和

模型等）的研究工作，来探讨农业的起源和

发展，并着重 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研究中国

农业的悠久历史，探索其发展规律，以之为

探讨中国农业现代化道 路服务，是具有很

强的现实意义的一门学科。农业考古研究

的对象是考古发现的与农业有关的实物资

料，具体有：农作物遗存（以种子为主），农

弘扬农耕文化需要重视农业考古研究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    刘兴林

但是具体工作还处在第二阶段。100年来，中

国考古学在田野工作和材料积累上的成就

可圈可点，但是在海量材料的信息提炼、整

合和科学阐释上鲜有建树。由于材料本身并

不是历史，因此中国考古学重建国史的目标

依然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