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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豫陕晋相邻地区是中原文化区的核心区，与其他区系文化不直接接壤，文化面貌相对单纯。此地区从仰韶

文化一期至三期大约 1500 年间，墓葬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别，到三、四期之交时在灵宝西坡墓地开始出现大、

中、小等级墓葬，并经仰韶文化四期的发展，至迟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正式进入等级社会。此地区等级分化是在外来

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下产生的 , 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

Key Words：The late period of Neolithic age; Thead jacent regions of Henan and Shaanxiand Shanxi province; Tombs; Class 

divisions

Abstract：The adjacent regions of Henan and Shanxi and Shanxi province is the core area of the central plain culture. Its culture 

is relatively simple because it is not directly next to other regional culture. This area has not obvious hierarchy in the aspects of 

tombs from Yanshao Culture I to Yanshao Culture III about 1500 years, and began to appear grade difference in Xipo cemetery 

of Lingbao County to the turn of Yanshao Culture III and Yanshao Culture IV,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Yangshao Culture 

IV, as early as in the Miaodigou Culture II period officially entered the class society.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is region is produc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ulture，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dden and acci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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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死如视生”是我国古代埋葬故去之

人尸体的一种基本理念，正因如此，墓葬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社会生活。在文明起源研究

中，墓葬所反映的社会复杂化过程不容忽视。

高江涛在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中专

门对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夏代的墓葬进

行了较为细致地分析，据此总结出中原地区社

会在仰韶文化晚期时开始由平等向不平等发展

的大致趋势［1］。这一研究极具启发意义。豫

陕晋相邻地区位于中原文化区的中心区域，与

其他区系文化不直接接壤，其文化的发展与中

原文化区的边缘地带有很大不同。因此，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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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墓葬的等级分化情况进行研究，总结其

特点，对于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也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一、豫陕晋相邻地区新石器时代墓地

的发现与分期

以河南、陕西、山西交界一带为中心的

豫陕晋相邻地区是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一个考古

学文化分布的地理概念［2］，是史前时期所谓

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大致包括关中、运城、临

汾、洛阳等四个盆地，在文化面貌上它与以郑

州为中心的豫中地区有较大不同，故在分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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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很具代表性。

关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分期，目前

主要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把以河南新密

李家沟为代表的距今一万年以前的早期陶器

时代称为早期，把以裴李岗文化为代表的距

今一万年至七千年的新石器文化称为中期，

把以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距今七千

年至四千年的新石器文化称为晚期［3］。另一

种方案是把龙山文化独立出来称为铜石并用

时代［4］。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采用前一种

分期方法，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均作为新

石器时代晚期来对待。

在豫陕晋相邻地区，仰韶文化是继裴

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之后的一支考古学

文化。对仰韶文化的分期，过去存在多种意

见， 新的研究成果把其分为四期：即以临

潼零口、宝鸡北首岭下层和山西冀城枣园H1

为代表的以平底瓶为特色的一期，以半坡一

期和姜寨一期为代表的以杯形口尖底瓶为特

色的二期，以庙底沟一期为代表的以双唇口

尖底瓶为主要特点的三期，以山西芮城西王

村遗址为代表的以喇叭口尖底瓶为特色的四

期［5］。龙山时代文化也可细分为早、晚两

期，早期以庙底沟二期为代表，晚期以陕县

三里桥、客省庄二期、陶寺中晚期为代表。

每个时期又可以细分为三到四段。

豫陕晋相邻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墓地不多，主要有宝鸡福临堡［6］、南郑龙

岗寺［7］、临潼姜寨一期和二期［8］、渭南史

家［9］、华阴横阵［10］、华县元君庙［11］、灵宝

西坡［12］、孟津妯娌［13］、芮城清凉寺［14］、

襄汾陶寺文化早期［15］、临汾下靳［16］等，另

外，在汝州洪山庙［17］、伊川伊阙城［18］还发

现有一些代表性墓葬。这些墓地和墓葬的年

代覆盖到各个时期，基本能够反映等级分化

的过程。这些墓地和墓葬，除宝鸡福临堡、

南郑龙岗寺、灵宝西坡之外，其年代大都比

较清楚，如姜寨一期属仰韶文化二期前段；

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华阴横阵、华县元君

庙属仰韶文化二期晚段；孟津妯娌属仰韶文

化四期；芮城清凉寺、陶寺文化早期和临汾

下靳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

对宝鸡福临堡、汝州洪山庙和灵宝西坡

等墓地的年代还有必要简要说明。

宝鸡福临堡遗址共发现仰韶文化墓葬45

座，过去认为它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但

从出土的平底瓶、直腹弦纹罐、蒜头细颈壶

的特征来看应属于仰韶文化一期。

汝州洪山庙发现一座瓮棺合葬墓，编号

M1，墓坑内放置136个瓮棺，报告笼统地把其

年代定为庙底沟文化时期［19］，但根据其彩陶

花纹的风格来看，与华县泉护村一期三段［20］

更为接近，应属庙底沟文化的偏晚阶段。

灵宝西坡墓地发现34座仰韶文化中期墓

葬，出土陶器基本不见彩陶，其年代应为庙

底沟文化的 晚阶段，即在庙底沟文化向西

王村文化过渡的时期［21］。因此，灵宝西坡墓

地的年代应晚于汝州洪山庙。

总之，以上墓地和墓葬中，宝鸡福临

堡、南郑龙岗寺老官台文化和半坡类型第六

层为仰韶文化一期；姜寨一期、南郑龙岗寺

半坡类型墓葬第五、四层为仰韶文化二期前

段；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华阴横阵、华县

元君庙、龙岗寺半坡类型墓葬第1至3层属仰

韶文化二期晚段；汝州洪山庙M1的年代属仰

韶文化三期；灵宝西坡墓地的年代在仰韶文

化三、四期之交；孟津妯娌墓地的年代属仰

韶文化第四期；芮城清凉寺、陶寺早期和临

汾下靳等墓地的年代属龙山文化早期。

二、豫陕晋相邻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

墓葬等级分化的过程

从仰韶文化到庙底沟二期文化，豫陕晋

相邻地区的墓葬基本上表现出从平等到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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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等级分化过程。

1. 仰韶文化一、二期

本地区仰韶文化一期墓地发现不多，目

前仅有宝鸡福临堡一处。

宝鸡福临堡共发现仰韶文化墓葬45座，

除M19外，其他44座可分为两期。早期32座，

位于墓地偏东部，均为单人一次葬，有墓

圹，大多头朝东。这些墓葬基本大小划一，

有些有木质葬具和少量随葬品，看不出明显

的大小等级差别。晚期12座，位于墓地偏西

部，以单人一次葬为主，有少量二次葬，均

没有墓圹、葬具及随葬品，所以也没有大小

等级差别。（图一）

本地区的仰韶文化二期以半坡类型为代

表，又可以分为以半坡一期为代表的早段和

以渭南史家墓地为代表的晚段。

半坡类型早段的墓葬和墓地以临潼姜寨

一期墓地为代表。姜寨一期共发现墓葬380

座，其中土坑墓174座，瓮棺葬206座。这174

座土坑墓分属于三片公共墓地，均为单人

葬，墓坑面积均在2平方米以下。此墓地，从

墓的形制大小和随葬品多寡上，看不出明显

的等级分化，而且排列有序，布局严整，显

然是平等的氏族公共墓地。（图二）

仰韶文化二期后段墓地发现较多，主要

有渭南史家、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等。相

比早段，这一阶段的埋葬制度有了较大的变

化。这个时期一改早段时的单人一次葬而以

多人合葬墓为主要特征。多人合葬墓有一次

葬，也有二次葬，人数从二人到数十人不等，

男女老幼都有，随葬品较少。合葬形式多种多

样，有女性合葬墓，有男性合葬墓，有多人

男女合葬墓，有老人和儿童合葬墓，有母子合

葬墓等。如渭南史家M25是一座26人的二次合

葬墓。墓坑为长方形，墓口长2.65米，宽2.20

米。墓坑较大，坑内骨架排列比较稀疏。26具

人骨架分作四排放置。第一排5具，第二排8

具，第三排7具，第四排6具，各排放置得虽较

稀疏但相当整齐，每具自成一堆，大多是头骨

置于中心，四肢骨放在两侧，其他骨骸置于头

部下端。（图三）死者男女老幼都有，随葬品

放在墓坑的西南隅，计有泥质红陶钵、葫芦

瓶、夹砂红陶罐及带盖罐各l件［22］。这种合

葬墓看不出明显的等级差别。

在随葬品方面，仰韶文化二期的墓葬多

寡悬殊现象还不太严重。如姜寨一期的174

图一 宝鸡福临堡墓地墓葬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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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成人土坑墓中，有随葬品

的共有117座，出随葬品593

件，每座墓的随葬品大都在

5～10件。多人合葬墓中随

葬 品 的 分 配 也 相 对 平 均 ，

基本不见明显偏向一人的现

象。但也有个别现象，如半

坡的M152，为一个三四岁的

小女孩墓，按成人的葬式埋

葬，用木棺作为葬具，墓坑

有二层台，随葬品有陶器6

件、石球3件、玉耳坠1件、

石 珠 6 9 枚 ， 共 7 9 件 ； 元 君

庙的M420，为一座1个成年

女性和2个女孩的母女合葬

墓，随葬陶器21件、蚌饰1

件、骨笋2件、石球5枚、骨

珠1147枚；姜寨的M7，为一

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墓，随葬

图二 姜寨一期Ⅰ区（A）、Ⅱ区（B）墓葬分布图

图三 渭南史家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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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钵、陶锉、石刮削器各1

件，石球3枚，玉耳坠2件，

串饰骨珠8577枚。这些都是

为女性厚葬的典型墓例，一

般认为这是妇女社会地位高

于男子，或是母系氏族制的

反映。但也有个别男子实

行厚葬的现象，如元君庙

的M458，是一座男性老人

墓，其墓葬形制特别讲究，

墓圹大，有二层台，台上垒

以石块，形若“石椁”，并

有6件陶器随葬。据此，有学者认为这是父权

制萌芽的反映［23］。

半坡文化早期的氏族公共墓地到半坡文

化晚期的氏族集体合葬墓，说明社会处在大

致平等的氏族社会阶段。

2．仰韶文化三期

豫陕晋相邻地区仰韶文化三期以庙底沟

类型为代表。此时期的墓葬发现较少，具有

代表性的有汝州洪山庙和三门峡灵宝西坡墓

地。这两处墓地的年代均为仰韶文化三期晚

段，偏早的只有 近发现的陕西高陵杨官寨

遗址，但还没有发表正式材料。

河南汝州洪山庙的M1，其年代相当于泉

护一期三段，是一座大型二次合葬墓，基本

上呈长方形，墓口长6.30米，南北宽3.50米。

墓坑内共发现136件瓮棺。瓮棺有大、有小，

大瓮棺为成人葬，小瓮棺为儿童葬，其中成

人瓮棺占绝大多数，儿童瓮棺较少［24］。M1

内的瓮棺总体成横向排列布局，共13排，每

排内据相邻瓮棺的疏密程度可分出若干组，

一般3～5个瓮棺为一组。（图四）有学者认

为，组可能是一个家族在一定时期内死者的

组合；排可能是一个氏族若干家族在一定时

期内死者的组合；整个M1可能是一个胞族

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各氏族的死者骨骸实行的

二次葬 ［25］。也有学者认为M1可能是一个

氏族的墓地［26］。M1是至少有136个人的合

葬墓，其中有男性，也有女性，有老人，也

有小孩。这样把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

辈份、不同死亡时间的一群人一次性同埋一

坑，不存在随葬器多寡的

现象，也不存在某个瓮棺

具有特殊的位置等情况，

说明这些人的地位是平等

的。由些可见，洪山庙M1

所反映的是以血缘关系为

基础的平等社会。

到 仰 韶 文 化 三 期 的

晚阶段，情况发生了变

化 。 三 门 峡 灵 宝 西 坡 墓

图四 汝州洪山庙M1

图五 灵宝西坡墓地墓葬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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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年代相当于庙底沟文化向西王村文化

的过渡时期。此遗址发现的34座墓葬，分

大、中、小型三类，（图五）大型墓墓口

长3～5米，宽2.25～3.60米；中型墓墓口长

2.50～2.90米，宽1.40～2.30米；小型墓墓口

长1.80～2.25米，宽0.60～1.20米。大型墓

中，以M27和M29面积 大、规格 高。两墓

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墓室、脚坑和二

层台。M27，墓口长约5米，宽约3.40米，墓

室位于正中，宽约0.70米。墓圹内全以青灰色

草拌泥封填，泥质坚硬；墓室和脚坑上均发

现木盖板痕迹；墓室上共覆盖有16块木板，

每块木板长1.78～2.33米，宽0.20～0.29米；

盖板上发现有覆盖编织物的痕迹。（图六）

M29位于M27西北约6米处，与M27大体在一条

东南至西北走向的直线上。该墓结构与M27相

似，墓口长约4米，宽约3.30米；墓室和脚坑

上均发现有木质盖板的痕迹，但与M27相比，

盖板窄而薄。M29也发现有类似细麻布的编织

物痕迹。M27和M29规模宏大，墓室和脚坑上

盖板并覆盖编织物，M27整体以草拌泥封填

等现象，在同一时期墓葬中均属罕见，表明

仰韶文化中期晚段的社会结构明显趋于复杂

化。墓中并无奢侈品随葬，

反映了中原地区文化的传

统。M27中唯一显示等级的

物品是一对在中小型墓葬中

基本不见的大口缸。此外，

对M27墓主盆骨内土样的初

步分析显示其猪肉绦虫卵含

量远多于其他墓葬盆骨内土

样，推测M27墓主可能食猪

肉较多。西坡庙底沟文化墓

葬中，除1座幼儿墓随葬器

物较多，可视为特例外，一

般来讲，规模较大的墓葬，

随葬器物较多。部分墓葬出

土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随葬品。一

些器物的形制在以前发布的资料中少见；陶

器多似专门用来随葬的明器，烧制火候低。

墓地随葬品中有14件玉器，是黄河中游地区

年代 早的成批出土的玉器，其中玉钺13

件，玉环1件。这些玉钺弧形双面刃，多数较

钝，未开锋，均无使用痕迹，而且均见于大

中型墓中，说明它们已失去了生产工具的性

质，而逐渐演变为象征身份和地位等级的礼

器了。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拥有

玉钺的墓主有男性，也有女性和儿童，这可

能是用玉习俗形成初期的表现。随葬品和玉

钺大都在大中型墓葬中，小型墓中极少有随

葬品的情况说明，在庙底沟文化 晚阶段阶

级分化已初现端倪，一部分特权和富有阶层

已经出现，半坡文化时期平等的氏族公社也

行将结束。

总之，庙底沟文化时期整体上仍处于平

等的氏族社会时期，只是在其 末阶段才开

始出现等级分化的趋势，可视为社会复杂化

进程中等级社会的萌芽或开端。

3. 仰韶文化四期

豫陕晋相邻地区发展到仰韶文化四期

图六 灵宝西坡M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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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彩陶文化衰落，以山西芮

城西王村遗存为代表。此地区

仰韶文化四期的墓地发现的不

多，目前只有河南孟津妯娌墓

地［27］一处。

这处墓地位于妯娌遗址居

住区南部丁区的第3层下，共

清理墓葬55座。这55座墓葬，

以 墓 地 西 北 部 的 分 布 较 为 稠

密，墓地东南部发现的墓葬较

少 ， 墓 坑 的 排 列 也 有 一 定 次

序。这批墓葬除了M3为合葬墓

和M16、M38、M39、M52为未

见人骨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外，

所余50座均为单葬墓。这50座

单 葬 墓 均 为 长 方 形 竖 穴 土 坑

墓，墓坑的方向大致相同，均

取东南与西北方向。（图七）

单葬墓多无棺木，少部分墓内设有单棺，设

单棺者多有生土或熟土二层台，个别墓底

见有朱砂，墓中基本不见随葬品。根据墓葬

规模，可以把这50座墓分为大、中、小三种

类型。大型墓1座，编号为M50，墓口长5.15

米，宽4.05米，墓深2.80米，墓口面积达20.86

平方米，底部有生土二层台，内置单棺，棺

盖用16根圆木横列平铺。墓主人为一青年男

性，右臂佩戴一象牙套箍。（图八）中型墓

7座，墓口长2.60～3.05米，宽1.10～1.90米，

都有二层台和单棺。小型墓 多，共42座，

其中5座有葬具，其墓圹长度在2.40～2.50

米，宽度在1.10～1.40米，

墓圹面积在2.64～3.50平方

米；其他37座小型墓，均无

葬具，墓圹的规模亦有大

小之别，大者长度为2米左

右，宽1米余；小者宽度不

足1米，仅可容身。妯娌墓

地发现的墓葬，几乎都没有

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随葬，

只有个别墓主佩戴有装饰

品。妯娌墓地的墓葬虽然都

不见丰富的随葬品，但从规

格上看，已经形成了“金字

图七 孟津妯娌墓地墓葬分布图

图八 妯娌遗址M50平、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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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式的等级结构，说明这个时期的等级分

化正在加剧。

4. 龙山时代早期

豫陕晋相邻地区龙山时代早期的墓地发现

较多，主要有庙底沟遗址第二期、山西芮城清

凉寺、陶寺遗址早期和临汾下靳等墓地。

庙底沟遗址第二期共发现墓葬145座，

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般长为1.80~1.90

米，宽0.41~0.51米；均为单身葬，方向大都在

175~190°之间；大多数没有随葬品，仅在2座

墓中（M72、M99）各出土小陶杯1件［28］。报

告没有公布更为 详细的材料，但从墓葬规模

和随葬品方面来看，是没有等级差别的。

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29］共发现土坑竖穴

墓355座，（图九）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

共17座，年代为仰韶文化一期。第二、三期

整体上为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第四期为龙

山文化晚期。

第二期墓葬共189座。大部分为面积在

1~1.20平方米的小型墓，少数略大，面积约2

平方米。墓葬大致呈东西向，排列不规则。

多数墓葬的墓室仅能容身，规格相同或相

近，未发现葬具的痕迹。M61和M51是此时

期的一组两墓。M61墓圹长1.90米，宽约0.53

米，现存深度0.85～0.90米。墓主仰身直肢，

头部微偏向北，两臂贴于体侧，脚部压在

M51之下。墓内随葬玉石器4件，其中，玉璧

2件，套在右臂近腕部，石钺横放在腹部。五

孔石 紧贴墓壁竖立于右侧。M51墓壁与M61

的走向基本一致，西端较宽，东端稍窄。墓

穴略浅，长1.44米，宽0.40～0.57米，现存深

约0.80米。M51墓主人被反绑双手，跪在M61

墓主的脚踝上。墓内不见随葬品，死者可能

是与M61同葬一墓的陪葬者。这一情况说明此

时已经出现了显著的不平等现象。

第三期墓葬共105座，排列有序，南北

成行，东西成列。从较高的西部至略低的东

部，等距离分布着10排。其中，规模 大的

一排位于坡地的中心部位，是这类墓葬的核

心区域。以这排墓葬为界，东西两侧的墓葬

规模逐级减小。此期墓葬以大型墓为主，开

口层位、形制、头向与第一阶段的小型墓基

本相同，墓葬规模较大，面积3～5平方米。

墓圹长2.30～2.60米，宽1.30～1.80米，大多

数墓的现存深度1～1.20米，部分墓葬深达

2.50米以上。绝大部分大型墓都有熟土二层

图九 芮城清凉寺墓地墓葬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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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多数墓有小孩殉葬，殉葬人数不等，常

见1人， 多达4人。被扰乱的大型墓，多数

被盗，只有少数墓残存个别的精致玉器。一

些小型墓也随葬玉石器，因未被盗，出土器

物的总数反而比大型墓还多。据此推测，大

型墓下葬时，随葬品应该多且精美。随葬品

以玉石器为主，每座墓1～15件不等。玉石器

的种类较少，主要是玉璧、玉环、石 、玉

（或石）钺，以及玉琮和小玉饰等。除玉石

器外，还有骨簪、鳄鱼骨板、兽牙、猪下颌

骨、陶器等随葬品，但这些器物只发现于极

少数墓中。

可能是出于大型墓被盗扰严重、出土遗

物少等原因，报告墓葬举例中仅公布了一些

中、小型墓的情况。

M146是一座中型墓，长约2.70米、宽约1.70

米，有熟土二层台。墓主为成年男性，头向

西。墓内有4个殉人，一个为成年女性，一个为

青年女性，一个为青年男性，一个为少年。

M79，从规模上看是更接近于小型墓的中

型墓，长2.08米，宽0.90～1米。墓主人头向

朝西，有3个殉人，其中两个为青年女性，一

个为儿童。

清凉寺墓地发现的死者中，非正常入葬

的死者、殉人与墓主人的身

份的差别明显，“抑或这就

是贵族、平民、奴仆的区

别”，由此清晰地说明等级

礼制至迟在该墓地所代表的

时期已经形成［30］。

陶 寺 文 化 早 期 墓 地 约

有3万平方米，现仅发掘一

小部分，即已发现1300多座

墓葬。其墓葬在规模上表

现出明显的等级。其中大

型墓只占1%稍多一点，中

型墓10%稍多一点，小型墓

则将近90%，呈典型的“金字塔”结构，说

明阶级分化现象十分明显。（图一○）大型

墓，墓圹长约3米，宽2～2.75米，残深1～2

米，墓主均为男性。又可分为两个等级，甲

等以M3105、M3106为代表，使用木棺，棺内

撒朱砂，随葬品可达一二百件，重要的如龙

盘、鼍鼓、特磬、陶异形器（土鼓）、彩绘

木案、俎、匣、盘、豆、“仓形器”、彩绘

陶器、玉（石）钺、瑗、成套石斧、石锛、

石镞、整猪骨架等。如M3105就有玉石器、

木器、骨器和陶器等200余件随葬品，（图

一一）其中 突出的是石磐、用鳄鱼皮蒙的

鼓和一组很富特色的彩绘木器，包括木俎、

木匣、木豆、木盘、木斗和木仓模型等，乙

等以M2001为代表，与甲等的主要区别是没有

鼍鼓、特磬、陶异形器（土鼓）。对于大型

墓墓主的身份，多数学者认为应具有“王”

的地位［31］。中型墓，墓圹有浅宽坑和深坑两

种，前者长2.50米、宽1.50米左右，坑深均不

超过附近大墓的深度；后者长2.20～2.50米，

宽0.80～1米，深2～3.50米。根据随葬品的

多少中型墓又可分三等。甲等为浅坑，多分

布于大型墓附近，以M2063、M2035、M2043

等为代表，墓主为男性，使用木棺，有的棺

图一○　陶寺墓地第Ⅲ发掘区墓葬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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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撒朱砂，随葬成组陶器（包括彩绘陶器一

两件）及少量彩绘木器，玉（石）钺、瑗、

琮、头饰、佩饰，或有猪下颌骨数副至数十

副。分布于M3003、M3016、M2001等大型墓

左右两侧的中型墓，墓主为女性，使用彩绘

木棺，棺内撒朱砂，死者佩戴精工镶嵌的头

饰、臂饰，随葬彩绘陶瓶。乙等包括一部分

浅坑和大部分深坑中型墓，以M3031、M1650

为代表，使用木棺，或有考究的殓衾，施朱

砂，随葬玉（石）钺、瑗、琮、梳、骨笄、

猪下颌骨半副至一副，不见陶器、木器。例

如M1650墓即是如此。该墓主人系成年男性，

身着不同颜色的衣服，头部与上身为白色，

下身灰色，足部为橙黄色，身下垫麻布，身

上盖麻布被，反复折叠达10～12层，棺上也

盖麻布并捆以麻绳。丙等为浅坑中型墓及少

数深坑墓，以M2062为代表，使用木棺，但

与有个别不见板灰痕迹者，

随葬品较少，有骨笄或石

瑗、钺、猪下颌骨中的一两

件，或无任何随葬品。中型

墓的墓主身份应为社会地位

较高的贵族。小型墓数量

多，墓圹狭小，没有葬具，

一般长2米，宽0.40～0.60

米，深0.50～1米，也可分

为两等。有随葬品的随葬有

骨笄等1～3件，个别的随葬

有猪下颌骨半副，随葬陶器

的仅有3座，为陶盆或小陶

罐。这种墓在小型墓中所占

比例极小。绝大多数的小型

墓没有任何随葬品［32］。小

型墓墓主的身份当为广大的

平民。这样，根据随葬品的

多少至少可以把陶寺墓地分

成七个等级，从上至下依次

增多，从而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

临汾下靳墓地是另一处集中的陶寺文化

早期墓地。据推测，下靳墓地原面积约6000平

方米，墓葬总数可达1500座以上，是一处大型

墓地。考古工作者于1998年3、4月份和同年的

5～8月份先后对下靳墓地进行两次发掘［33］。

第一次的发掘将墓葬分为A、B两类，A类数目

较多，时代为陶寺文化早期偏晚，B类布局分

散，头向与A类不同，二者应分属不同时期、

不同族属的墓葬［34］。（图一二）第一次发掘

的墓葬按规模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有4座，

面积在3平方米以上， 大的可达4.94平方米，

大多有壁龛；全都有木棺，出有质材与做工俱

佳的玉石器；有的墓有木器；有的墓在盗扰范

围内有碎陶片，原应有较大的陶器；在2座墓

填土中还发现有大块镇墓石。第二类有11座，

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3平方米以下。其中

图一一 陶寺M3015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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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有壁龛（2座）；有7座墓有木棺，约占这

类墓的64％；除盗扰一空的墓以外，都随葬有

玉石器，但质材和做工不及第一类墓所出；有

少数墓出有陶器和木器；有3座墓填土中有镇

墓石。第三类有38座，它们的面积在1.50平方

米以下，都无壁龛，无木棺，不出陶器和木

器，只有部分墓葬出有少量玉石器，填土中都

没有镇墓石。上述三类墓葬在墓圹大小、形

制、葬具以及随葬品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

它们的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当分别处在三个不

同等级上。从墓葬规格上看，第一、二类墓大

致可与陶寺墓地中型墓相当，第三类墓可与陶

寺墓地小墓相当。墓地布局有一定规律可寻；

可以分为若干墓组；有的墓组与其他墓组又可

连结为较长的墓列，绝大多数墓朝向东南。这

些情况或与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家庭、家族以

及氏族相关联。下靳村墓地的墓葬形制、墓向

以及墓与墓之间常

作横向排列等方面

都与陶寺墓地相一

致 ［35］。下靳墓地

和陶寺墓地都属陶

寺文化，但显然陶

寺墓地具有更高的

地位。这说明墓葬

等级也存在着地域

的差别，规模小、

规格低的聚落，其

墓葬等级和规格也

较低， 高等级的

大型墓仅存在于陶

寺遗址 ［36］。这同

时也表明，等级分

化不仅表现在陶寺

遗址这样具有都邑

性质的聚落遗址当

中，在非中心性质

的普通聚落中也有所反映。因此，和前一时期

相比，陶寺文化早期时整个社会就已经处于一

种新的等级秩序之中了。

陶寺文化早期墓地“金字塔”式结构，

以及清凉寺庙底沟二期文化墓葬的规模、殉

人和随葬器物的差别，反映出此时社会分化

已相当严重，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已发生了根

本的变化，已经存在明显的等级分化甚至是

阶级对立。临汾下靳等一般聚落中也出现了

等级分化的情况，说明在龙山时代早期时，

豫陕晋相邻地区可能整个社会都处于不平等

的等级社会中了。

三、豫陕晋相邻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

墓葬等级分化的特点和动力

根据埋葬形态的演变情况来看，从仰韶

时代早期到龙山时代早期，豫陕晋相邻地区

图一二 临汾下靳A类墓葬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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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氏族社会内部大致经历了由平等到不平等

的变化过程。但是其变化的过程却不是渐变

的，而是表现了突变性和偶然性。

从仰韶文化一期的宝鸡福临堡墓地一

直到仰韶文化三期晚段的汝州洪山庙大约

1500年间，豫陕晋相邻地区的埋葬形态要么

是“量身定做”的单人墓，要么是“几无差

别”的合葬墓，一直坚守着“人人平等”的

社会法则，从墓葬上根本就看不出明显的等

级分化。但是在仰韶文化三期向四期过渡的

时期，灵宝西坡墓地突然出现了不平等的

大、中、小型墓葬。另外，从彩陶纹饰上

看，汝州洪山庙M1的年代相当于泉护一期三

段，处于庙底沟文化较晚的时期，与灵宝西

坡墓地的年代比较接近。由此看来，从洪山

庙到西坡，墓葬所反映的等级分化并不存在

渐进式的过渡，而是呈现出突变的特点。自

此之后，仰韶文化四期的西王村文化时期，

本地区的等级分化继续加剧，从大遗址扩展

到中小型遗址，并 终在龙山时代前期时进

入到了不平等的阶级或阶层社会。

豫陕晋相邻地区在仰韶文化三、四期之

交，等级分化的突然出现，打破了本地区一

贯遵守的“人人平等”社会法则，从而走向

了不平等的社会。这其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

种力量在起作用，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

重要问题。对此，若仔细分析这些出现等级

分化的遗址，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具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即大都包含较多的外来文化

因素。

如 早出现等级分化的灵宝西坡墓地，

其长颈壶和大口缸应是受东方大汶口文化的

影响，圈足杯（簋形器）应是受南方屈家岭

文化的影响。

仰韶文化四期时，孟津妯娌遗址在第二

期时出现了如折腹豆、陶杯、觚等大汶口文

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因素，至第三期时更多。

龙山文化早期的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出

土遗物以大量的精美玉器为代表，显然不是

中原文化的传统。据考证，第二期玉器应主

要受东南地区的薛家岗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影

响，第三期玉器主要受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

和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的影响。清凉寺墓地

出土的陶器不多，但第三期的彩绘长颈瓶显

然是受东方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另外，墓葬

中随葬猪下颌骨和鳄鱼骨板的习惯也当是受

大汶口文化的影响［37］。

陶寺文化早期墓地和临汾下靳墓地都属

陶寺文化，受东方大汶口文化的影响更多。

相关研究表明，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约相当

于豫陕晋相邻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晚段，

与运城盆地、垣曲盆地同时期的庙底沟二期

文化并存。运城盆地和垣曲盆地的庙底沟二

期晚期文化是沿其既有轨迹发展的，而临汾

盆地的陶寺文化，则是由庙底沟二期文化晚

期阶段派生出的一支，经与大汶口文化因素

融合、重组，并吸收少量良渚文化、红山文

化、屈家岭-石家河等不同区系文化而形成的

一支新的文化。陶寺文化早期的外来陶器文

化因素中，大汶口文化 多，据统计不少于

30种，主要有大口折腹尊、高领圆肩罐、高

领圆腹罐、高领深腹罐、盆形鼎、盆形斝、

大口罐、高领折肩尊、折腹尊、高领圆腹

壶、陶瓶、折腹盆、背壶、觚、豆、簋、大

口缸等［38］。

与芮城清凉寺、襄汾陶寺、临汾下靳等

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多墓地不同的是，那些受

外来文化因素影响较少的墓地，如庙底沟遗

址第二期还在坚持“人人平等”的法则。因

此，豫陕晋相邻地区等级分化的出现当是在

受到外来文化尤其是东方文化的影响下而出

现的。在东方的海岱地区，从大汶口墓地的

情况看，大汶口文化墓葬分级的情况从相当

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就



143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看豫陕晋相邻地区的等级分化

已经开始［39］，要比豫陕晋相邻地区早数百

年。另外，整个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在庙

底沟类型时期达到一个空前强盛的状态，其

分布西起渭河上游，东至豫东商丘一带，南

达汉水中游，北抵阴山之阳。但是到庙底沟

类型的末期时，中原文化开始走向衰落，而

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

区和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地区的文化开始强

盛，尤其是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逐渐向西

发展，占领了今京广线以东的豫东地区，江

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也不断北犯，占领了今

驻马店以南的豫南地区，甚至是作为中原文

化老窝的豫陕晋相邻地区也受到了强烈的冲

击。外族的入侵，使豫陕晋相邻地区的族群

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仅打破了原本的

氏族亲缘关系，而且也打破了“人人平等”

的社会法则，出现了贫富分化、等级分化的

不平等现象。

四、结 语

从仰韶文化至龙山时代早期的墓葬来

看，豫陕晋相邻地区从仰韶文化一期至三期

应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到仰韶文化第三、四

期之交，即庙底沟文化向西王村文化的过渡

时期，突然出现了等级分化。这种变化带有

突发性和偶然性，是在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作

用下发生的，打破了这里“人人平等”的传

统规则。经过仰韶文化四期的进一步发展，

豫陕晋相邻地区终于在庙底沟二期文化之时

进入到了等级社会，为国家和文明的产生奠

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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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楼遗址是淮河流域龙山时期的小型聚

落。除F1、F3、F4有打破关系外，其他房址

均按照一定次序排列，可能是经过有序规划

而形成的聚落。一段主要是半地穴建筑，二

段主要是柱列式建筑。这种柱列式建筑形式

也同时见于驻马店杨庄二期。 G1形成于张

楼龙山遗存二段，故在当时可能是作为环壕

使用。W1为小型墓，且周边无其他共时性遗

迹，因此推测该遗址的墓葬形制、布局不仅

与丧葬习俗相关，也可能与文明初期形成的

土地使用制度有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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