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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本书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剑华先生从事考古研究多年的成果累积，详尽罗列了大量史料，并借助精美的文物图片对三星堆

文明的神秘起源、古蜀国的神权统治、宗教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等加以详细介绍，既有对有关三星堆文化古族、古城、古国的渊源流向的纵向探索，又有从

生态到文态、从产业到科技工艺、从社会生活到神灵的主观艺术世界的全景式描绘。彰显了古蜀文明丰富多彩的生活、高度发达的制作工艺，以及与外来

文明和中国西南与南亚及西亚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进而凸显出古蜀文明的独特地位和中华文明多源一统的关系。

《探寻古蜀国：从三星堆看中华文明》，黄剑华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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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得名于清代《汉州志》：“广汉
名区，雒城旧壤……其东则涌泉万斛，其西则
伴月三星。”该遗址最早发现于1929年春天。
广汉市南兴镇月亮湾农民燕道诚在挖水沟时，
意外发现一块色彩斑斓的玉石，心中大喜，后
又接连挖出400余件珍贵文物。后因文物流
于市而引起极大关注。1933年底，原华西大
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在村进行了第一次发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
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
等先后对广汉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四次调查和
发掘。然而，三星堆遗址真正规模考古发掘
始于1986年，石破天惊，众多旷世瑰宝重现
人间。从此，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部的鸭
子河南岸的三星堆遗址也名扬天下。
《遇见三星堆》由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编著，该书以概述统领，整体介绍三星堆发现
及考古意义，后分青铜器、玉石器、陶器、金器
四部分，着重三星堆文物高清大图展示，代表
性青铜器物附二维码，让读者扫码欣赏，一站
式体会三星堆文物的精美及其带来的震撼。

一篇概述 统领全书

在概述中，读者可以了解三星堆8个坑
概况、研究新进展及考古发现的意义和价值，
为读者更客观、更深入了解三星堆、更好领略
这座青铜文明宝库的魅力提供指引。
作者梳理了三星堆8个坑的面积大小、基

本形制、朝向及坑内出土文物情况。读者阅读
概述，即可大致了解三星堆8个坑概况，感受往
昔繁华的古蜀王国。如“五号坑在8个坑中面
积最小，但‘含金量’较高，出土了金器、象牙雕、
玉器等器物，其中包括体量巨大的半张金面具
及造型精美的金鸟形饰。”其次，三星堆考古新
发现，也为解开有关三星堆的许多谜团，提供
了新思路。如“三星堆一至八号坑的具体年代
和用途”，通过碳十四检测结合考古发现，考古
人员认为四号坑年代在距今3148-2966年范
围内，属商代晚期。最后，三星堆考古发现，让
人们进一步认识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开放
包容的巴蜀文化、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及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格局新证。
该书收录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近百件

（组）精品器物，分青铜器、玉石器、陶器、金器
四部分，高清大图呈现文物全貌，配合器物年
代、大小、出土地方及短而精解说，让读者在
纸墨间完成与历史的对话。

分类解析 丰富精美

三星堆一二号坑展示出一个瑰丽多彩的
古蜀文明，让古蜀在商周之际的历史更加明
晰。本书作者在编排过程中，收录三星堆博
物馆中极具特色、能够反映古蜀文明的文物，
以材质为主，器物类型为辅，分类展示青铜器、
金器、玉器、陶器。如铜立人像、青铜人面具、
青铜戴冠纵目面具、1号铜神树、玉戚形璧、
祭山图玉璋、金杖、金面罩等，这些器物无不
承载着古蜀国灿烂的文明，传承着古蜀国先
民的历史文化，是古蜀国先祖留给我们的宝
贵遗产。书中所收器物，均有细致描述，为读
者在小书之上建起一所小型博物馆。
遇文物，见历史。相信巴蜀书社2022年新

出的这部三星堆博物馆精品器物导览手册——
《遇见三星堆》，能拉近读者与三星堆的距离，从而
深入感受古巴蜀文化的奇特瑰丽，想象古蜀王国
的强大，以及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
的包容和创新，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汇集力量。

叹为观止的
三星堆博物馆

白雅

分享 读悦
说起三星堆，相信大家对它并不陌

生，无论是三十多年前出土的青铜神树、
青铜大立人像，还是最近一段时间在网
络上持续霸屏的黄金面具、青铜鼎，都
出土自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1986年夏秋之交，在四川广汉三星

堆遗址连续发现两个祭祀坑，坑内出土
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以及
大量海贝，大量青铜人头像、青铜神树、
青铜大立人像等稀世珍宝，引起世人震
惊。硕大无朋、装饰精美的青铜神树；
自由诡秘、飘逸大胆的青铜人面像；头
戴高冠、身着长衫的青铜大立人像……
一件件令人震撼的文物，是连接我们与
古蜀幻想的仅存“天梯”。
通过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遗迹和

遗物，我们能感受到先民们遥远的幻想
光芒。这一考古新发现，被誉为20世纪
人类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彻底颠覆了
人们对古蜀文明的认知。人们第一次认
识到，商代的古蜀王国是一个有灿烂青
铜文化的文明古国。2018年，四川省启
动了对三星堆遗址的新一轮考古发掘。
三年时间，新一轮三星堆考古发现六个
新的器物坑，出土文物500余件，包括目
前国内最大的大口尊、国内同时期最大

的金面具、国内唯一科学考古发掘出土
的圆口方体铜尊、器型独特的顶尊跪坐
人像，并首次发现丝绸残留物，为丝绸之
路最早开辟于先秦时期提供可靠物证。
在《发现三星堆》一书中，探讨了三

星堆的文明前夜、古蜀王国的政治形态、
对外交流等问题，深刻阐述了三星堆的
文明内涵。综合运用文献学、考古学、民
族学等诸多学科专业技术，参考大量原
始文献，根据出土器物的型、制作工艺、

用材等方方面面，抽丝剥茧般层层解开
迷雾，让我们得以窥探浩瀚文明的一角。
本书分为八个部分：文明的重现、神

权政体与文明、神权政体的运作系统、古

蜀城市文明、古蜀文明与夏商文明和长江中
下游文明、商代中国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
古蜀文明与欧亚古文明、古代中印交通与中
国丝绸西传。本书科学、系统地反映长江上
游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文化，填补了三星
堆文化新发掘部分与夏商文明领域研究的
空白。整体框架结构清晰，逻辑清楚合理，
语言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并配以多幅精美
图片帮助读者更直观地认识三星堆。
文明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总是一边永

不停歇地向前奔走，一边与其他文明交流碰
撞，只有如此，才能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永
葆活力。三星堆考古发现让我们改变了过
去对巴蜀地区“偏远”“闭塞”的印象，一个辉
煌灿烂的文明古国在眼前呈现：对外交流频
繁、金属制造工艺发达、经济繁荣……

从一个考古遗址的发掘，发现一
个失落的文明，甚至改写一部文化
史，学术界再没有比这更令考古、历
史和文化工作者兴奋快意的事了。

有幸的是，自20世纪 80年代以
来，这样快慰的事却两次降于四川盆
地西侧的成都平原上：一次是广汉三
星堆古城和祭祀坑遗址的发掘，另一
次是以新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成都
六座史前古城遗址的发掘。

它们使一个已经失落的古老的
巴蜀文明，一个只有茫昧迷离的文献
记述而缺乏物化实证的巴蜀文明，破
土而出，喷薄而发，闪现出灿烂的耀
眼的光芒，照亮了巴蜀文化史上几显
苍白和暗黑的澎湃城。

现在，已有众多学者投入三星堆
文化的探索和研究中。黄剑华以史
家的根柢，艺术家的笔触，寻幽访翠，
探骊得珠，再现了三星堆文化的面貌
及其发现过程。既有对于有关三星
堆文化古族、古城、古国的渊源流向
的纵向探索，又有从生态到文态、从
产业到制作工艺、从社会生活到神灵
的主观艺术世界的全景式描绘，其中
不乏作者创新的灵感和见解。

研究三星堆文化是中国考古学
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由于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
渊源的扑朔迷离，也为我们的认识和
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

其难之一，三星堆祭祀坑内各种
奇诡怪异的神像文物从未见于著录，
没有现成的巴蜀文献记载可资对照，
至今我们还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关
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
三星堆遗物及其风貌和内涵。

其难之二，研究和探索三星堆文
化的族属和文化渊源，若隐若现，困
难重重。由于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
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源
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
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振荡，
使我们至今对巴蜀内部的民族关系
还难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

其难之三，三星堆文化遗迹和实
物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知的古
蜀城邦体系和森严的古蜀国体系，但
我们仅凭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
明等蜀王世系的知识，无法为它找到
文化学上的坐标定位。

其难之四，宝墩文化、三星堆文
化和成都十二桥文化的考古发掘，虽
然使我们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特别是
其青铜文明的上源，看到了它的流
向，但其间长达2000年的时空隧道里
的某些缺环还是难以填补的。

本书作者知难而进，对三星堆文
化发现和发掘的历程作了生动的描
述，汇集了尽可能详尽的史料，使我们
对巴蜀文化，特别是其中有关古蜀文
化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能够引起思索，

加以重新认识。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三星堆文化是从蚕丛、柏灌、

鱼凫到杜宇、开明等历代蜀王世系所
代表的不同经济时代的都邑文化最
早汇集的结穴处演化而来，提供了典
型的古蜀城邦国家文化特征的识别
体系，填补了古蜀城市文明早期形态
起源和发展史的空白。

三星堆古城址代表着古蜀城邦国
家建成的阶段。本书对古蜀城市建
筑、城市功能和城市结构秩序，特别是
以祭祀坑为代表的超自然的精神性权
威城市汇聚点，都有较好的分析和研
究。本书使我们能够跳出究竟是鱼凫
时期还是杜宇时期的直线式思维的猜
测，启迪我们用球型思维来思考三星
堆古城文明。三星堆文化所包含的四
期文化层似应是历代蜀王文化最早汇
集的结穴处和时代性文化积淀的结
果，是不同经济文化发展阶段（从石器
到青铜时代、从采集渔猎到农耕时代）
的历代蜀王为代表的各部族、种族、民
族通过交流、征服和文化激荡而兼容
和综合的结晶。由此，我们不难理解，
巴蜀文化兼容性、开放性品格得以形
成的最早的源头和过往的历程。

二、三星堆文化展现了古蜀人恢
诡浪漫、舂容大雅的艺术世界和铿訇
辩肆、不师故辙的文化心理，很值得
我们玩味和探索。

对三星堆艺术世界的描绘和分

析，是本书作者用功最勤、致力最多，
也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奇特夸张的
青铜艺术、侈丽雍容的金箔技艺和玉
石雕琢，是三星堆文化结晶的明珠。
它们构成古蜀国神秘的艺术世界，折
射出古蜀人特异的文化心理。从文化
学的深层次钩沉稽引历代蜀人所认同
的艺术世界和文化心理，并把它同三
星堆文化面貌相联系。本书作者既是
长期从事历史和文物考古学术研究的
学者，又是长于艺术探索的作家，对此
作了用功的尝试。从本书所描绘和分
析的艺术图景出发，我们可以对蜀人
心灵世界的传承和思维特征发展的脉
络作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

三星堆文化中的巫师、女神、神
树和各种青铜人面像乃至各种凤鸟、
鱼凫饰件，太阳轮饰件，如果加以艺
术化组合，不难看出昌盛的泛灵崇拜
和祖先崇拜的世界。其中最有特色
的，恐怕是以鸟、珠、花为表征的日神
崇拜以及以姐神崇拜、鸟母崇拜、杜
主崇拜为特征的神禖文化。这两者
构成三星堆蜀人崇拜先祖和崇拜先
妣并重的心理世界。我是主张神禖
文化是蜀人的特征的，但它对蜀人的
特殊性格、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究竟
有何影响，尚值得探讨。可喜的是，
本书作者联系静态的农业文明特征，
对此作了深入的创新性的探析。
《汉书·地理志》说，蜀人学习经

书的思维很特殊，“不慕道德而贵慕权
势”“以文辞显于世”，重时事利禄的今文
经学传统和重文学的传统是蜀人的特
征。对于这些特征我们都可以在神秘的
三星堆艺术世界里，掠过历史的天际线
去考察和探索其依稀可辨的棼丝踪迹。

三、三星堆文明为古代东方文明增
添了新的篇章，为我们留下了不同文明
之间开放交流、互补互融的历史经验。

三星堆文明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它
既有自己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又受着中华
文明内部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乃至东方
文明不同地域的文化或明或隐、或直接或
间接的影响。本书把三星堆文明同通向
远方的古蜀商道联系起来解读是有意义
的。三星堆祭祀坑的龙虎尊等器物内出
土了海贝4600枚，其中包括环纹贝和虎斑
纹贝，这应该是古代闭塞的“天府之国”同
南海交通的明证，也不排除是殷商文化南
进与商品交换的影响。除了这一明证以
外，应该说三星堆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和
玉石工艺，就是中原商文化与蜀文化交流
融汇、互补互融的产物。蜀人在文化的互
补互融中创造出了自身新的有特色的文
化，我们还可透过本书对若干文化细节加
以研究，例如三星堆文化同东南亚文化，
从西边的阿萨姆到东边的大洋洲，是否有
亲疏程度不一的联系？它同中东文明，例
如两河流域文化、腓尼基以及安纳托利亚
的文化有无联系和交流，抑或是各自独立
创造了发展阶段相同、类型相似、性质相
似的文化，这是当前一些学者致力研究的
重点。本书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奇特神秘的三星堆文明为我们留下

了异质文化之间接触、交流、碰撞、激荡
的历史信息，有待我们进行深入的描述、
分析和比较研究，进而进行某些概括，得
出某些于我们现代蜀人有益的历史经
验。这是一项需要花大力气才能完成的
工作。研究和总结三星堆文化遗产为我
们留下了哪些有益的文化开发和交流的
历史经验，是十分有意义的。本书的出
版，有其现实的价值和针对性。

作者为四川省社科院杰出研究员、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

细读这本书，真是一本简明有趣
的地方文化史。萧易精选了四川19
处代表性考古遗址和文化遗存，通过
对发掘材料的爬梳、比对文献史料并
亲临现场探访，钩沉出了四川从新石
器时代、古蜀方国延绵到明清那些隐
匿在历史中的精彩瞬间，由微见著，
将蜀地历史文化序列清晰地勾画出
来。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娓娓道来的
灵动笔法，配以遗址发掘现场和出土
文物的珍贵图片，将枯燥坚硬的考古
材料润化开来，带给读者的不仅是文
史干货条分缕析的悠长滋味，更有古
代生活场景栩栩如生的再现。
萧易写《寻蜀记》的初衷是“从新石

器时代新津的宝墩古城，到彭山发现的
张献忠沉银，它们的年代都不一样，我
想通过它们建立一个新石器时代到清

代的脉络，以此看四川的历史”。
在先秦一章，萧易就选了几个最

能代表古蜀文明的遗址，将其在考古
史上的重要地位精当地点出：“宝墩遗
址——改写中国文明版图的史前古
城”“纵目之神——三星堆的青铜时
代”“金沙遗址——沉睡千年的古蜀王
都”“载魂之舟——追寻开明王朝的背
影”，用这四篇不长的专题文章，图文
并茂地向世人展示了神秘古蜀文明的
几个大时段精彩样态，删繁就简地把
四川史前文明状态勾勒出来了。同时

注意细节的呈现，把每个遗址精髓用
点睛之笔亮出来，给人留下鲜明的印
象。随着近年来宝墩遗址、桂圆桥遗
址和各地大型船棺葬的陆续发掘，吸
引了国内外众多考古学家、古人类学
家、动植物学家纷纷从各自领域出发
来解密古蜀文明的拼图。这些遗址遗
存显示了古蜀文明的多元性和复杂
化：既有本土文明，又有北方草原文
明、中原商周文化、长江中下游楚越文
化交叉纵横的影响。要把这些错综复
杂的古蜀文明线索理清楚并不容易。

萧易从探寻者的视角，通过具体文物
为线索，以讲故事的方式将人们缓缓
带入古蜀文明的画卷，用考古可见的
材料把古蜀先民生活场景娓娓道来，
通俗易懂地展示了古蜀文明的特点及
发展演变的脉络。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知行合一的实践性写作以及题材主
要集中于历史考古，逐步形成了萧易的文
字风格——在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到
三个维度的呈现：既有根据考古遗迹展示
的数千年前古人的生活样态，也有考古发
掘者亲历者的视野，还有萧易自己寻幽访
古的感触，正是这种立体而丰富的构架，
使《寻蜀记》成为一部在脚下遗迹与千年
文明间切换的蜀地史，阅读时让人有穿越
时空的纵深感，读后意犹未尽。
在形成写作风格的同时，萧易也逐

步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每做一个文
化探访，都需要做足功课，查阅考古报
告，查阅相关文献，数次亲临发掘现场或
亲自到荒郊野岭查看真迹，辨识题记碑
文……经历了反复的夯实打磨，每一篇
小文就是浓缩的精华。

作者为四川大学博物馆科创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