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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叙事 中华文明探源的四重证据法

叶 舒 宪�“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内容摘要 将文化研究的多重叙事概念与国学研究的四重证据法相联系 一重证据指传世文献

二重证据指出土文献 三重证据指人类学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俗学的民族学的大量
参照材料 四重证据指考古实物和图像。用叙事学术语�可将第四重证据的功效概括为物的叙事
及图像叙事�其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超越汉字记录的局限�在文字文本之外重新
建构文化文本。以死而复生神话信仰的多种动物形象— 虎、鸽、熊、蝉、蛇等的图像编码为参
照�提示对文献叙事难点问题的再解读。
关 键 词 物的叙事 四重证据法 比较神话学 中华文明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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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中国的学术传统围绕传世文献这个
惟一的核心而展开�而在经史子集四类文献中又以
经书的地位至高无上。虽然也有金石学和名物学的
名目�却充其量只能充当经史之学的附庸和技术性
补充�其在整体知识格局中长久以来被忽略和边缘
化。自王国维在 世纪初年提出利用地下材料甲骨

文和金文作为第二重证据�唯文献至上的国学研究
倾向才显露出重要变化的格局。不过�不论是作为
一重证据的文献�还是作为二重证据的甲金文�都
还没有超出汉字记载的媒介范围。其研究视野被牢
牢地束缚在有汉字记载以来的商周以下�对于商代
之前的虞夏时期�乃至更早的炎黄时代�则不免发
出难以企及的概叹。

世纪蓬勃兴起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范式�
基本上是在文字文献之外去寻找对象和材料�其对
国学传统的改造和变革作用是非同小可的。以活态
的文化传承现象和出土文物为调研的第一手资料�
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对于习惯于文献作业的传统

型文史研究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
现在信息获得方式的多样化方面 其次则是阐释与

证明方法的多样化。笔者曾将人类学范式的研究对
于国学传统考据学方法的更新作用归结为 “三重证
据法�’近年来又根据国学研究的知识格局和方法论
创新的迫切需要�将考古学和博物学传统的研究范
式融合进来�特别提示为 “第四重证据 ”�并将四重证

据彼此之间的互动和互补�作为当代知识整合背景
下国学研究的创新性方法论�使之能够发挥独特的
研究工具作用。

年�基于四重证据法的实际应用经验的初
步积累�笔者提出由人类学、神话学视角进人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的整合研究思路�以大量考古学实物
为基础材料�充分调动人文解释学的特有阐释力�让
无言的出土器物发出声音�甚至说出话来�从中探
索无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的社会和文化信息�从而
重构出失落的历史线索。这一学术设想经过反复修
订和专家评审�题为 “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 ”�
获得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 类 ”立项。目前该
项目正在进展中�其前期成果为 《熊图腾 》与 《河西
走廊 两部著作及在 一 年 《民族艺术 》等刊
物上连载的专栏 神话与图像 系列论文十余篇。项
目的基本创新观点主要来自以 “物的叙事 ”为核心观
念的四重证据法�以下分四部分阐释这一新方法论
体系及其应用原理。

一、作为第四重证据的 “物的叙事 ”
四重证据法的提出对应着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较

新的一个潮流�叫做 “物质文化�� 。 �
也就是直接研究物体本身蕴含的潜在 “叙事 ”�从古
代遗留的实物及图像中解读出文字文本没有记录

的文化信息。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早期经典�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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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莫斯的开风气之书 《礼物》
。这部篇幅很小的著作在整个 世纪所发挥

的跨学科影响力�可谓与日俱增。究其原因�如埃文
斯一普理查德所说

莫斯所身处的传统�是由孟德斯鸡经由杜尔哥、孔多
塞和圣西门等 世纪的哲学家直到孔德和涂尔干的哲学

传统。而依据这一传统�结论主要得自于对概念的分析而
不是对事实的分析�事实仅被用作由归纳法所产生的命题
的例证。但尽管如此�莫斯却远没有涂尔干那么哲学。在
他的所有文章中�他都是首先直抵那些具体的事实�考察
其总体性和微小的细节。
用中国人熟悉的本土话语来讲�莫斯之前的西方
学术传统偏重于 “形而上者谓之道 ”的研究 而莫斯

所开启的却是一种 “形而下者谓之器 ”的研究取向。
离开学术史的脉络�一般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德国
哲学的重量级人物海德格尔会在 年作出一场

以 “物 ”为题的讲座。更不易理解的是�后来的法国新
小说一派创作者为什么要放逐作为主体的人�让作
为客体的物充当作品的主角。解铃还须系铃人�回
到莫斯的小册子 《礼物》�就会看到�对于人类而言�
只存在主体化的客体�不存在纯粹的客体。他之所
以对事物本身及其细部特征感兴趣�因为他确信物
比其他东西都更好地刻画了文明的类型。莫斯对于
作为客体的物怀抱着一种语义学和符号学探究的热

情。是新西兰毛利人的 “礼物之灵 ” 和西伯利

亚的爱斯基摩人的报恩仪式�让他了解到�物体是
足以承载和体现人的精神的符号载体�而那一种伴
随信仰而存在的神圣之物�是理解和解释原始文化
及远古文化奥秘的钥匙 。可以说�没有莫斯对礼物
的人类学透析�就不会有罗兰 ·巴特以 《神话学 》名
义对巴黎香水和埃菲尔铁塔的符号分析。在 世纪

中后期�随着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日益繁荣�对物
和物质文化的研究兴趣也就从个别先驱者�推广到
广大的研究者群体。
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声称 现代性呈现的是

主体登场的历史 而后现代性则是客体挑战主体的

历史。 年�阿帕杜来及时地编出 《物的社会生
活 》 “ 感 � 一书�迅速成为这
一领域中引用率甚高的新经典。关于物质文化研究
的较新进展�在 世纪 年代有苏珊 ·皮尔斯编
的《在西方世界中体验物质文化 》阁�进人 世纪后

又有维克多 ·布切利编的文集 《物质文化 社会科学

中的关键概念 》’一书。在汉语学术界�以 年中

译本 《礼物》面世为标志�一个物质文化研究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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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悄然兴起。作为先导�海峡两岸的人类学家和
考古学家功不可没。〔张光直 年发表在 中央研

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 期上的 《商周神话与
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 》�以及发表在 《考
古与文物 》 年第 期的 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

样》�是将中国出土文物做神话学研究的开创之作。
二文后来收人 中国青铜时代 》 �这本书二十多年
来不断重印�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国际上的文化研究大潮
也波及中国�新一轮的译介潮流方兴未艾。孟悦和
罗岗主编的 《物质文化读本 》�系统梳理出这方面的
一些重要文献 。英国新史学的领军人物彼得 ·博
克 《图像证史 》、美国的技术哲学和后现象学代表人
物唐 ·伊德 《让事物 “说话 ” 》等相继出版中译本 。
还有日本考古学和古物学家林巳奈夫针对中国文物

的图像学解读成果 《神与兽的纹样学 》等 。
从研究方法上概括�笔者主张将文化研究的多

重叙事概念与国学研究的所谓四重证据法联系起

来 一重证据指传世文献 二重证据指出土文献和

文字 三重证据指人类学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方面�包括民俗学的民族学的大量参照材料 四重

证据指图像和实物。若着眼于叙事学的角度�也可
以将文化书写 方式划分成四至五

种 口传叙事 传世的文字文本叙事 出土

的文字文本叙事 图像叙事与物的叙事 仪式

和表演的叙事。
若将传世的文字文本和出土的文字文本归为一

类�那就可将上述五种叙事归并为四种叙事。笔者
认为�当代做文史研究的学者若能够对四重证据法
有所自觉�同时掌握文化书写的多维叙事�那么其
所获得的材料会大大丰富起来�研究视野将随之超
越前人�能够探索到的文化和历史真相也应该远远
超出偏信文字记录所造成的遮蔽与束缚 。

在四重证据之中�过去的人文学界比较熟悉的
是王国维在 《古史新证 》中系统陈述的二重证据说。
而对于以人类学、民俗学为专业的学人来说�所谓
三重证据法的指涉内容也不会很陌生。理由在于�
人类学的原初研究对象就是大量的无文字社会�该
学科的调研方法训练被称为 “田野作业 ”�即完全不
同于史学研究者的书本文献作业。孟华主编的 三

重证据法 语言 ·文字 ·图像 》�主张将图像当做第
三重证据�却没有给 “物 ”赋予合法证据的身份和职
能�也没有强调人类学与民俗学对非文字材料的调
研和研究所承担的证史参照作用 。笔者认为这后
一方面�乃是国学传统所缺乏的�因而也是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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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新国学研究的。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说相比�
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所蕴含的知识创新意义更

加明确。除了研究工具作用外�还潜含有后殖民批
判的学术伦理意义。对此�可以引用人类学家埃里
克 ·沃尔夫在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前言部分
的一句名言来表示 “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于只书写一
种‘胜者为王’的历史�或者只满足于书写被支配族群
的屈服史了。��
至于第四重证据�在非文字性材料和非文献作

业方式上�与第兰重证据具有异曲同工的性质�二者
都明显区别于依赖语言文字为媒介的第一和第二重

证据�其论证的实际作用却大有 “不着一字�尽得风
流 ”的出奇效力。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从新史学
的观念出发�所有的文字记录都不过是主观性的 “雄
辩 ”�其证明效力当然无法和客观事物所构成的事实
相比。傅斯年曾经将所有的史料划分为两类 直接

史料和间接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
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 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

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史料�
毛公鼎则是直接的 《世本》是间接的材料�卜辞则
是直接的。” 从今日的四重证据法体系看�傅斯
年所说的直接史料指的就是王国维推崇的第二重证

据。毛公鼎是因为上面有铭文�才被当做比 《周书 》
更加可信的直接史料的。可是毛公鼎上面的图像纹
饰呢 还有�毛公鼎所用金属原料的成分和产地呢
这些非文字的 “叙事 ”信息�傅斯年没有给与足够的
重视�用当今的衡量标准看�图像叙事和物的叙事都
属于直接史料�其被归类为四重证据法中的第四重
证据�具有极大的开拓和阐释空间 司。借助于当代
自然科学的多种新技术手段�国际领先学者让物 “说
话 ”的尝试已经取得跨越式的进展。以下通过两个著
名的实例略加说明。
第一例�理查德 ·茹德利 《石器时代的奥秘 》第

二章 “冰人的生与死 ”。冰人指的是 年热位登山

者在阿尔卑斯山海拔 米高的奥茨峰冰川中发

现的一具木乃伊。用该山峰命名�又称冰人奥茨。当
时叫来了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的警察。当发现冰人
不是现代人后�警察退出�科学家开始介入。冰人
木乃伊被送往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医学院检测�同时
还发现冰人生前所携带的工具等遗物 一把铜斧�
石制短刀和刀鞘�弓箭、医药包、针脚鞋和熊皮帽
等。该大学史前史教授施宾德勒根据遗物判断冰
人属于 年前的史前期。随后的检测和研究达
到 次之多�从木乃伊及其遗物中解读出多方面
的信息�奥茨也成为晚近的史前史和考古学著述中

经常被引用的一段佳话�茹德利甚至将他和 世纪

最惊人的考古发现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墓相提并

论�并将他称为人类迄今发现保存完好的最早一具
尸体。
奥茨的皮肤和骨头取样被送到欧洲多家生物

实验室进行放射性碳 断代�结果一致判定他
距今 年。奥茨的铜斧是用红铜制作的�这表
明 年前西欧的先民已经早早进人到铜器时代。
奥茨皮肤上留下的纹身经过检测�认为不是装饰性
的纹身�而是类似于中医针灸术所留下的炭笔痕迹。
奥茨随身携带的医药包中有蘑菇�这也表明西医的
前身与利用草药的中医几乎别无二致。一位研究针
灸术的专家巴尔 �曾经作为访问教授到南京
中医药大学教授针灸课�他也断定奥茨身体上的纹
身状态是史前高明的针灸师所留下的治疗痕迹 这

一发现的连带效应非同小可 西方人据此认为欧洲
的阿尔卑斯山地区才是地球上针灸术的最早发源

地 。除此之外� 扫描发现奥茨的肩脚处有一

个箭头。有人据此推测他是受伤致死的。进一步的
研究表明�木乃伊的皮肤完好无损�箭头乃生前的
旧伤。这也表明史前人类战争的残酷性。科学家动
用质谱分析、基因分析和其他微观技术�发现他的
肠胃中有残存的铁木树花粉。这种树只在春季晚期
才开花�这样就推测出奥茨死于春季晚期。他的胃
中还检测出黑麦面包�这表明史前阿尔卑斯山人不
光是以狩猎维生的猎人�同时也是耕种粮食的农夫。
对他牙齿上的釉质所做的同位素测定表明�他生前
在两个不同的生态地区生活过。唐 ·伊德将冰人奥
茨作为 “物质性诊释学 ”的示范性案例�他写道

在这些例子中�“事物 ”发出了声音�花粉、谷物、铁、
牙齿釉质都 “说话 ”了�尽管这种说话发生在自身没有恰当
的语言现象的情境中。……这个例子表明�尽管缺少语言
现象�但是与人类科学有关的相当丰富的叙述也可以被建
构出来。

第二例�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 “剑桥
世界考古 ”丛书之一的 《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的形成 》

� 。材 翻仰 夕 肠二

成 。该书为思考和华夏文明发生期密切相关的问
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在中国版图的新疆以西�
在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以东�有一个以广阔草原地
带而著称的深厚文明传统�因为与西亚的苏美尔、
巴比伦文明和东亚的中华文明均有所不同�没有建
立起以定居城市为中心的文明系统�也没有早期的
文字记载�而是一种以村社联合体为特征的铜器文



明。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的形成》的作者是人类学
教授科赫。他试图重建中亚古文明的取材依据�主
要是近半世纪以来前苏联和俄罗斯考古学家的一

大批发掘报告资料。在这些前人所不知的学术信
息基础上�复原性地描绘出一个由于缺乏记录而失
落的文明。作者在书的第 章标题中提示 这个古

文明发生于青铜时代之前的铜石并用时代。看到
其年代之早�很多人也许会感到吃惊�那居然是在
公元前 一 年之间。换言之�距今 年

到 年之间�中亚地区的铜器文明就率先在世界
登场了。这个年代不仅早于已知世界最早的文字文
明苏美尔和古埃及�甚至比中国人传说的黄帝时代
还要早一千年。该文明的地域围绕着早期红铜冶炼
和采矿的地点�从巴尔干地区到伏尔加河流域。作
者注意到用 “文明 ”来称呼这个东南欧到中亚的铜石
并用时代文化�难免遭遇到传统观点的质疑�即坚
持衡量文明与非文明的三要素标准 金属器、文字
和城市。没有文字和城市�只有金属技术�算不算文
明呢 科赫主要考虑到的该文明诸多发明 包括骑

马术和马车技术在内 对后来世界历史的深远影响�
特别是从红铜过渡到青铜的技术�甚至连最古的苏
美尔文明�也是在其文化传播的作用下才得以兴起
的。反观在约 年前进人青铜时代的华夏文明�
其冶金术的出现究竟是独立发明的�还是文化传播
之结果的疑问�是挥之不去的。从 “物的叙事�� 物证

所提供的信息看�中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把
铜刀�出自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难道
会是偶然的吗 青铜冶炼技术先出现在中原以外地

区�然后才出现于中原地区�其间的时代先后与传
播源流关系�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同样道理�黄金制
品在华夏文明中登场的过程�也基本呈现为先河西
走廊地区 如四坝文化出土黄金饰品 �再到巴蜀的
成都平原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黄金面具 �再辗转
进人到中原地区。如果对照神话材料所提示的中原
文明以外的异族强大势力�汉语文献中有 “蛋尤铜头
铁额 ”及 “蛋尤冶西方之金以为兵 ”等种种说法�其中
隐约透露的冶金技术自西向东传播而影响华夏文明

的朦胧线索�想必会在出土新材料的 “物的叙事 ”参
照下�逐渐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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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语境中�设法提出理解该时代人的世界观和生
死观的有效途径。鉴于中华文明发生期经历了从史
前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代的相当漫长之历史过程�
那个时期根本没有可能产生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
所以占据统治地位的只有宗教信仰支配下的神话思

维及神话想象。如何利用比较神话学的演绎方法之
优势�重新进人到出土文物的那个神话思维世界之
中�是让文物 “说话 ”的关键前提。在这方面�国际领
先学者的创新研究成果具有重要启迪意义。理论方
面的探索有尹恩 ·霍德等著 《阅读过去》 研究

案例方面的代表作可以举出大卫 ·里维斯一威廉姆
斯著 《走进新石器时代的心灵 》 等。

以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国宝级文物— 妇好圈足

献为例。它在商周青铜器中因为器形独特而奇诡著
称于世�其制作工艺精美绝伦�出土数十年来�除了
引起无数参观者的好奇和美术史家的称颂之外�却
不能发出任何有助于理解商代宗教与神话观念的信

息。在笔者看来�造成这一重大缺憾的原因�正是比
较神话学视野的缺失�使得参照分析和演绎推理的
方法无法施展。妇好圈足献的造型特色是前虎后鸽
的禽兽合体形象�这一形象已经无言地暗示出它的
身份由来— 神话思维的类比想象规则。西方艺术
史上常见的格里芬形象就是猛禽鹰和猛兽狮子的神

话合体形象。问题是如何解读虎与鸽的二合一意象
在殷商人想象中的神话学意蕴

图 妇好圈足献线描侧视图①

二、比较神话学如何解读 “物的叙事 ”
默默无言的考古发掘出土器物�如何能够对今

天的研究者发出历史信息呢 我们所遵循的一个基

本方法原则是�首先需要回溯到器物所产生的那个
①采自台北光复书局编 《中国出土文物之美 殷墟地下之宝

首先看虎在史前神话中的意义。笔者在 《千面
女神 》第 章‘母神的变容 ”中�讲到比较神话学原理
所揭示的世界性母神神话的两种对立表现— “可
爱的母亲 ”和 “可怕的母亲 ”。前者一般代表诞生和哺
育 后者通常代表死亡和死后的阴间世界。所举出的
象征性图像例证有中国商代青铜冥器— 虎食人卤

和妇好墓出土虎食人铜械等。当时做出的简单解说
是 “以虎口吞人的恐怖形象表达死亡女神的职能�
河南安阳妇好墓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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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古艺术中留下了痕迹。这个商代虎食人卤和妇
好钱迄今没有得到合理解释�因为缺乏比较神话图
像学的大知识背景。” 】在神话生命观中�死亡与
再生的信仰不可分割。对于理性思维�死亡是生命
的终结。对于神话思维�死亡被视为从现有生命形
态转化到新生命形态的一个过渡关口。因此�通向
死亡之途就是通向再生和新生之途�甚至可以被想
象为通向永生世界之途。关键在于如何保证死者之
魂按照太阳夕落朝出的规则顺利实现复活。自史前
时代以来的种种葬仪和冥器制作的初衷�都必然包
含这一层宗教与神话的动机。从这一意义上看�殷
商时代高等级大墓中随葬的许多器物造型和纹饰特

征�均可以从死而复生的信仰需要出发�做出比较
神话学的系统性辨识和解读。西方考古学家和精神
分析学家所揭示的墓穴与母体子宫的象征性认同现

象�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对于研究冥器图像具有
现实的指导意义。参照美洲阿兹特克文明中的巨石
雕虎口地狱门的形象�以及欧亚大陆自新石器时代
以来众多的鸥鸽即猫头鹰冥器形象�就可以辨识出
虎与鸽结合体的神话意蕴。道理很简单�不同时空
地域的神话思维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或相似性�
其根源在于人类认识的类比联想逻辑规则 将具有

同类象征意味的事物或动物彼此相互认同。与妇好
圈足献同出一墓的妇好铜鸽尊�就以鸥鸽为主体形
象�在其身体的局部上表现出蛇、凤等其他再生性
动物意象。根据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和
齐家文化墓葬中普遍出现陶鸽和玉鸽造型的远古葬

礼现象�以及良诸文化出土玉器上的神人骑虎形象�
对比殷商墓葬出土虎鸽合体的圈足献�可以大致建
构出鸟兽合体神话形象的本土发生学谱系。
德国慕尼黑民族艺术博物馆所藏一件汉代冥器

上�我们直观地看到以大鹿角为中心的几组动物形
象 五只虎、三只鸭、两个熊面和三只蝉。所有这些
意象都是神话信仰中的死而复生象征。若再引用来
自第三重证据的旁证�今人便能够对此类神话意象
的功能做出说明。下到阴间的死者是由谁来引领呢
有资料表明�猫头鹰充当了责无旁贷的类似于巫师
的义务。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给出这样一例口传叙
事 “一个人死后灵魂永远地离开身体�时常是因为
有邪恶的巫师把它赶走。因此�农业社会中经常要
寻找出造成死亡的罪犯。死者灵魂仍然在身体附近
徘徊�特别在埋葬之前是这样�仅仅在第二次埋葬
即肉已朽烂时举行的最后一次埋葬之后�灵魂才旅

行到神为死者而设的地方去。常常有从外界来的灵
魂�像‘接待委员会�那样�把新来的居住者安全地引
人未来之地。如阿佩切人死者会遇到猫头鹰�由它
携带亡灵到快乐的狩猎地带。”‘例难怪自史前时代
到秦汉时代的中国墓葬中屡见不鲜地看到猫头鹰的

形象。按照比较神话学家金芭塔丝的看法�猫头鹰
和鹰华一样�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就开始形成的鸟
女神信仰的主要对象。进人希腊文明后�猫头鹰依
然以雅典娜化身的形式和女神崇拜密切联系。

图 阿兹特克文明的虎口形阴间人口石门

图 良诸文化玉器上的神人与虎浮雕图像①

图 汉代陶浮雕 起死回生、引魂升天的意象群
一一鹿 角、鸥鸽、蝉、熊与虎②

①可理解为引导亡魂再生的阴间世界入口。玉雕冠状器�浙江余杭瑶山遗址出土�现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②慕尼黑民族艺术博物馆藏。



神话形象和神话图像的研究价值�在此可见一
斑。由于可以直接诉诸于物质文化的诊释模式�更
具有直观证明的特点。用彼得 ·博克的话说 “图像
提供的证明�就物质文化史而言�似乎在细节上更
为可信一些�特别是把画像用作证据来证明物品如
何安排以及物品有什么社会用途时�有着特殊的价
值。” ‘。

以上所举出的四种器物图像�虽然分属不同时
期的不同文化�但是在揭示冥器的使用语境及使用
方式上�却有着一致性和互补性。动物形象的象征
编码作用�正是在比较神话学的视野中得到举一反
三的便利认识。
三、“物的叙事 ”反作用于文献再解读
作为死而复活形象的虎和鸭、熊、蝉、蛇等神话

编码的认识�有助于反过来认识文献叙事中的疑难
问题。了解到猫头鹰作为女神化身的功能�再看贾
谊 《鹏鸟赋 》塑造的鹏鸟形象�其代神立言的神圣
性方能被重新发现。同理�像黄帝号 “有熊 ”和帝舜
号 “有虞 ”之类的千古哑谜背后�依稀可见神熊与神
虎意象的面影。至于在西极的昆仑山生死转换之地
与虎的形象相关的西王母女神之由来�·也可获得重
新理解的知识基础。从古汉语的神话命名规则将日
落西天的地点称作 “虞渊 ”、“虞泉 ”。如 《淮南子 ·天
文训 》‘旧至于虞渊�是谓黄昏。” 《汉书 ·扬雄传
上》 “外则正南极海�邪界虞渊�鸿蒙坑茫�竭以崇
山。”柳宗元 《杂曲歌辞 》之一 “君不见夸父逐日窥
虞渊�跳踉北海超昆仑。”《礼记 ·杂记下 》和 《周礼
·天官 ·厄人 》郑玄注�将丧事之祭称为 “虞衬 ”。古
人还将送丧的音乐称作 “虞歌 ”或 “虞殡 ”。《汉魏南北
朝墓志集释 ·隋高虫墓志 》 “缀旎萦空�《虞歌 》首
路。”从虎旁的虞字本身就像文字化石一样�透露出
一些信仰的消息。“驹虞 ”即指神话动物白虎�它虽
然在儒家话语中被说成 “仁兽 ”�虞与虎的现在关联
还是不难察觉的。

另一个例子是玉文化问题。中国史前文化中玉
器的大量出土�给一些过去莫名其妙的古书如 《山
海经 》和 《穆天子传 》的重新解读带来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启悟效果。《山海经 》记载 座山出产不同
的玉石。过去我们不知所云。穆天子传 》讲述西周
天子到西极的昆仑上去见瑶池西王母。现在看来是
为求索世界上顶级的玉矿即新疆和田玉。文献上说
的夏莱之死和商封王之死�居然都是以宝玉缠身自
焚的奇特方式。这些叙事细节令人莫名其妙。现在
的史前考古学给出不少 “唯玉为葬 ”的神话景观�如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萦 期

良诸文化和红山文化的诸多例子。再如 年新发

掘的凌家滩大墓�居然早在 年前就出现动用三

百多件玉器为一位死者随葬的惊人场面 如何利用

这些 “物的叙事 ”新材料�回到上古文献中无解的难
题�揭开导致夏朝衰亡的真实因素呢 从现有古籍

记载看�夏代君王成于玉�也败于玉。玉的储备与
需求�对夏代统治者的重要性�似乎就是石油或钢
铁对于现代之国家重要性。《书 ·禹贡 》云 “禹锡玄
圭�告厥成功。” 《史记 ·夏本纪 》 “帝锡禹玄圭�
以告成功于天下。”可见大禹王天下靠的就是所谓玄
圭— 一件神秘的玉礼器

《墨子 ·非攻下 》 “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
苗。”瑞为天赐玉信 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
掌握瑞玉圣物者就足以号令天下。《容成氏》 “莱不
述其先王之道�……以伐眠山氏�取其两女淡、碗�
北去其邦�为桐宫�筑为琏室�饰为瑶台�立为玉
门。”夏莱亡国的原因似乎是对玉崇拜进人迷狂状态
的结果 他要四处征伐以求取大量的玉材�要将其
宫室营造成模拟昆仑圣山的人间美玉仙界。这完全
可以看成由玉神话谱写的亡国史。
综上所述�物的叙事带来的信息足以解释文献

叙事的所以然�从而帮助今人重新进人历史。其基
本认识原则是 以往的神话研究大都属于纯文学研

究�所看到的只是文学文本。未来的神话研究将拓展
到文字以外的新材料�称为物质文化或物的叙事�亦
即 “第四重证据��。由此进人的是 “文化文本��。

。由于美玉信仰是东亚文明发生期的特有
符号现象�其神话学解读的空间是相当可观的�其
深度透视效果也将是前无古人的。

四、四重证据法对中华文明
探源的可能贡献

以解读 “物的叙事 ”之潜在信息为特色的四重证
据法�号召当代学者打破西方现代性知识谱系所建
构的学科界限�消除严重束缚思考并阻碍知识创新
的现存学科间壁垒�对人文学的多学科知识和视野
加以整合�由此获得的新方法论具有可操作的实际
意义�能够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有力的学术支
持和研究范式的更新�提出并尝试解答一些古人无
解的问题。

比如� 世纪 年代�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
一批玉熊和石熊�对其意义和功能迄今尚没有合理
的解释。对照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文物馆藏殷墟
出土商代大理石雕坐熊等文物�可知熊神信仰及其
造型表现不是孤立现象。而且圆雕熊形象总是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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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级墓葬中。 年代�辽宁建平牛河梁女神庙
遗址出土红山文化熊头骨和泥塑熊头与熊掌�一下
子将神熊崇拜的底蕴揭示开来�将这一信仰的年代
上溯到五六千年以前。这方面较新的发现为 年

陕西韩城梁带村出土的西周墓葬玉熊咚’�据此可知
作为冥器的神熊形象自史前发生以来�一直没有中
断�乃至全面贯穿于夏商周三代�可谓源远流长�一
脉相承。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共祖黄帝号有熊氏�
司马迁记下这个珍贵的信息。只可惜千百年来根本
没有什么像样的解说�甚至做出解说的理性尝试都
十分罕见�为什么 缺少必要的证据�主要是现存文
献中没有这方面记载内容�让后人望洋兴叹和无从
下手。《周礼 》中记载的摊礼仪式规则�有 “方相氏掌
蒙熊皮 ”一说�同样是千古无解。至于楚国三十多位
国王争相以熊为号的重要符号命名现象�同样自古
没有理性的解释。如今新发现的大量物证�自新石
器时代早期到商周时期�足以复原出一个熊图腾或
熊神崇拜文化的古老传统�贯穿史前宗教信仰与文
明社会的圣物崇拜�甚至在汉代的墓葬画像石中留
下大量神熊偶像。
继 世纪末完成的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文科

项目 “夏商周断代工程 ”� 世纪初国家又启动了后

续项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以国家工程的形式�集
中了以考古学为主的多学科专家共同攻关。参与的
学科包括考古、历史、天文、地理�古植物、古动物、
科技史、化学和物理探测等十多个�但是恰恰缺少
人文学阐释方面的参与�也没有比较神话学的规模
性介人。这种缺失既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文学本位
的狭隘化神话观给本国学界带来的严重局限�也说
明我们对于国际学界的比较神话学研究大潮及其丰

富的研究成果几乎处在充耳不闻的隔膜状态。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缺失了神话学视角�阻碍着考古学素
材和人文学科阐释之间的沟通。物的叙事这一视角
恰好能够弥补这一缺失。如今的比较神话学研究�
已将神话叙事的概念应用到图像和文物之上。从整
合性视野看�神话是作为文化基因而存在的�它必
然对特定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和行为礼仪等发挥
基本的建构和编码作用。要把握当代比较神话学整
合性视野的优势�一个认识上的前提是 必须把神

话概念从现代性的学术分科制度的割裂与遮蔽中解

放出来。最重要的转变就在于 将归类为民间文学

一种体裁的神话�还原为文化编码基因的神话。根
据中国本土神话思想的深厚传统�当代学人有必要
发展出中国神话学自己的理论创新和研究特色�重
估从炎黄始祖到尧舜禹汤文武的圣王叙事谱系�构

建出一幅以新知识视角为观察点的中华文明发生历

程之全景图。
借助于物叙事这一视角�强调史前神话信仰观

念对中华文明发生期的重要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
所谓文明 “轴心期 ”的儒家 道家思想发生的奠基性
作用 如二者共同推崇的圣人神话和圣王神话 。大
量出土文物可以帮助我们系统分析中华特色的神话

动物 〔龙凤龟麟等 信仰在文明起源期的发生和演

化规则�总结出神凤取代神鸽�神龙取代神熊的转
换过程�为中国思想的起源史、中华文学史 美术史
的拓展研究提供新的专题透视线索。
提出第四重证据的理论依据�一方面是呼应人

类学的 “物质文化 ”研究潮流�另一方面也是顺应着
新史学走出单一的文本资料限制�在权力叙事的霸
权话语之外�重构人类文化史和俗民生活史的方法
潮流。目前�这一潮流在世界范围呈现出欣欣向荣
的拓展局面。在这个学术转型过程中�文学研究的
阵营变化相对落后于史学研究�从事文学批评的多
数学者对方法问题没有自觉的思考和创新意识�习
惯于从作家到作品的分析套路�难以将文学现象背
后的文化脉络问题彰显出来�更不习惯在文化的无
意识层面去做深层探究。针对这种现状�笔者提示
在新材料探索方面的如下五个问题�作为进一步思
考的方向

物的叙事和图像叙事�在何种程度上足以替
代文字叙事

人类学和考古学对无文字社会的文化重构经

验�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有文字社会
第四重证据和第一重证据所给出的信息发生

出人、甚至相互矛盾时�该如何权衡辨识�处理其各
自的可信性或不可信性

讨论四重证据之间的互动或者间性问题�如
何参照 世纪 年代以来西方新考古学自身的方

法反思经验 尤其是民族志考古学 或称 “民族考古
学 ” 的研究经验。

在我国的金石学、器物学传统中�有哪些要
素可以和今日的考古学、美术史学、博物馆学相对
接�如何在国学自身的资源深处发掘四重证据的理
念雏形

提出以上问题的核心思考在于�如何将实证科
学和证据科学的科学性�与人文学科特有的理解和
阐释特性�通过四重证据的间性加以调和、完善�在
方法的运用中既摆脱唯科学主义�也力求避免人文
研究中过度主观化的经验主义倾向�让四重证据所
连带着的四种学科面相之间�达成相互促进和相互



制衡的有机关联�形成人文研究中的相对科学性和
科学研究中的人文阐释的对接、结合、涵化、再生之
效果。目前尚处在开拓和实验中的四重证据法�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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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相对做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一对老矛盾的调

和�将是其学术理念和研究实践的最大亮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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