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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商先起源问题上历来有多种说法与推测, 笔者认为现有诸说在具体论证上

上存在较大缺陷, 对于其中的商先源于东北乃至辽河源之说, 笔者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

“玄鸟生商”与上巳节时间上所传达出的物候信息可以推定商先之主体应在辽河源地区; 而

《史记》所载纣王的酒池肉林沙丘之戏也应该是代表了商人对本民族先源时代生活的一种回

忆; 另外, 先商在许多经济、文化制度上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色彩, 结合现有考古发现来看, 商

先源于东北辽河源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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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商族起源诸说及存在的
问题

　　到目前为止, 关于商族起源地的探讨

主要围绕这样几个地方: 11 陕西商洛地

区。从郑玄到蒙文通均主张此说。〔1〕21 冀

南豫北、鲁西豫东地区。支持此说的人最

众, 从王国维商丘、曹县说, 到邹衡等所谓

漳河型、辉卫型文化, 大致都在此范围内。

31 山西南部。〔2〕41 河北北部或东北西南

部。其中, 陕西商洛说现在已少有人提。

产生这些说法、歧见的原因, 除了历代

有关文献互有矛盾, 各家对文献资料的理

解不同之外, 主要是现有的考古资料还不

够全面, 早商、先商①的聚落遗址, 还没有

一处能够支持某种说法并否定其它说法,

如此看来, 此问题还有争论的必要。有关早

商、先商文化探源的文章往往还存在这样

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1 考古学文化遗存并不等于一个朝

代或部族文化的全部, 一些文章在讨论先

商源头时忽视了精神制度层面的内容。我

们知道, 一个族群很容易接受生活器具等

物质层面的新的或外来的文化, 但风习信

仰制度方面则可能保持传统不变, 而这些

内容在考古遗址里反映的不多。族源、器

物、制度信仰, 哪些才是商人的特点, 难于

仅凭一端断言, 有些持晋南说及豫北冀南

说的文章讨论器物之间的联系, 视作考古

学的基础研究可以, 视作先商探源的最后

结论则不妥。考古结论必须结合文献传说

反映的制度及意识形态, 作全面的思考。

—301—

再说商先起源于幽燕



21 一些持豫北冀南说和晋南说的学

者, 往往低估了古人的活动能力, 认为既然

夏商周三族同出自尧舜禹, 其发祥地就不

会离夏的核心地带太远, 因此寻找先商遗

迹主观地圈定在晋南豫西周围的百十里范

围内, 照这样的思路, 大禹治水能从山西行

至浙江不可想象。上世纪 80 年代, 山海关

外秦汉行宫遗址被发现前, 谁都不相信秦

始皇会在离长安这么远的地方修建大型行

宫。王国维《北伯鼎跋》在寻求邶国故地时

指出: 自来说邶国者, 皆于朝歌左右求之。

今则殷之故墟得于洹水, 大且、大父、大兄

三戈出于易州, 则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于

其北求之。同理, 寻找先商发源地, 是否也

应该“更于其北求之”? 如果商人像本文谈

到的那样有游牧的背景, 他们活动的范围

会超乎想象地广阔, 若漳河型 (或保北型,

北缘已至拒马河)如有人所推定的“只是上

甲微开始的晚期先商文化”〔3〕, 则王亥以

前的先商文化远在塞外就绝非妄谈。

31 一般先商起源地探讨的归类, 把冀

北河济说放在一起, 而东北说为独立的一

派。我们认为, 虽然有燕山的一定阻隔作

用, 但辽河源地区与冀北地区在地理、经

济、文化等方面常常是属于同一区域的, 在

这一大的区域内, 其南缘和北缘有共同的

文化特点, 夏家店下层文化基本在这一区

域内, 燕秦长城的北线在它的北缘穿过, 因

而探讨商先文化也应循着这一思路, 做总

体考虑和解释。

41 族源多不会一脉单传, 考古源头一

元的说法也不尽然, 综合族属、生产、生活、

信仰风俗等方面, 商族由于经常迁徙或游

牧生活, 族源更复杂, 其祖源有主次远近之

分, 学界的任务是以现有的资料线索寻找

进一步探掘的方向, 描画还原其主次远近

的细节真实。

　　二、幽燕说的主要依据

自傅斯年作《夷夏东西说》①, 巩固河

济说的同时, 又将探寻路径进一步挥向东

北, 指出“商之先祖已据东北为大国

矣”〔4〕。然而东北又是一个广大的地域概

念, 能否进一步缩小范围? 金景芳的《关于

殷人的起源问题》②、丁山的《商周史料考

证》、徐中舒的《先秦史论集》、干志耿等的

《商先起源于幽燕说》③及晁福林的《夏商

西周的社会变迁》、郭大顺的《龙出辽河源》

等论著对幽燕—东北说作进一步讨论, 渐

使此说日益走强, 诸家对早期商亳的地望

也逐步推定在易水、滦河流域或凌河、辽

河流域。其中,《商先起源于幽燕说》采择诸

文, 对传世文献涉及幽燕东北说的材料的

排比和纟由绎比较全面, 主要围绕以下几事

辨别文献: 11《诗经·商颂》、《吕氏春秋》等

与“玄鸟生商”神话及商族通婚有女戎事。鸟

图腾或卵生神话与东夷族有不解之缘, 玄

鸟、玄王、戎狄均指向北方。21《荀子》、《山

海经》、《水经》、《淮南子》等关于“昭明居砥

石”事, 证砥石在辽河上游。 31 指出《左

传》、《汉书·地理志》、《礼记》、《水经》等关

于“契居蕃”或北亳的信息, 尽在幽燕境内,

并通过条析商文化与红山文化的联系指出

东山嘴、牛河梁祭坛神殿可能是商族最早

亳社。

　　三、幽燕说的“新”证据

近 20 年, 辽河源说的声势似不及冀南

豫北诸说为盛, 沁河东、下七垣及豫东等地

先商遗址的器物辨析凿凿然, 也有人对东

①该文见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该文见于《史学集刊》复刊号。

③该文载于《历史研究》198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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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说有不屑之意, 但我们认为中原诸说现

有材料观点即便没有丝毫问题, 也不能完

全否掉东北说, 因为漳河型的前身是来自

南面、晋中还是东北, 尚不能确定, 有人主

张源自晋中地区龙山文化①, 其立论基点

也只是在器物层面上, 它无法解释神话、信

仰、族源等来自其它方向的文化因素。

我们赞同辽河源说, 除各家对文献和

考古材料的甄别、理解之外, 还有几条文献

材料或对材料的理解可以襄助幽燕—辽河

源说。

11“玄鸟生商”与上巳节之物候信息

上巳节, 一般认为是周代逐渐开始形

成的节日或竟认为是周人的节日,《中国风

俗通史》两周卷收而夏商卷无。实际上它应

该是商族的古老节日或习俗。有关商族历

史的文献材料最可信的莫过于《诗·商

颂·玄鸟》之“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加之

简狄吞玄鸟卵而怀孕生契的神话②, 学界

几乎公认玄鸟 (燕子)与商人的历史或生活

习俗有着必然的联系, 作为一个文化符号,

燕子是商族人的专利。孙作云在《诗经与周

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对上巳祓禊与商族图

腾信仰 (玄鸟) 的关系已揭发得淋漓尽致,

其“祭祀高礻某的节日或行事, 在后代演变

为三月上巳节的祓禊求子之事”之论断言

之凿凿。〔5〕孙氏的推断尚限于传世文献,

不及甲骨卜辞, 其实卜辞中也有上述关于

玄鸟的记载,《屯南》2505 中“翌日, 鸟日其

矢。”陈邦怀认为“鸟日”是“春分玄鸟至之

日。”其中“矢”是陈献之义。〔6〕参之以《礼

记·乐令》“仲春之月⋯⋯是月也, 玄鸟至。

至之日, 以大牢祠于高礻某, 天子亲往, 后妃

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 带以弓　, 授以

弓矢, 于高礻某之前”, 则“矢”是专指陈献弓

矢, 是上巳节或祭高礻某神的一种重要仪

式。

“上巳”即“上 (尚)子”。《太平御览》引

《逸周书·时训解》:“春分之日玄鸟至, 又

五日雷乃发声, 又五日始电。玄鸟不至, 妇

人不娠。”尚子日与玄鸟至日合一, 则上巳

节实源于商代或商人祖先为是。

泛言之,《诗经》中反映的民俗如祭祀

高礻某、祓禊、恋爱、求子等都是各地 (诸侯

国)的不同变易。但我们注意到这类活动举

行的时间有的在二月, 有的在三月, 如《风

俗通义》引《韩诗外传》:“三月桃花水之下

时, 郑国之俗, 三月上巳, 于溱洧两水之上,

执兰招魂, 祓除不祥。”又《周礼·春官·女

巫》云:“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

“岁时祓除, 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 衅

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又《论语·先进》

“暮春者, 春服即成⋯⋯浴乎沂, 风乎舞

雩”。以上是说在三月的例子。而《礼记·

月令》则记“仲春之月 (二月) , ⋯⋯是月也,

玄鸟至。至之日, 以太牢祠于高礻某⋯⋯”注

引《明堂月令》亦谓:“乙 (玄鸟) , 春分来, 秋

分去。”春分在夏历二月。同样一首《溱洧》

诗, 前引《韩诗外传》谓在三月, 而《汉书·

地理志》引此诗, 颜师古注曰:“谓仲春之

月, 二月流盛, 而士与女执芳草于其间, 以

相赠遗; 信大乐矣, 惟以戏谑也。”又将其说

在二月。对这一时间的前后差异, 孙作云的

解释是:“二月下旬 (春分)与三月初 (上巳)

相去非遥, 可能在这期间都是会合男女、祭

祀高礻某的节日; 如旧历的‘年节’, 并不限

于除夕, 古人以腊八至元宵间皆为‘年

节’。”〔7〕也是因为著文的目的不同, 其实

未予深究。古人的节日都带有宗教信仰的

涵义, 要选出准确的富于象征意义的日子,

尚子日又不比农闲时的年节, 这种解释没

有说服力。

①李伯谦:《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探讨》,《中原文物》1991 年第 1 期。

②出自《史记·殷本记》, 另《拾遗记》、《列女传》等书中多可见, 诸书细节有不同之处, 但流布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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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看来, 这行浴祓禊祭高礻某的活

动时间的差异, 可能掩藏着商周两朝 (或两

族)人民之间文化传统之差异的玄机。从人

类学社会学的角度看, 在相似的历史条件

下, 商族人与周族人可以各自独立产生出

求子祓禊的社会愿望或宗教情感, 但因为

他们在不同的地域时空条件下生存, 就完

全可能也应该发生在不同时间 (月令)举行

相似或相同的宗教活动。当然, 如果把商先

发源地定在鲁西豫东或晋南豫西一带, 便

使之处于与夏、周两族同一纬度的地域上,

也就不存在时序先后的条件。而把商族发

源地定在幽燕北部即辽河源一带, 这个时

序上的差异就顺理成章了。从春分到上巳

日 (三月的第一个巳日)时间大约差两周或

近半个月, 而这两周的时间也正是中原 (黄

河下游)与辽河源地区 (今赤峰、朝阳、凌源

一带)物候上的时间差。

我们知道商族人的玄鸟生商的神话,

她们早期的求子祭高礻某活动必然与燕至

之日联系在一起, 前引卜辞《屯南》2505“鸟

日其矢”一条, 陈邦怀以“春分玄鸟至之日”

来解释, 其实只有一半是对的。另一半则未

必, 因为《礼记·月令》是记述周秦汉时中

原一带的物候时令, 如果是发生在燕山以

北辽河源一带的卜问, 时间可能就不是春

分日了。商先时代辽河源的时令物候如何,

现在没有直接的材料, 不能作纵向比较, 但

横向比较的结果即两地物候时间差, 古今

都是一样的。可以想象, 周秦汉时的中原有

春分玄鸟至, 十天半月之后的商先时期的

辽河源地区也会有玄鸟至。由此可以推定:

上巳日是商人祖先——商先时代玄鸟至之

日, 也是郊祭高礻某、行浴恋爱之日, 而《礼记

·月令》的玄鸟至之日是中原周人的恋爱

求子日, 或者也是商人迁徙到中原之后为

适应新的地域气候, 一部分人变更了古俗

的时间, 改在春分日了。①

21 商纣王作酒池肉林沙丘之戏是对

本民族先源时代生活的一种回忆。

《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手格

猛兽⋯⋯好酒淫乐, 嬖于妇人⋯⋯益广沙

丘苑台, 多取野兽蜚 (飞)鸟置其中, 慢于鬼

神。大冖取乐戏于沙丘, 以酒为池, 悬肉为林,

使男女倮相逐其间, 为长夜之饮。”其中沙

丘一词, 历来被释为地名, 如《正义》引《括

地志》:“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云

云。其实, 这里的“沙丘”应是泛名, 从命名

规律看是因为商纣王在某地堆过人工的大

沙丘, 此地才逐渐被后人命专名为沙丘或

沙丘台。

这段话一直被认为是描述商纣王荒淫

无道最有力的文字, 也是周人伐纣代商最

好的道义理由。与许多荒淫的君主比起来,

似乎纣王确实是淫得出奇, 因为许多无道

昏君的荒淫一般不过在后宫里搞些小鬼把

戏, 而纣王的淫乐不仅十分排场、兴师动

众, 且有独淫乐不若与人淫乐的境界。

抛开周人对纣王的道德攻击, 我们会

发现这位最后的商代奴隶主英雄式的人物

所导演的游乐场面, 确实“独具匠心”。花天

酒地也就罢了, 昏庸之主都会这一套, 干嘛

非要人工堆个大沙山, 让男人女人们戏逐

其间, 作天体沙浴呢?当我们把商族起源地

推定在辽河源地区之后, 可能会恍然大悟:

在辽河上游两条支流——西拉木仑河与老

①燕子——准确地说是指家燕——是春天的信使, 由于它迁徙的规律性很强, 加之与人类特殊的友善关系 (据说

从石器时代开始家燕就形成了筑巢栖居于人类居室建筑的习性) , 故尔极容易成为人类某种活动的标志性符号。因为

燕至时也是万物苏发、人类春情萌动的季节, 所以人类的“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的恋爱活动很容易被先民们疑为是燕

子的某种召唤或感应, 而同南方先民比较起来, 北方的民族特别是如东北的商先族, 因为有寒冷冬天的蛰伏和蓄积作

用, 春天燕至之时的春情勃发更强烈许多, 此点在南北民族的民歌中表现极为明显, 不必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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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河交汇处就有大片的沙地, 居于赤峰、朝

阳一带高地的商族先民, 只要稍稍顺河流

向下走一段路, 就会到达沙地。游牧射猎于

沙地之上的商先民们, 曾经有过多少率真

而快乐的嬉戏留在这片沙地的记忆里! 这

份快乐像童年的记忆一样, 一直保留在商

族人的故事传说里, 商纣王终于有机会再

重续这个快乐的旧梦。恰好, 他们新的居地

在黄河两岸, 黄泛区有充足的沙滩, 只是冲

积成的沙滩太平坦了, 不如塞外草原的沙

丘壮观、过瘾⋯⋯

古代部族迁徙时, 往往要找与旧址环

境有某些共同点的新居址。中山国南迁后,

仍然保留了将一座山圈在城中的习俗。魏

收《魏书》和范晔《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言

乌桓起源于辽东西北数千里之赤山, 辗转

南迁后“于老哈河南岸别立一赤山 (今内蒙

古赤峰)以为纪念”〔8〕。这两座赤山绝不仅

是名称相同, 而是因山体颜色的少见和灵

异被乌桓人选为圣地的。山岳崇拜、社树崇

拜有着相似的内涵与功能, 山、石、树既是

祖先灵魂的居住地又是祖先、部族历史记

忆的化身, 同时还有标识、指示居地方位的

实用功能, 相关的居地其它自然条件是否

也会深深融化在部族的集体意识里? 越是

原始的宗教, 其宗教功能和实用功能就越

是难以分清。商人在商代中后期都城迁徙

始终不离黄河两岸, 除了政治、水源原因和

铜矿方面的原因, 是否也有沙地的原因呢?

　　四、从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看
商源燕北的可能性
　　各史家及史学专著几无例外地叙述夏

商周时期中国农业就如何发达、进步, 俨然

一个纯粹的农业文明从尧舜开始就一以贯

之。这种叙史倾向实则隐藏着一个错误观

念——农业比牧业文化更先进。说到底, 这

种文明观也是以历史的规律性代替丰富性

的一种表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 牧业与

农业生产对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

明的积累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大小轻重不

同, 不宜一概而简单论之。譬如, 定居的农

业更有利于物质文明的积累, 有利于生产

工具、技术知识的发明创造, 而游居的牧业

则更利于政权从血缘基础向地缘基础的转

变, 对于国家生成和发展过程来说, 发力晚

却有后劲。

畜牧业与农业都源自原始的采集渔猎

生产, 并无先进后进的发生次序, 只是由族

群所生存的地域环境、自然条件的限制, 才

分别走向适应不同生态环境的两条道路,

宜牧者牧、宜耕者农。许多文献资料和考古

迹象都表明, 商具有浓厚的草原游牧文化

色彩。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详论, 仅列数例就

可以看出商人有着夏、周人难以比拟的畜

牧业生产能力: 酒池肉林的奢华, 数目巨大

的祭祀用牲, 花园庄南地灰坑几十年内堆

积的 30 万块兽骨〔9〕等等。商代 (族) 这一

特点也不是无人察觉, 如范文澜的《中国通

史》, 在肯定“农业的重要性超过畜牧业”大

框架的同时, 指出“畜牧业在商朝已发展到

很高的阶段”〔10〕。20 年代, 余永梁也称“商

还是畜牧兼耕种的社会”〔11〕, 黄启宇《中国

农史稿》也认为商前期畜牧业发达而后期

农业的重要性超过了畜牧业。〔12〕当然, 畜

牧业发达不一定就是游牧文化形态, 在植

物资源丰厚的湿润区域, 完全可以产生定

居的放牧经济。商的文化品格显然不是后

者, 例如军政合一的氏族制度, 兄终弟及的

继统制, 尚鬼神、尚力而眇人事、少恩亲的

伦常价值等等, 说明商代文化制度的诸多

方面也具有游牧社会的性质。

商族中心居地在商朝中后期一直处于

黄河中下游, 与夏、周两族居地一样是宜于

耕种的地区, 甚至条件更优越, 为什么反而

独独发展出强势的畜牧业? 有了商先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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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辽河源说, 商朝的畜牧业优势就容易理

解了, 他们的祖先就是以游牧为主, 或至少

以放牧射猎为主要生计。

辽河源——赤峰、朝阳、凌源一带, 地

理上处于蒙古高原的东端与东北平原过渡

的位置, 又南邻华北平原, 是海拔 500-

1000 米的低缓山地丘陵, 又有科尔沁草地

与黑壤平原交错分布, 自然条件可耕可牧,

是融合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最有利的场

所。红山文化时期, 这里就发展出一定水平

的农业, 按理在这里发祥的商族也应是个

农业更发达的民族。但这里又是蒙古高原

或更北的寒带游牧人群走下高原的台阶。

所以红山文化的农业文明很容易随时被剽

悍的马背民族所摧毁, 因此从这里走出来

的东北民族山戎、乌桓、鲜卑以及北魏拓跋

氏、辽耶律氏、金、后金 (满族) 都是游牧或

游牧性很强的民族, 同时又很容易吸收农

业文明。

　　五、结论与猜想

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文化的

“反哺”, 多发生在东北——幽燕到华北这

条线路上, 虽然上巳节物候信息、商纣王对

沙丘的偏好等也可以将商文化溯源指向西

北, 但西北游牧区与之呼应的考古文化阙

如, 鉴于商族鸟图腾与卵生神话与东夷神

话的渊源, 鉴于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

化、岳石文化与先商文化的关系, 我们认为

商先主源还是在东北辽河源。

商先民族很可能是后红山文化的一

支, 他们从燕北高地南下, 在保北文化地域

内驻足一段时间, 在这里与渤海边的东夷

族相遇并融合, 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他们

“入塞”前一直居于高地, 是纯粹的陆生文

化 , 害怕水, 不善“水活”, 夏家店文化一直

不敢下移到近在咫尺的海边可以说明之。

保北文化时期, 他们开始与水打交道, 昌

若、粮圉这类与大海神话有关的水生文化

因素 (据丁山《商周史料考证》)可能是此时

与东夷族交往而融入的。东夷人创造的岳

石文化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 说明保北

时期商先族既与原居地诸族诸部保持天然

联系, 又与海边的东夷有双向交流。《史

记》、《礼记·祭法》所提到的“冥勤其官而

水死”亦在此时, 不过它只能说明商人开始

学习治水, 而并没有克服对水的恐惧 (夏人

也是一样, 治水而死的传说透露陆生民族

文化心理) , 因此他们的主体后来再迁是沿

着太行山东麓向西南而去, 尽量避免穿越

当时黄河、海河下游潦水鱼泽之地, 到达冀

南晋东一带之后, 才跨过黄河, 向东南方向

的豫东鲁西传播。徐基《商文化东渐论》①

所持山东商文化西来说可能发生在此时

段。正是这个迁徙传播过程, 造成了岳石文

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互有

联系又各自独立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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