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文化史谈丛 摹 ： 、 

古燕国与燕子 

口韩建业 

北京一带 山名燕山，地名燕地，旧称燕京，古有燕国。这个“燕”，追 

本溯源，均与对“燕燕于飞”(《诗经·邶风》)的燕子的崇拜有莫大关系。 

北京最早被称为燕京 ．是在唐肃宗初年。当时史思明 自称大燕皇 

帝 ．改范阳为燕京 。为什么叫燕京呢?当然是因为周代的北京 ，曾是燕 

国国都所在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史记·燕世家》)，“封 

召公爽于燕”(《史记·周本纪》)，这个西周燕 国，后来还成为战国七雄 

之一。 

西周时期 “封土建 国”，“国”就是城，燕 国自然也当有都城。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 。在北京市郊区的房山琉璃河一带就发现 了周初燕国都城 

遗址 ．附近还有燕侯墓地。看琉璃河大型墓葬出土的青铜器 ，燕侯的燕 

均作“医” 先秦时期其他青铜器上的“燕”也作“医”或“晏”、“郾”。直到 

战国末年的“郾王喜铜剑”、“郾王喜铜矛”，还不用“燕”字而作“郾”。秦 

灭燕后改郾为燕．以至于传世文献中才都称燕。不管怎样，“匮”和“燕” 

是一回事。 

可周初召公的封地为什么叫燕呢?总不能简单地认同唐人的说 

法。以为“地在燕山之野”，才有燕国之名吧(《史记·周本纪·正义》)。因 

为燕山反过来也可以因燕国而得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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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九年》说：“昔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传 

世的战国铜器铭文中，也有“匮(燕 )亳”、“匮(燕 )毫邦”的说法。这个燕 

毫，指的当然可以是周代燕国。可“毫”一般是商人对其宗庙毫社的称 

呼 ，“燕毫”等于说“燕地亳社”。燕地而有商人的毫社 ，足见西周以前这 

里就曾是商人的根据地之一。不少学者指出，西周以前这里早就存在 
一 个古燕国。可商代晚期北京地区的张家园上层文化中．虽有不少商 

文化 因素 ，如折沿或翻缘鬲、泥质灰 陶簋 、觑 、大 口尊 、假腹豆等 陶器 ， 

但这些因素都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土著文化当中，并不能将张家园上层 

文化视为商文化本身。北京一带最多是晚商时期商王朝影响所及之 

地 ，而绝非其直接控制 区域 ，更不大可能因此而将其神圣的“毫社”建 

立在此。早商时期商文化，也只是渗透到北京而已。那么北京之有“燕 

毫”，或许就只有在先商时代了。 

《世本 ·居篇》说 ：“契居蕃。”丁山先生怀疑这个“蕃”其实就是“亳” 

的音伪 ，也就是“燕毫”的“亳”，地在永定河与漉河之间。他还提到．北 

京之“蓟”，《说文》写作“契”，显然得名于契(《商周史料考证》)。果真如 

此 ，北京及以南附近就成了商人生祖契的根据地 。在这样一个神圣的 

地方设过商人的毫社，那就毫不为怪了。契的出生充满神话色彩。《诗 

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就是黑色的燕子。又《诗 

经·商颂·长发》云：“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吕氏春秋·音初》将这个 

传说演绎得很是细致有趣 ：有娥 氏建造 了一个九成之 台，吃饭的时候 

击鼓为号。帝令燕子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燕子到这里以后 ，隘隘地呜 

叫起来 ，引得有娥 氏的两个女儿去扑它 ，把它扣在玉筐内。过 了一会 

儿，打开一看 ，竟然下 了两个蛋。燕子也就向北飞去 ，再没有回来。两个 

女孩子情不 自禁地唱道“燕燕往飞”，这就是北方音乐的起源啊!可看 
一

看燕卵，也不会生出个人吧。《史记·殷本纪》就说是其中一个叫简狄 

的，吞下了燕卵，于是才生了契。 

不少人把这个传说附会为生民之初知父不知母的现象，其实没有 

多少道理。《楚辞·天问》中有这样一句：“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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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喜。”可见与简狄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帝喾。《大戴礼记·帝系》、 

《史记 ·殷本纪》明确说 ，简狄为帝喾的次妃 ，契为二人之子 。帝喾为黄 

帝后裔 ，与颛顼有密切关 系 ，为商人始祖 ，居住地称“亳”，应活动在山 

东至豫东一带。帝喾实为东夷 和华夏两大集团融合之代表 ，不过东夷 

成分更多一些 。有贼氏则和简狄确有关系。唐兰以为有贼就是戎 ，和简 

狄之狄合起来即为戎狄 ，应当是中国北方地区一个大的部族集团。 

其实，吞燕卵说和契为喾子说完全可以契合起来。东夷和华夏东 

部有着悠久的崇拜鸟 日的习俗 ，作为其首领人物的帝喾，更有可能就 

是神鸟和太 阳神的象征 。帝喾在《山海经》中也 叫帝俊 ，他是十 日的父 

亲 ，那帝俊本人就是太 阳神吧。帝俊驱使的明明是豹 、虎 、熊 、罴 ，可偏 

叫他们“四鸟”。《山海经 ·大荒东经》还说 ，有五彩之鸟常伴随帝俊左 

右。我们曾推测，帝喾文化相当于晚期大汶 口文化 ，该文化常发现一种 

鸟日合体的陶文，也是其崇鸟日的明证。既然帝喾可以是神鸟的象征， 

那么简狄吞燕卵——神鸟之卵的传说 ，不正对应简狄与帝喾 的结合 

吗?如果不强调帝喾和简狄的人格属性 ，那至少反映商为东夷 、华夏和 

戎狄集团之融合体这一史实。 

我们曾提出 ，最早期 的先商文化 ，就是永定河至沆河 的一带龙山 

后期遗存，具体来说就是冀中(可能包括北京南部)的后岗二期文化哑 

叭庄类型，还涉及到北京北部的雪 山二期文化。哑叭庄类型(以河北任 

丘哑叭庄龙 山遗存为代表 )和雪 山二期文化 ，实为以来 自东方地 区的 

因素为主体 ．融合部分北方 和中原文化因素而形成 ：陶器中的直领贯 

耳瓮 、子 口罐 、子 口缸 、粗柄豆 、圈足盘 、平底盆 、贯耳壶 、宽把杯 、粗颈 

鬻、三足奁等 ，和山东及豫东地区龙山文化 的情况很相似。较多带鸡冠 

錾耳的鬲、盆、瓮、罐等，则与冀西北龙山时代文化相近。这在考古上证 

实 了上述关于商人起源的推测(《五帝时代》)。 

似乎可以这么总结一下 ：早在距今4200年左右 的龙山后期 ，就有 

大量龙 山文化人群进人北京南部及附近地区 ，与当地土著结合而 留下 

后岗二期文化哑叭庄类型和雪山二期文化遗存，这其实就是最早期的 

先商文化。对应天降燕子——帝喾和简狄结合而诞生商契这一历史背 

景。由于北京南部及 附近地区在商人历史中的特殊地位 ，因此才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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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设立“燕毫”。即使商朝建立后并不能直接控制北京地区，但也不 

断向这里渗透，早年的商人传统也一直延续。晚商时这里仍存在崇拜 

燕子的人群．青铜器上他们的族徽正是一个燕子展翅张口呜叫的形 

象。周武王封召公于燕亳之地 ，国称燕或北燕 ，正在情理之 中。 

可还存在这样一些疑问 ：其一 ，《礼记 ·乐记》明明记载 ：“武王克 

殷 ．反商 ．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为何封黄帝之后于蓟?这个黄 

帝之后是谁?其二 ，召公夷为周初姬姓重臣，为何先秦文献中没有明确 

出 自于周的记载?又为何要被分封到边远的燕地 ? 

唐代的陆德明提醒我们 ：封于蓟的黄帝后裔就是召公夷 ．二者 同 

为姬姓(《礼记正义》)。《汉书·地理志》也早就提出燕国召公的封地在 

“蓟”，《水经注》说是在“蓟丘”。这就是说 ，封蓟和封北燕其实就是一件 

事。也可以理解成北燕是国名(大地名)，蓟是都城名(小地名)。徐旭生 

也说 ．燕地 的姬姓可能早在西周以前就已存在 ，其初始或在黄帝时期 

(《中国古史的传说 时代》)。看来 ，召公夷虽与周同宗黄帝 、同为姬姓 ， 

但并无较近的血缘关系(皇甫谧说他为“文王庶子”，不知何据)。召公 

夷作为燕地姬姓的首领人物才参与武王伐纣，功成后被分封到原来的 

根据地镇守东北(实际是其长子就封)。 

如果是这样 ．那最初的蓟或许就应 当在北京西南郊区的琉璃河遗 

址一带了。但一般认为 ．蓟或蓟丘在北京城区西南一带。从考古上来 

看 ．琉璃河遗址西周都城和燕侯 墓地一应俱全 ，而北京城西南除了发 

现不少战国秦时期的古井、墓葬．以及个别战国时的饕餮纹瓦当外，始 

终没有发现任何确切的西周遗存．更不用说西周都城或墓葬。 

我们曾论证 ．黄帝文化就是分布在晋南豫西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 

型．距今6000--5500年 ，它也有浓厚的崇拜鸟 日的习俗。公元前6000年 

左右 ．庙底沟类型形成之初 ，曾对太行山以东 的仰韶文化后岗类 型造 

成毁灭性打击 ，对应著名的“涿鹿之战”。之后 ，其影响北逾燕山，东达 

海岱，东南至江淮，南达江湘，与《史记》所载黄帝所至之处十分相似。 

可能正是由于黄帝势力向燕山方向的渗透，才在北京地区留下崇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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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姓一支(《五帝时代》)。这些早期的姬姓人群，和后来的商先公虽然 

并无较近 的血缘关 系，但都与黄帝有关 ，也都崇拜鸟 日，从而也可能多 

所融合。庙底沟类型的影响还一直到达西辽河，对崇龙的红山文化产 

生较大影响 ．将东北南部地 区也与中原紧密联系起来 有人甚至 因此 

将红山文化视为黄帝文化。 

那么 ，具体到北京一带对玄鸟——燕子的崇拜 ．到底是从商契开 

始，还是可早到黄帝时期?这还是一个谜。不过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北 

方尚黑，由来已久。北方冀州的蚩尤为九黎、黎苗之祖。“黎”即《尚书· 

禹贡》“厥土青黎”之黎，通“骊”，后作“黧”，即黑色。后来北方之玄鸟、 

玄水 、玄蛇等物 ，玄丘 、玄丘 之水 ，大玄之 山，幽州 、幽都 、幽都之山等 

地，玄王(契)、玄冥等商先公，以及北方玄武，可能都与黎、黑有关。 

黄帝和帝喾将华夏、东夷文明因素先后带人燕地，促进了北京地区 

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同时 ，北京文化一些优 秀成分也反 向融人到 

黄河流域文化 当中。这正如翩翩南来的燕子将春天 的讯息带到北京 ． 

秋天还不忘回归故 园。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不断海纳百川 、兼容并 

蓄．北京文化也是如此 。 

燕子是北京早期历史的缩影，也是北京精神的写照。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 

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 

明清 以降，国势衰微 ，随着西力东侵 、西学东渐 ，经典 不再 是士大夫发挥 政治与 

文化理想的最 高思想资源 ，“六经 皆史”遂成为流行 的时代思潮。本 文主要联 系晚清 

今古文经 学之争-9民 国新史 学家提 出的“六经 皆史料”的 口号 ．扼要勾勒 了章学诚 

的“六经 皆史”说在 晚清 民国的影响与折变 。从“六经 皆史”，到“夷六艺于古史”，再 

到“六经 皆史料”．此说 之备 受关注．深 刻地反 映 了中国近代 经学的衰败及 其主导地 

位被史学所取代，而经典自身不能不以“电料”的身份寄身于“史学”的历史命运。经 

典之权威地位的丧失与“六经皆史”说之提升齐头并进、恰成反悖而有密切的内在 

关 系，尤 为深刻地反映 了时势的变动。 

(作者 ：刘巍 摘 自《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 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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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湖北省招标投标工作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30. 古燕国与燕子

31. "国破山河在"中"国"字释义辨析

32. 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33. 征稿函

34. 交易成本、制度选择理论与国、地税机构分设体制研究

35. 科技特色扬品牌 魅力校园铸辉煌——常熟市义庄小学简介

36. 八家造纸企业入选2006年度中国制造业500强

37. 为特高压工程铺条“绿色通道”

38. 改革开放30年 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二)

39. 春秋“国”、“家”关系刍议

40. 构建中国人寿特色管理会计体系 建设国际一流寿险公司——访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杨征

41.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全省农村公路危桥改造民生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42.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发展改革委湖北省生物产业发展规划(2008—2015年)的通知

43. 俱乐部

44. 魔出没注意

45. 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探析

46. 今天该怎么去读

47. 快递员吉祥

48.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省级以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

49.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50. 《尹湾汉墓简牍》解决了汉代官制中几个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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