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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健文∗ 

 

 

前  言 

    遠在中國文明中心西北方的阿爾泰山北端巴澤雷克

（Pazyryk）谷地，於二十世紀初發現幾座公元前三世紀左右

的古墓，因墓室內長期處於封凍狀態，使許多珍貴古物得以

完整地保存，引起了全世界考古學界的矚目。值得注意的是

墓葬群中有兩座古墓，分別出土了一件來自中國的四山紋銅

鏡以及具有明顯楚地風格的絲綢刺繡，這二種中國器物的發

現表明至遲在公元前三世紀前，阿爾泰的游牧部落已和中國

發生了文化接觸。究竟這些中國器物是循著何種途徑，又透

過那些民族和南西伯利亞發生了文化交往？從商周至漢代，

華夏文明同域外的關係又是如何？藉由巴澤雷克古墓的考古

發現，上述疑問在早期中外交通史中是個值得思索的問題。 

                         
∗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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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澤雷克的考古發現 

位於南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的巴澤雷克谷地，於1924年

發現了幾座早期鐵器時代的墓葬，1929年在前蘇聯著名考古

學家魯金科（C. И. Руденко）的帶領下，曾對其中的第一號古

墓進行初步發掘，其後挖掘工作一度中斷近二十年，在1947

至1949年間才又進行第二次發掘，前後總共挖掘並清理了八

座主要古塚。經挖掘後發現，在高山酷寒的自然條件下，墓

內積水竟常年冰凍不化，加上墓穴封閉的環境，使整個墓穴

成為一個天然的大冰庫，在這種冰封狀態下，距今約二千多

年前的古代文物因而完整地保存如初，甚至連墓主及殉葬者

（包括馬匹）屍體也都在這種長期冰凍的環境下沒有腐壞。1

關於該古墓群的年代，學界先前有不同的見解，Gryaznov曾

斷為西元前五至三世紀，魯金科認為在西元前五世紀後半2；

Hiebert則在參考了碳14、樹輪校正及墓中發現的外來器物

後，認為該古墓群的年代應為西元前五至三世紀3；近年來

Mallory以碳14重新測定，認為巴澤雷克的年代應在2號墓的

                         
1   

藤川繁彥編：《中央ユーラシアの考古學》，東京：同成社，1999
年，頁120-121；吉謝列夫（C. B. Kиселев）著、莫潤先譯：《南西伯利

亞古代史》下冊，烏魯木齊：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頁11-
41；《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8年，頁30「巴澤雷克塚墓」條（莫潤先撰）。 
2   

藤川繁彥編：《中央ユーラシアの考古學》，頁133-134。 
3   Fredrik T. Hiebert, “Pazyryk Chronology and Early Horse Nomads 

Reconsidered”,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s Vol. 6 (1992), pp. 11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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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282 B.C.與5號墓的252-235B.C.之間。4至於巴澤雷克古墓

的族屬問題，至今未有證據表明是屬於哪個民族，然學界多

將之視為斯基泰人（Scythians）5，該墓葬群的發現是二十世

紀前蘇聯考古的重大收獲6。 

    儘管墓葬在古代即已遭盜掘，但出土的遺物仍很豐富，

其中尤以各種絲織品，毛織品，皮草製品為大宗。值得注意

的是殉葬馬匹都配備整套馬具，其中幾匹並非是矮小的蒙古

馬，而是來自中亞的高大馬種，其後代便是現代優良的土庫

曼馬。從馬匹未消化完的飼料來看，這幾匹馬並非是在野地

放養，而是在馬廄中以精選之穀物來飼養的。就整個墓葬的

                         
4   J. P. Mallory et. al.,“The Date of Pazyryk”, in edited by Katie Boyle, Colin 

Renfrew& Marsha Levine, Ancient Interactions: east and west in Eurasia,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2), pp. 
199-211. 

5   
當然學界還有不同見解，如發掘者魯金科就曾懷疑巴澤雷克墓葬的主

人與早期匈奴有關，參見S.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p. 52-53，Haskins
與突厥學家克勞森（G.Clauson）也有同樣的質疑，參John F. Haskins, 
“China and the Altai”,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s Vol. 2 (1988), pp. 6-
7；G.Clauson, “Turk, Mongol, Tungus”, Asia Major 8/1 (1960), p. 105；榎

一雄則認為巴澤雷克是月氏人的遺跡，而月氏是斯基泰人的一支，參

Kazuo Enoki, “The Yüeh-chih-Scythians Identity: A Hypothesis”, in Studia 
Asiatica: The Collected Papers in Western Languages of the Late Dr. Kazuo 
Enoki (Tokyo: Kyuko-Shoin, 1998), pp. 22-29；錢伯泉先生認為是烏揭，

參氏著：〈烏揭——阿爾泰歷史和草原絲路的早期主人〉，《西域研

究》2000年4期，頁12-23。 
6   

角田文衛：《增補古代北方文化の研究》，東京：新時代社，1971
年，頁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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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屬性而言，是接近於學界所習稱的「斯基泰－西伯利

亞」草原文化。7 

    在墓葬出土的文物中，因發現了二種明顯的中國器物而

格外引人注目，一是絲綢；一是銅鏡。在絲綢方面共出土了

三件，一件是出土於五號墓中的絲綢，這件絲綢原是一塊鞍

褥，製作技術為平紋，一平方厘米為40×50支紗，寬約43釐

米，上面的刺繡是用彩色絲線以鏈環狀的線腳繡成，刺繡的

主題是雉（鳳）棲息於梧桐樹上（圖1）8，其紋樣與湖北江

陵馬山一號楚墓的舞龍飛鳳紋繡在構圖方面基本上相同（圖

2）9，二者皆以花草枝蔓連接著形態各異的鳳鳥，並左右對

稱。10與之風格類似的刺繡，也見於長沙烈士公園三號墓的

繡品（圖3）。11事實上在三號墓還出土了二件中國絲綢製

品，其中一件為有花紋的絲錦，由一經兩緯織成。12其組織

結構與中國傳統的經錦相同，紋樣與楚地常見的菱形紋錦相

                         
7   

吉謝列夫（C. B. Kиселев）著、莫潤先譯：《南西伯利亞古代史》下

冊，頁28-29；另參見《アジア歷史事典》7卷〈バジリクこふんぐん〉

條（角田文衛撰），東京：平凡社，1975年，頁371-372。 
8   S. I. Rudenko, op. cit ,pp. 175-178；另參照魯金科：〈論中國與阿爾泰部

落的古代關係〉，《考古學報》1957年2期，頁37。 
9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年，頁58-59。 
10  

彭浩：《楚人的紡織與服飾》，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

135。 
11  

高至喜：〈長沙烈士公園三號木槨墓清理簡報〉，《文物》1959年10
期，頁65-70，圖17。 

12  S. I. Rudenko, op. cit, p. 206, Pl.134A；魯金科：〈論中國與阿爾泰部落

的古代關係〉，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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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以順經向排列的磬形紋作為花紋的骨架，兩行之間以順

圓形分布的三角形作為間隔。13 

            

   圖1 巴澤雷克出土      圖2 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 

 

 

圖3 長沙烈士公園三號墓出土 

 

另一件明顯中國器物是六號墓所出土的銅鏡。鏡緣為素

                         
13  

彭浩：《楚人的紡織與服飾》，頁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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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邊，在鏡脊稍凸起的方形紐座中心置一小弦紐。地紋為所

謂「羽狀」紋，沿邊緣置以四個「山」字形雕飾，在山字紋

之間，有成對的心狀形葉（圖4）。14這種山字紋鏡在中國主

要出土於楚地舊境，四山紋鏡在中國出現的年代可能不會晚

於戰國中期。15 

 

 
圖4 巴澤雷克六號墓（左）及阿爾泰山西麓（右） 

所出土的四山紋銅鏡 

 

    事實上，在南西伯利亞所出土的先秦中國器物並不限於

巴澤雷克古墓，外貝加爾地區還曾出土過幾件三足陶鬲，在

型制上與中國境內的新石器時代陶鬲非常近似。以在烏蘭德

市西南小托洛伊山上發現的鬲為例（圖5），其鬲口有瘤紐，

肩上呈波浪狀彎曲之堆紋，類似型制的鬲在內蒙古長城地帶

                         
14 S. I. Rudenko, op. cit, pp. 115；魯金科：〈論中國與阿爾泰部落的古

代關係〉，圖版1-2。 
15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頁24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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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的準格爾旗、伊金霍旗及清水河縣內都有發現。16鬲一

向被學界視為是中國特有的器物17，儘管目前尚無法判知這

些陶鬲是否為中國的輸出品，抑或只是當地的仿製品，但已

可看出中國與南西伯利亞貝加爾湖地區，其實早在新石器時

代即已發生了文化接觸。18在殷商時期，南西伯利亞貝加爾

湖沿岸一帶所發現的格拉茲科沃文化（Glazkovo Culture，年

代約為1800-1300B.C）之中，也出土了與商代型制類似的白

玉環，另外遠至伏爾加河流域的塞伊馬墓地（Seima），亦出

土 了 此 種 白 玉 環 。 據 前 蘇 聯 考 古 學 家 戈 羅 德 佐 夫

（B.A.Городцов）的意見，認為此種白玉環是產自於西伯利

亞，但在年代上明顯晚於商代玉器。吉謝列夫據此認為：白

玉環的西傳完全證實，在塞伊馬時期，伏爾加河、卡馬河沿

岸、西伯利亞、貝加爾湖沿岸和中國北部之間曾有聯繫。19 

                         
16  

劉觀民：〈蘇聯外貝加爾地區所出幾件陶鬲的分析〉，收入田昌五、

石興邦編：《中國原始文化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頁

371-377。 
17  

增田精一：〈彩陶土器の東傳〉，收護雅夫編：《漢とローマ》，東

京：平凡社，1980年，頁80-83。 
18  

呂光天、古清堯：〈論陶鬲向北方的延布〉，《學習與探索》1982年1
期，頁130-136。但江上波夫認為此種三足鬲不見得是中國的特有物，

他舉伊朗北部也發現三足鬲為例，認為鬲的起源有更複雜的背景，可

能有西亞及南土耳其斯坦的影響因素，參氏著：〈新石器時代の東南

蒙古〉，收《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4 北アジア諸民族の歷史と文

化》，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年，頁58-76。 
19  

吉謝列夫（C. B. Kиселев）著、莫潤先譯：《南西伯利亞古代史》上

冊，頁32、71；張廣達、王小甫：《天涯若比鄰——中外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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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外貝加爾地區烏蘭德市小托洛伊出土陶鬲 

 

    東周時期絲綢在中國域外的發現，巴澤雷克古墓並非孤

立的例子，絲綢至少在殷商時期即已傳至中亞。在大夏地區

（Bactria）北部及烏茲別克，都分別發現了公元前2000年和

前1600年的絲綢。 20在德國境內所發現的一座凱爾特人

（Celts）古墓中，也發現了來自中國的絲綢刺繡，該墓的年

代被斷定在公元前550年。21另外在天山東部的阿拉溝墓葬

中，亦出土了中國的漆盤與繡絹，該墓葬的年代約當戰國至

西漢時期。22上述這些域外出土中國器物已表明至少自殷商

                                                
略》，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頁9-11；《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

卷》，「格拉玆科沃文化」條（林澐撰），頁137。 
20  Victor Mair, “Old Sinic Myag, Old Persian Maguš and English Magician”, 

Early China 15 (1990), p. 44；劉迎勝：《絲路文化‧草原卷》，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 
21  Torg Biel, Treasure From a Celtic Tomb, National Geographic, Vol. 157 

(1980), pp. 428-438。 
22  

新疆社科院考古所：〈阿拉溝豎穴木槨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
年1期，頁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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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開始，中國內地與古代的南西伯利亞地區，甚至更遠的

中亞及歐洲，已經發生了某種程度的文化接觸。 

二、巴澤雷克文化與中原及鄰近地區的文化互動 

    有關南西伯利亞與古代中國間的文化關係，學界先前已

有不少討論，特別是卡拉蘇克（Karasuk）文化與中國文化之

間的文化聯繫，長期以來都是學界所關注的焦點。卡拉蘇克

文化的銅鏡、彎刀、短劍、錛，弓形器飾等青銅器及其動物

紋飾，因與外貝加爾、蒙古、中國北方及伏爾加河流的某些

器物十分相似，因之對於何者起源較早及相互影響的主從問

題，一直廣為東西方學界所討論。23吉謝列夫認為，米努辛

斯克(Minusinsk)盆地典型的卡拉蘇克器物中有東南方中國北

部居民帶來的器物，而他將這些文化接觸與丁零人做一聯

繫，認為早在公元前18-17世紀，當商朝國家在黃河流域形成

的時候，丁零人便開始被排擠到北方，不斷地戰爭迫使他們

                         
23   

有關這些討論，可參見Jettmar, Karl, “The Karasuk Culture and Its South-
Eastern Affiniti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22 (1950), pp. 83-126；吉謝列夫：〈蘇聯境內青銅文化與中國商文化的

關係〉，《考古》1960年2期，頁51-53；李亨求：〈銅鏡的源流——中國

青銅文化與西伯利亞青銅文化的比較研究〉，《故宮學術季刊》1卷4
期，臺北：故宮博物院，1984年，頁29-70；烏恩：〈中國北方青銅文

化與卡拉蘇克文化的關係〉，收入徐元邦編：《中國考古學研究二——

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年，頁

135-150；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

《史語所集刊》第64本第2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93年，頁318-
359；邵會秋：〈卡拉蘇克文化初論〉，《新疆文物》2007年3期，頁63-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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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遷，進而在南西伯利亞形成了卡拉蘇克文化24，而丁零有

不少學者認為是與先秦的「狄」有直接關係的。25 

在寶雞渭河南岸茹家庄墓地的一號車馬坑中（年代約在

西周昭、穆王之際），出土了一塊青銅軏飾，軏飾的正面是

一大獸頭，獸頭背後蹲伏一小人，小人面龐寬短，身著短

褲、束寬腰帶、紋身、長髮披後（圖6）。26 

 

 

圖6 寶雞茹家庄墓地出土青銅軏飾 

 

                         
24  

吉謝列夫（C. B. Kиселев）著、莫潤先譯：《南西伯利亞古代史》下

冊，頁71-88。 
25  

馬長壽：《北狄與匈奴》，北京：三聯書店，1962年，頁19-20；徐

中舒：〈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貢獻——論殷墟青銅器與兩輪大車之

由來〉，《今古論衡》3，臺北：1999年，頁184-185；岑仲勉：

〈敕勒與鐵勒、高車與回紇之別（附論丁令、烏護）〉，收氏著：

《突厥集史》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061。 
26  

盧連成、胡智生：《寶雞魚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頁

4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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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髮式是判別民族的一項重要指標27，孔子就曾稱讚過管

仲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28。披髮是當時戎、夷

等民族的特徵，《禮記‧王制篇》曾載：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

夷， 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

衣皮，有不粒食者矣。29 

 

但戎的披髮似乎最令人印象深刻，《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曾記載：「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

年，此其戎乎！」30依其髮式來判斷，此類披髮的人物形象

極可能與戎族有關，要說明此人像與戎族有關，尚有另一證

據。在此青銅軏飾人像的背後，刻有明顯的刺青，主題為兩

隻相背回首的小鹿，《史記‧周本紀》曾提及：「而穆王伐

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31劉敦愿曾根據茹家庄的這

件青銅軏飾指出，此處所指的四白狼四白鹿，很可能指的是

當時俘虜了八個分別以狼和鹿為圖騰的犬戎部落。32可見在

西周時，中國西北方曾存在著一些以鹿為圖騰的部落33。而

這個推測，也可以在巴澤雷克古墓的發現中得到旁證。 

                         
27  

許倬雲：《西周史》，臺北：聯經出版社，1984年，頁51。 
28  

《論語‧憲問篇》，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

127。 
29  

《禮記‧王制篇》，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247-
248。 

30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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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在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有重要的地位，也是草原藝術

常見的母題34，斯基泰人的族名即疑與鹿有關。斯基泰人

（Scythians）被古代的波斯人稱為Saka35，而這個民族在《漢

書》中被稱為「塞種」36，該民族在上古時期曾活躍於中國

之西北。37關於Saka一詞之詞源，學界多認為其源自伊朗

                                                
年，頁247。 

31  
《史記》卷四〈周本紀〉，臺北：宏業書局，1995年，頁136。 

32  
劉敦愿：〈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解〉，《美術考古與

古代文明》，臺北：允晨文化，1994年，頁535-540。 
33  

不過何駑認為茹家庄墓地的人像屬於「兒族」，屬於江漢地區的廩君

崇虎巴蠻集團，參何駑：〈「兒」族為鹿族考〉，收湖北省考古學會

編：《湖北省考古學會論文選集（三）》，武漢：《江漢考古》編輯

部，1998年，頁68-75。 
34  

李曉紅：〈試論北方草原古代藝術中的鹿形象〉，《考古與文物》

2002年5期，頁60-63、67。 
35  

希羅多德說：「波斯人是把所有的斯奇提亞（斯基泰）人都稱為撒卡

依（薩迦）人的。」參見Herodotus, trans by George Rawlinson, Histories 
(Hertfordshire：Wordsworth Editions, 1996), p. 538，中譯本參王以鑄

譯：《希羅多德 歷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487。 
36  

《漢書》卷六十一〈張騫、李廣利傳〉，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

頁2692；《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頁3884、2901。 
37  

有關塞種，請參見白鳥庫吉：〈塞民族考〉，《白鳥庫吉全集第六

卷》，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頁365-362；王炳華：〈古代新疆塞

人歷史鉤沈〉，《新疆社會科學》1985年1期，頁48-58、64；王小

甫：〈先秦我國西北的塞種〉，《西北史地》1987年1期，頁63；張廣

達、榮新江：〈上古于闐的塞種居民〉，《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1
期，頁173；尹偉先：〈塞克的涵義、起源與分佈〉，《西北民族學院

學報》1991年3期，頁53-54；余太山：《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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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而該詞之語義有學者正主張其為「鹿」之意。38在巴澤

雷克二號墓葬中，曾發掘出一位古代游牧部落首領的木乃

伊，由於長期封凍的結果，整個屍身保存得相當完好，甚至

連皮膚上的刺青都還鮮明可辨，而鹿正是這位首領身上刺青

圖案的主要母題（圖7）。39鹿是北方歐亞草原民族長期以來

的圖騰信仰，草原民族經常將鹿，特別是麋鹿作為其藝術的

母題。譬如自青銅時代開始，歐亞草原東部即有在墳前豎立

所謂「鹿石」（Deer Stone）的習俗（圖8）。40 

    
                         
38  

除釋為「鹿」之外，尚有「犬」、「強而有力的」、「漂泊者、遊蕩

之游牧人」等其他解釋，參Oswald Szemerényi, Four Old Iranian Ethnic 
Names: Scythian-Skudra-Sogdian-Saka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0), pp. 40-46. 

39  S. I. Rudenko, op. cit, pp. 109-114. 
40  

沃爾科夫（B. B. Bолков）著，王博、吳妍春譯：《蒙古鹿石》，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15圖117。有關鹿石，參烏

恩：〈論蒙古鹿石的年代及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2003年1期，

頁21-30；林俊雄：《ユーラシアの石人》，東京：雄山閣，2005年，

頁151-164；潘玲：〈論鹿石的年代及相關問題〉，《考古學報》2008
年3期，頁311-336。 

圖7 巴澤雷克二號墓 

木乃伊手臂之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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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學界曾認為游牧民族是先馴養馬，待後來移居至高

緯度地區後，迫於生態環境限制才改為馴養麋鹿。不過從巴

澤雷克古墓的馬匹被裝扮成鹿的造型（圖9）41一事來看，游

牧民族可能是先馴養鹿，再馴服馬匹。42由於鹿對人不具威

脅性，很容易引起人們的好感，進而將其視為部落圖騰。而

鹿石上的鹿嘴常呈現類似水鳥的尖喙狀，此種鳥喙造型的

鹿，被認為具有引領死者靈魂脫離肉身飛越空間到達天堂的

神力。在薩滿的宗教意義上，鹿也同時與「優良的軍馬」、

「種馬」等概念相連結，連北極附近的愛斯基摩人也有相似

的藝術造型，此種文化甚至可上溯至新石器時代。43蒲立本

                         
41  Renate Rolle, trans. by F. G. Walls, The World of the Scythians (B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l. 4；S. I. Rudenko, 
op. cit, pl. 119. 

42  
吉謝列夫（C. B. Kиселев）著、莫潤先譯：《南西伯利亞古代史》下

冊，頁32-33。 
43  William W. Fitzhugh ed., The Deer Stone Project: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圖8 蒙古鹿石上

的各種鹿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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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Pulleyblank）曾懷疑巴澤雷克這種裝飾成鹿形的神駒

可能是中國麒麟神話的來源，而麒麟一詞應源自於吐火羅語

（Tocharian），是古代華夏民族與印歐人接觸後所吸收的印

歐語借詞。44 

 

 

圖9 被裝扮成鹿的巴澤雷克古墓殉葬馬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巴澤雷克木乃伊身上的鹿形刺青中，

有種造型是嘴部成勾形鷹嘴狀，此種造型有學者認為是西亞

的格立芬（griffins）神獸45，有的學者則認為是歐亞草原東

                                                
in the Mongolia 2002-2004 (Washington D. C.: Arctic Studies Center；
Ulaanbaatar: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n History, 2005), pp. 8-9, 41-43. 

44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atic Society 1966/1-2 , pp. 31-36. 

45  
代表性的研究可參考林俊雄：《グリフィンの飛翔——聖獸からみた

文化交流》，東京：雄山閣，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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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一種想像怪獸46，中國的有翼神獸如天祿、辟邪或與此

有關。47頗堪注意者，無論是二十世紀初魯金科挖掘的男性

木乃伊或1990年初所發掘的女性木乃伊，這兩個巴澤雷克木

乃伊身上的鹿型獸刺青都有後肢翻轉的風格（圖10）48，此

為阿爾泰藝術的一項重要特徵49，而這種後肢翻轉的藝術母

題，也出現在中國的北方與南方。有關此種動物後肢翻轉藝

術風格在中國北方之流佈，已有不少考古出土文物可資證

明，如臨淄商王墓地曾出土過後肢翻轉之鳥喙怪獸（圖

11）50，又西安東郊三店村西漢墓（圖12）51、徐州獅子山西

漢墓（圖13）52、芒碭山梁孝王墓（圖14）53、洛庄漢墓（圖

                         
46   

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頁339-
349。 

47  
李零：〈論中國的有翼神獸〉，收氏著：《入山與出塞》，北京：文

物出版社，2004年，頁87-135；〈再論中國的有翼神獸〉，同前書，

頁136-144；林俊雄：《グリフィンの飛翔——聖獸からみた文化交

流》，頁213-219。 
48   N. V. Polosmak, “The Burial of a Noble Pazyryk Woman”,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5/2 (1998), p. 154 fig. 14. 
49  

魯金科：〈論中國與阿爾泰部落的古代關係〉，頁45-46；烏恩：〈略論

怪異動物紋樣及相關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94年3期，頁29；
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頁350-357。 

50  
淄博市博物館編：《臨淄商王墓地》，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頁

38圖29-1、圖版29-2。 
51  

朱捷元、李域錚：〈西安東郊三店村西漢墓〉，《考古與文物》1983
年2期，頁24、圖版7-2。 

52  
鄒厚本、韋正：〈徐州獅子山西漢墓的金扣腰帶〉，《文物》1998年8
期，頁39。 

53  
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芒碭山西漢梁王墓地》，北

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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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4以及西安北郊秦工匠墓（圖16）55等，都曾出土過馬匹

後肢翻轉之紋樣。對此，先前喬梁56、崔大庸57等已有過專

論。以上幾例皆為明顯的草原風格，應是由北方草原區輸

入，或由中原工匠製造而流通的產品。58而此種後肢翻轉的

阿爾泰藝術風格後來更為中原工匠所吸收，並融入中原地區

的漢代畫像石藝術中。在河南南陽麒麟崗畫像石墓中（約東

漢中早期）59，有一青龍圖像，其後肢即作阿爾泰藝術樣式

的翻轉狀（圖17）。60青龍屬四神之一，是漢代具有典型本

土特色的藝術母題，而這個本土母題卻罕見地融入了阿爾泰

                         
54  

濟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東章丘市洛庄漢墓陪葬坑的清理〉，《文

物》2004年8期，頁6、圖版2-1。 
55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戰國鑄銅工匠墓發掘簡報〉，《文

物》2003年9期，頁6、8。 
56  

喬梁：〈中原、南方所見匈奴文化的影響〉，收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

究中心編，《東方考古》1，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276-289；
喬梁：〈關於「海上絲路」起始時間的探討〉，收許倬雲、張忠培主

編：《新世紀的考古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頁518-532；
喬梁：〈洛庄漢墓所見北方草原文化因素〉，《中國文物報》2001年9
月28日，第七版。 

57  
崔大庸：〈洛庄漢墓9號陪葬坑出土北方草原風格馬具試析〉，《中國

歷史文物》2002年4期，頁16-25。 
58  

最近羅豐的研究指出，中國北方游牧民族所使用的金銀牌飾，其實有

不少是由中原的工匠製造後再輸出到草原地區的，參氏著：〈中原製

造——關於北方動物紋金屬牌飾〉，《文物》2010年3期，頁56-63、
96。 

59  
黃雅峰主編：《南陽麒麟崗畫像石墓》，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年，頁33。 

60  
黃雅峰主編：《南陽麒麟崗畫像石墓》，圖版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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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臨淄商王墓地 

出土帽型器上的 

後肢翻轉怪獸 

藝術的成分，非常值得注意。61這個例子顯示阿爾泰藝術確

實已在中原一帶流佈，並與中原傳統藝術風格產生互動進而

發生了影響。 

 

   

圖10  1993年巴澤雷克女性木乃伊手臂上的後肢翻轉怪獸 

 

 

                         
61  

繆哲已針對漢代畫像石中的外來母題作出了研究，詳參氏著：《漢代

藝術中外來母題舉例——以畫像石為中心》，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博

士論文，2007年；繆哲：〈漢代藝術中的正面馬車〉，《美術史研究

集刊》27，臺北：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9年，頁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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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西安東郊三店村西漢墓的後肢翻轉馬匹紋樣 

 

 

圖13  徐州獅子山西漢墓的後肢翻轉馬匹紋樣 

 

             

  
 
圖14  芒碭山梁孝王墓

的後肢翻轉馬匹紋樣 

圖15  洛庄漢墓 

的後肢翻轉馬匹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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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西安北郊秦工匠墓馬紋飾牌模 

 

 

圖17  河南南陽麒麟崗畫像石墓青龍圖像的後肢翻轉 

 

究竟誰是溝通古代中國與南西伯利亞間的文化中介者？

一個可能性是活躍於先秦中國北部的戎族。接下來欲討論的

楚地駱駝燈臺，以及在巴澤雷克古墓所發現的楚地文物，都

可能是透過戎人的中介而達成兩地間的文化交往。對於這些

阿爾泰藝術在中原地區的出現，喬梁已指出可能與漢、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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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彼此的餽贈往來有關。62這當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

素，但除此之外，是否存在著其他接觸路徑？本文認為另一

個可能性是中國北方長城一帶的早期胡人。其實從漢初開

始，漢朝部隊中就一直有「胡兵」的存在。劉邦在與項羽爭

持的過程中，就利用過樓煩射士63，A. A. Kovalev即認為中原

及南方墓葬所發現的這些動物風格裝飾品，就是受阿爾泰文

化影響的樓煩人所帶入的。他們有一部份人先在戰國時期融

入秦國與燕國，後來於楚漢之際為漢服役，並因參與漢朝建

國有功而在漢朝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64。景帝的陽陵兵馬俑

中，也曾出土過有北方民族豐腴臉頰特徵的騎士俑

（圖18）65，這些都顯示漢朝早在武帝之前就已開始使用胡

兵。66另一個途徑是秦人的影響，盧岩、單月英認為：西漢

                         
62  

喬梁：〈中原、南方所見匈奴文化的影響〉，頁286。 
63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

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

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

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史記》卷七〈項羽

本紀〉，頁328。 
64  A. A. Kovalev, “The Location of Loufan Tribe in 4-2 Century B.C. and 

Influnce of Its Culture to the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 and the South”, in《鄂

爾多斯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年，pp.283-394，該文有水濤的中譯文〈公元前4-前2世紀樓煩的方位

及其對中原和南方地區的影響〉，見同書頁395-414。 
65  

漢陽陵考古陳列館編：《漢陽陵考古陳列館》，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4年，頁54圖86。 
66  

有關兩漢的胡兵，可參邢義田：〈漢代的以夷制夷論〉，《史原》5， 
1974年，頁9-53；邢義田：〈東漢的胡兵〉，《國立政治大學學報》

28，臺北：政治大學，1973年，頁143-166；羅獨修：〈胡兵胡將對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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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出現的這些動物紋飾腰帶之最初設計者，應是戰國時期

國土擴張至草原地區的秦人，而這種具有草原風格的藝術品

後來受到西漢王侯貴族青睞而被用來隨葬。67經由上述的這

些途徑，中原地區很早就與南西伯利亞發生了文化接觸與交

往。 

 

 
圖18  漢景帝陽陵具有北方草原民族豐腴臉頰特徵的騎士俑 

 

三、游牧文化與中國南方的文化接觸 

上文提及在南西伯利亞地區曾出土了一些具有中國特色

的文物，如絲錦、銅鏡等，且皆表現出強烈的楚地風格。如

此一來就不禁令人發出疑問：為何地處中國南方的楚地文

                                                
武帝撻伐匈奴之影響試探〉，《華岡文科學報》21，臺北：中國文化

大學，1997年，頁208；王子今：〈兩漢軍隊中的「胡騎」〉，《中國

史研究》2007年3期，頁23-33。 
67  

盧岩、單月英：〈西漢墓葬出土的動物紋腰飾牌〉，《考古與文物》

2007 年 4 期，頁 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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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竟會出現在距離楚地相當遙遠的南西伯利亞地區？顯然

至遲在戰國晚期，楚地與南西伯利亞地區已發生過一些文化

接觸。然而文化接觸常是雙向的，既然中國南方楚地的文物

可以被運送至南西伯利亞；那麼相對而言，南西伯利亞的游

牧文化，是否能在楚文化中有所反映？事實上目前似乎有跡

可循。 

    在江陵望山沙塚楚墓的二號墓中，出土了一座銅燈臺，

這個燈臺的底座相當奇特，最底部是一隻雙峰駱駝，雙峰之

間有一披髮小人騎座其上，作雙手抱臺柱狀（圖19）。68眾

所周知，楚地是不可能出產駱駝的，此種雙峰駱駝的原產

地，是在東起黃河河套、西至哈薩克斯坦中部69約北緯40至

50度的內亞草原地帶，而且可能是在中亞與南西伯利亞地區

被人類成功馴養。70駱駝的傳入中國不但在此得到證據，同

時也證明了《逸周書》中曾提及北方民族以駱駝進貢一事確

實不假。 

 

 

                         
6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北京：文物出版

社，1996年，頁137、圖版69。 
69  George B. Schaller, Wildlife of the Tibetan step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154. 
70  Elena Korolkova, “Camel imagery in Animal Style Art”, in edited by Joan 

Aruz, Ann Farkas, and Elisabetta Valtz Fino,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 
Perspectives on the Steppe Nomads of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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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江陵望山沙塚楚墓出土之銅燈臺 

 

《逸周書‧王會解》云： 

 

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

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

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為獻。71。 

 

〈王會篇〉是描寫成王時在成周會見四方少數民族朝貢的實

況，此篇很可能成書於戰國時代。72足見至遲在戰國時期，

產自中亞的雙峰駱駝已為楚人所知悉。 

                         
71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7年，頁919-921。 
72  

楊寬：〈論《逸周書》〉，《中華文史論叢》1989年1期，總44輯，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3；又參見李宗侗：《史學概

要》，臺北：正中書局，1986年，頁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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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考古實物上，可發現此銅燈造形渾樸稚拙，或認為楚

人處理這類寫實的立體人物形象，不及他們創造想像中的龍

鳳、怪獸等形象那樣地得心應手。73但此種看似質樸生澀的

表現手法，正反映了他們對北方游牧文化的陌生，顯示他們

對來自草原的另一種生活方式印象還是相當模糊。駱駝的造

形樸拙，雖然大體上表現出駱駝的基本特徵，但在細部上還

有些差距。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騎在駱駝上的小人像，此人像

似未著衣物，寬圓臉，有豐腴的面頰，這種臉型正是蒙古人

種北亞類型中經常出現的典型臉型，此種臉型在中國北方古

代游牧民族的圖像中可經常發現。其髮式也很特別，頭的前

半部呈半禿狀，頭髮只留後半部，披髮，近似清代滿洲人的

薙髮形式。因該圖只作正面及側面的描繪，人像背後的髮式

是否也類似滿洲人紮成辮子不得而知，值得留意的是其髮型

與前述寶雞茹家庄墓地的小人像非常近似，同樣都是頭皮前

半部呈禿狀，後半部披髮並往後收束成細長型。 

除此之外，巴澤雷克藝術中「後肢翻轉」及「鷹嘴鹿

身」的母題，也出現在秦漢時期原屬楚地的南方地區。睡虎

地秦墓出土的木梳，上面就有一鷹喙、長角、鹿身的怪獸

（圖20）。74在西漢晚期的廣西平樂銀山嶺漢墓，亦曾出土

一件鷹喙長角後肢翻轉的怪獸牌飾（圖21）。75另廣州漢墓 

                         
73  

皮道堅：《楚藝術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258。 
74  

喬梁：〈中原、南方所見匈奴文化的影響〉，頁279圖3。 
75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平樂銀山嶺漢墓〉，《考古學報》

1978年4期，圖版8-5，該牌飾未有線描圖，後肢是否翻轉無法從圖版

確認，現依據黃展岳之描述，參黃展岳：〈關於兩廣出土北方動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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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一件動物牌飾，呈現猛虎噬羊的圖案，虎與羊的後肢

皆呈翻轉狀（圖22）。76又三峽巫山秀峰村的西漢初期墓

葬，也出土造型相同的鎏金銅帶扣（圖23）77，以上幾例皆

屬明顯的草原風格器物。而值得注意的是，長沙馬王堆西漢

墓1號墓的第三層朱地彩繪棺左側，有一鹿狀紋樣，其後肢同

樣顯現了阿爾泰藝術特有的後肢翻轉狀（圖24）。78此圖與

南陽麒麟崗畫像石墓一樣，都是在漢代本土藝術風格中融入

阿爾泰藝術的因素，顯示至少在漢初，漢朝工匠們已將阿爾

泰藝術的草原風格加入其創作思考中。雖然這些牌飾可歸入

「匈奴文化」79，但亦可從旁證實中國南方與南西伯利亞文

化長期以來一直維繫著接觸的管道。 

                                                
牌飾問題〉，收氏著：《先秦兩漢考古論叢》，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8年，頁413。 
76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等編：《廣州漢墓》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1年，頁148圖87-6。 
77  

雷雨：〈三峽地區首次發現鄂爾多斯式青銅帶扣〉，《中國文物報》

2003年1月3日。 
78  

湖南省博物館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冊》，北京：文物出版

社，1973年，圖25。 
79  

喬梁：〈中原、南方所見匈奴文化的影響〉，頁276-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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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廣西平樂 
銀山嶺漢墓出土牌飾 

圖22 廣州南越王墓 
出土的後肢翻轉 

怪獸牌飾 

 

 

 

 

 

圖20 睡虎地 
秦墓出土木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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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三峽巫山秀峰村出土後肢翻轉鎏金銅帶扣 

 

圖24  長沙馬王堆西漢墓1號墓朱地彩繪棺 

左側鹿狀紋樣的後肢翻轉 

 

至遲在戰國時期，楚地不僅已和中國北方及西北方的草

原游牧文化有所接觸，甚至透過「海上絲綢之路」，楚地也

與西亞、印度等古文明發生文化接觸。80有別於中國本土鉛

鋇玻璃的西方鈉鈣玻璃在楚地的出土，就是楚地與域外國家

                         
80  

但喬梁質疑南方透過海上絲路與域外接觸的時間可能要更晚，參氏

著：〈關於「海上絲路」起始時間的探討〉，頁518-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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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已有交通的一項明顯例證。81其實在楚地所出土的域外

文物中，數量最多的是西方玻璃。西方玻璃在戰國中期以

後，逐漸地在楚墓中被大量的發現。而時代最早數量最多

的，是河南固始侯古堆一號墓和湖北隨縣的曾侯乙墓。此二

地所出土的玻璃皆屬鈉鈣玻璃，被認為是從西亞或中亞輸入

的產品。82至於這些西方所產製的鈉鈣鑲嵌玻璃是如何傳入

中國的，以往研究均認為可能是從南方海路北上而輸入中國

的，不過這些鑲嵌玻璃也有可能是來自於西北方。在新疆輪

臺群巴克所發掘的公元前十至七世紀的墓葬中，曾發現了鑲

嵌玻璃珠，其型制與伊朗高原所出的一種鑲嵌玻璃非常相

似，可能是自西亞傳入新疆的。春秋戰國之際，在中原和南

方地區的高級貴族墓葬中也發現過這種鑲嵌玻璃珠。83足見

在東周時期，南方海路並非是這種西方鑲嵌玻璃傳入中國的

唯一途徑，西北方也可能是另一條路徑之一。例如隨縣曾侯

乙墓出土的玉器和荊門包山大塚所出土玉器的鑑定結果表

明，它們和新疆和田地區出產的玉料在化學成分上比較接

近，有些玉器可能就是採用和田所出產的玉料製成的。84可

見南方楚地與西域地區，在東周時期也同時存在著文化

聯繫。 

                         
81  

安家瑤：〈中國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學報》1984年4期，頁441。 
82  

徐蘋芳：〈考古學上所見中國境內的絲綢之路〉，《燕京學報》1，北

京： 1995年，頁330。 
83  

徐蘋芳：〈考古學上所見中國境內的絲綢之路〉，頁307、308。 
84

  后德俊：《楚國的礦治髹漆和玻璃製造》，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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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南方與南西伯利亞文化接觸的 

中介者及其路徑 

    從考古發現可得知至遲在戰國晚期，楚地與南西伯利亞

之間顯然已存在著某種的文化接觸，但此種文化接觸的方式

究係是直接亦或間接？若是間接的，作為其中介角色者又是

何種民族？此種交通又是透過何種途徑得以完成？這些都是

值得關注的重點。 

    本文認為，羌、戎在溝通中國南方與北方游牧文化之間

有其重要的角色。古代戎族一般都分佈於西北部，通常被認

為是西北古代各族的泛稱，但也有學者認為戎是一個單獨的

民族共同體。85早在春秋之際，便有不少的戎人已經遷徙到

中原一帶而與華夏民族毗鄰而居，同當時中原的華夏諸國發

生密切關係。86楚地與戎人的接觸可上溯至春秋時期。《左

傳‧昭公十六年》： 

 

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

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

子焉。87 
 

                         
85  

楊建新：〈論戎族〉，《西北史地》1984年1期，頁22-33。 
86  

趙鐵寒：〈春秋時期的戎狄地理分佈及其源流〉，《古史考述》，臺

北：正中書局，民64年，頁314-347。 
87

  《左傳‧昭公十六年》，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頁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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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左傳‧哀公四年》：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為一昔之期，襲

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

陰地。88 

 

春秋之戎蠻子，杜預注：「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

南有蠻城。」89因此戎蠻與南方之群蠻種族殊異，為諸戎之

別種，蒙文通認為：「此蠻子亦陸渾類也，當即陸渾戎之越

外方而南者。至於其地望，約當在臨汝西南，而此蠻氏為西

戎之越山而來，殆無疑義。此類西戎之族，申呂許曾之徙最

先，而陸渾，蠻氏隨之。申呂許曾入江准，而陸渾蠻氏亦踵

之逾汝漢也」90。戎族既在春秋之世即已南下江准一帶，那

麼其與楚國之接觸便不意外。 

    另一方面，在楚人族源的討論中，一直有學者主張楚人

是源於西方的羌族。其主要根據之一，是楚人先祖祝融與被

認為屬於羌人的炎帝是近親；二是楚之姓「羋」本係羌人自

稱，說明楚之先祖即羌人。91炎帝與祝融之間本無系統，但

祝融部落長期依附於夏朝，《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張守節

                         
88  

《左傳‧哀公四年》，頁999。 
89  

《左傳‧成公六年》「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下杜注，頁441。 
90  

蒙文通：《古族甄微》，四川：巴蜀書社，1993年，頁90-95。 
91  

王光鎬：《楚文化源流新證》，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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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曾云：「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92炎帝也是東

部羌人先民崇奉之神，《左傳‧哀公九年》有「炎帝為火

師，姜姓其後也。」93的記載，姜姓就是東部的羌人。楚人

的先民曾與東部的羌人居處相近，而且曾有過姻緣。94《史

記‧楚世家》中曾云：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

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

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帝乃以庚寅日誅重

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吳回生陸終，陸

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95 

 

《世本‧帝繫》說：「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是

生六子。」96後世有隗姓，隗通嬇。《大戴禮記‧帝繫》亦

云：「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

子。……其六曰季連，是為羋姓。」97因此楚人的姓羋，就

是羌人血緣留下的印記。98而鬼方是西北民族，後世有隗姓

                         
92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司馬相如列傳〉，頁3059。 
93  

《左傳‧哀公九年》，頁1014。 
94  

張正明：《楚文化史》，臺北：南天書局，民79年，頁11、12。 
95  

《史記》卷四十〈楚世家〉，頁1689-1690。 
96  

《世本（雷學淇校輯本）》收《世本八種》，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5。 

97  
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737。 

98  
張正明：《楚文化史》，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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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人。99《說文》釋羌曰：「羌，西戎，羊種也，從羊ㄦ，

羊亦聲。」100楚羋姓之「羋」的主要特徵亦在從羊，《說

文》釋羋曰：「羊鳴也，從羊，象气上出，與牟同意。」101

《史記‧楚世家》索隱亦稱：「羋，羊聲也。」102由此可

知，羋亦屬於羊種，當與西戎羌人有十分特殊的聯繫。103楚

地疑與鬼方隗姓有關的尚有胡國，有學者認為胡國為歸姓，

此「歸」與「媿」通，1978年陝西武功現出土的《胡叔簋》

有「胡叔胡姬作伯媿媵簋」的句子，說明胡叔的女兒是媿

姓，媿是鬼方之鬼的女化字，典籍亦用懷、隗、隤等字來表

示，故胡國應是鬼方的方國之一。104唐蘭亦稱狄是戎的一

                         
99  

張正明：《楚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21。 
100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1年，頁

148。 
101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147。 
102 

《史記》卷四十〈楚世家〉，頁1691。 
103 

王光鎬：《楚文化源流新證》，頁20。 
104 

張亞初：〈從古文字談胡、胡國與東胡〉，《文博》1992年1期，頁

10。不過胡國是否為戎狄，其他學者仍有異議，參見頓嵩元：〈中原

胡姓與北方胡人考〉，收劉乃和等編：《歷史文獻與民族文化研

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283-293；陳槃：《春秋大

事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97年，頁913；
蔡運章：〈胡國史跡初探〉，收錄於河南省考古學會等編，《楚文化

覓蹤》，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00-214；何浩：〈「胡

為夔出」說辨證〉，《中原文物》1989年2期，頁28-33；晏昌貴：

〈西周胡國地望及其相關問題〉，《湖北大學學報》1990年1期，頁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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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即媿姓的戎。105由此可知，楚人的主要姓氏羋姓106與西

方的羌人及西北的鬼方，在楚族形成過程中曾有過婚媾關

係。雖然這不一定代表楚人一定是源自於羌或鬼方，然而此

種背景之存在，或許暗示了楚族同這二個民族還保有斷續的

聯繫。事實上這種楚族與西北民族的接觸，還可從一些楚人

所創作的文獻中找到線索。在楚人所遺留的文獻中，被認為

含有豐富域外知識成份者有二：一是屈原所著的楚辭《天

問》；另一則是常被視為神話的《山海經》。 

    屈原作《天問》，原是為了抒發胸中鬱積已久的苦悶，

以及其對天命、神怪迷信等的懷疑，希望楚懷王看到這篇文

章時，能有所悔悟。 107儘管《天問》中疑有不少錯簡

問題108，但篇中內容卻涉及反映域外知識而受到學界討論。

蘇雪林認為：就《天問》內容的題解、體例和語句結構來

看，竟然與古代西方史詩如吠陀頌中的曼荼羅和舊約中的約

伯傳非常相似，而此種問句形式的詩句寫法，是中國古代文

學作品中所罕見的，這顯然是受域外文化影響而發展出來的

                         
105  

唐蘭：〈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歷史〉，《文物》1976年6期，頁

34。 
106 

《國語‧鄭語》云：「融之興者，其在羋姓乎！羋姓夔越，不足命

也，蠻羋蠻矣；惟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荊羋，

實與諸姬相干也。」《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

468。 
107 

孫作雲：《天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0、15。 
108 

對於這些錯簡的重建與校正，請參見孫作雲：《天問研究》，以及蘇

雪林：《天問正簡》，臺北：文津出版社，民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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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新文體。109蘇氏之觀點，學界評價不一。110不過前文曾

提及楚的族源中，有一部份可能與西方羌人或西北的鬼方有

過聯姻關係，因此在屈原所處的戰國時代，某種有關楚族起

源於西北的傳說可能還是存在的。111而楚曾控制四川東部，

與羌人的距離不致太遠，就民族情感而言，與西方或西北方

的游牧民族保持聯繫，似乎不是不可想像。而且「羋」字本

係羌人的自稱，現今藏語亦稱人為Mi112，在四川西北的羌人

也自稱為「爾瑪」或「爾羋」。113 

    另一部因域外知識而引起學界討論的楚地作品則是《山

海經》。有關《山海經》的成書年代，學界說法不一，其成

書時間大約是從春秋末年到漢代初年，且作者並非一人，基

本上是以楚地為中心，西及四川，東及齊，此為近半個世紀

以來學者們所得出的大致結論。114一般人皆把《山海經》看

成是一部神話或巫書。但是在上古時期，神話和歷史實在同

                         
109 

蘇雪林：《天問正簡》，頁1-29。 
110 

像楊希枚先生就持贊同的態度，參見氏著：〈蘇雪林先生天問研究評

價〉、〈說古籍編撰的神秘性〉，皆收蘇雪林：《天問正簡》，頁

497-519。不過饒宗頤先生卻認為此種發問式的文體型態，在楚國的文

獻實頗為普遍，他舉出在《國語‧楚語》及《莊子》書中都曾出現類

似的發問形態，見氏著：《澄心論萃》，上海：上海藝文出版社，

1996年，頁23。 
111 

張崇琛：〈屈原神遊西北的地理問題〉，《西北史地》1993年4期，頁

1-4。 
112 

馬長壽：《氐與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4。 
113 

胡昭儀：〈論漢晉的氐羌和隋唐以後的羌族〉，《歷史研究》1963年2
期，頁154。 

114 
袁珂：《山海經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前言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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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頭，整部《山海經》可說是一部神話性質的地理書，其

內容是先海內而後海外，先中國而後四夷，雖然此書有巫書

的性質，但是仍有小部份取得了正確的認識。115黃銘崇曾指

出：若我們考慮《海外經》特殊的「四方」結構——即將各

個項目依其空間上的位置，放置在四邊——的話，則《周

禮‧春官‧外史》中的「四方之志」這種genre（文類）的整

體結構，與《海外經》是比較相配的，也就是說，《海外

經》從內容上乍看是「志怪」，從行文的結構上來看卻是

「四方之志」116。這些被記載於《山海經》內的荒誕異國事

物是否為憑空想像？本文認為楚地對西北知識的認知並非空

穴來風，因其所載內容竟與西方古代文獻出現了部分的一致

性。 

孫培良曾舉出東西方古代史籍中對中亞傳說的相

似性117，如希羅多德的《歷史》記載了相當多有關斯基泰人

的情況，在該書中希羅多德利用了前人的記錄，特別是阿利

斯帖亞（Aristeas）的長詩《獨目篇》（Arimaspea）。希羅

多德提到，在斯基泰別部以東是坎坷不平的地區，有別於之

前的平坦原野，有一種名為Arimaspi的人生活於此，此種人

                         
115 

袁珂：《山海經全譯》，前言頁11、13。 
116 

黃銘崇：〈古史即神話〉，《新史學》7卷3期，臺北：1996年，頁

190。 
117  孫培良：〈斯基泰貿易之路和古代中亞的傳說〉，《中外關係史論

叢》1，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頁3-25。近來余太山有新的

成果，參氏著：〈希羅多德《歷史》關於草原絲綢之路的記載〉，

《傳統中國研究集刊》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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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分男女生而頭禿，鼻扁平，長下巴。118前文曾提及江陵望

山沙塚楚墓及寶雞茹家庄墓地的小人像前額均為半禿，或與

此禿頭人有關亦未可知。禿頭人以東的地方住的是伊賽多涅

斯人（Issendonians），希羅多德說我們的知識只能到此民族

為止，再往東，只能依靠伊賽多涅斯人的傳說，而它們講了

獨目人和守護黃金的格立芬（griffins）傳說： 

 

普洛孔涅索斯（Proconnesus）人卡烏斯特洛比歐斯

（Caÿstrobius）的兒子阿利司鐵阿斯（Aristeas）在

他的敘事詩裡又說，當時被波伊勃司（Bacchic）所附

體 的 阿 利 司 鐵 阿 斯 一 直 來 到 了 伊 賽 多 涅 斯 人

（Issedones）的土地。在伊賽多涅斯人的那面住著獨

眼人種阿里瑪斯波伊人（Arimaspi），在阿里瑪斯波

伊人的那面住著看守黃金的格律普斯（griffins），

而在這些人的那面則又是領地一直伸張到大海的極北

居民。（Ⅳ, 13）119 

 

伊賽多涅斯人說過獨眼族和看守黃金的格律普斯的事

情。這是斯奇提亞人講的，而斯奇提亞人則又是從他

們那裡聽來的；而我們又把從斯奇提亞那裡聽來的話

信以為真並給這些人起一個斯奇提亞的名字，即阿里

瑪斯波伊人。因為在斯奇提亞語當中，阿里瑪

                         
118 Herodotus, op. cit, p. 313；王以鑄譯：《歷史》，頁268。 
119 Herodotus, op. cit, pp. 309-310；王以鑄譯：《歷史》，頁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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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ma）是一，而斯波（spu）是眼睛的意思。（Ⅳ, 

27）120 

 

故有關伊塞頓人所說的獨目人傳說，希羅多德是得自於阿利

司鐵阿斯（Aristeas）的敘事詩《獨目篇》。《獨目篇》本早

已在公元前四世紀佚失，只有靠後世殘存和詩人間接引用的

片段才得以略知其梗概。121公元十二世紀時，拜占廷的詩人

澤澤斯（Tzetzes）所著的《千行卷匯編》（Chiliades）中保

存了六行原句，內容是：「以長髮自豪的伊塞頓人說：它們

在北風方向那邊的鄰人，是人多勢眾的勇猛戰士，富有馬

匹、羊和牲畜成群。每個人只有在前額中長著一隻眼，它們

毛髮毿毿，強悍無比。」另外羅馬作家普林尼的《博物志》

一書中則提到了獨目人和格立芬的鬥爭。他說格立芬是身生

兩翼的怪獸，它們看守從礦中挖出的金子，獨目人則想要偷

走金子。與希羅多德同時的另一位作家達馬斯特（Damasts）

說：「從斯基泰人往前去，住的是伊塞頓人，再往前是獨目

人，然後就是烈風山，北風從那裡刮出來，終年飛雪。」普

林尼的《博物志》又云：「在獨目人附近，有烈風之山和終

年飛雪如羽毛而被稱為Pterophorns（羽毛的）之區。」122希

羅多德也提到這個區： 

                         
120 Herodotus, op. cit, p. 314；王以鑄譯：《歷史》，頁269-270。 
121 

孫培良：〈斯基泰貿易之路和古代中亞的傳說〉，頁10。 
122 

澤澤斯、普林尼與達馬斯特的記述皆轉引自孫培良：〈斯基泰貿易之

路和古代中亞的傳說〉，頁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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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斯奇提亞上方居民的北邊，由於有羽毛自天

降下的緣故，沒有人能夠看到那裡和進入到那裡去。

大地和天空到處都是這種羽毛。（Ⅳ, 7）123 

 

但對於這個充滿羽毛之地，希羅多德採取不信任的態度，他

的解釋是： 

 

關於斯奇提亞人所說的、充滿空中而使任何人都不能

夠看到或穿越到那邊的土地上去的羽毛，……在那個

地方以北，雪是經常下的，雖然在夏天，不用說雪是

下得比冬天少的，……因為雪和羽毛是相像的，……

這樣嚴寒的冬天。因此，我以為斯奇提亞人和他們的

鄰人在談到羽毛時，不過是用它來比喻雪而已。（ , Ⅳ

31）124 

 

以上西方史籍中所提到的「獨目人」以及「滿是羽毛的地區

Pterophorns」，孫培良提示我們在中國文獻中都可找到對應的

記載。《山海經‧海外北經》：「鐘山之神，名曰燭陰，……一

目國在其東，一目中其面而居。」125同書〈海內北經〉：「鬼

國在貳負之尸北，為物人面而一目。……窮奇狀如虎，有

                         
123 Herodotus, op. cit, p. 307；王以鑄譯：《歷史》，頁262。 
124 Herodotus, op. cit, p. 315；王以鑄譯：《歷史》，頁271。 
125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頁27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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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126從〈海內北經〉與〈海外北經〉的記載，我們很容

易發覺二者間的一致性，皆提到了有一目國，以及類似格立

芬的這種有翼怪獸。王克林指出此一目國與鬼方有關，而 

「一目」指的是他們習慣戴一種僅露出眼部的面罩127；楊伯

達更進一步認為鬼方可能曾將貝加爾湖周邊的玉石販賣至中

國128。至於充滿羽毛之地，中國史料亦有描述：《山海經‧海

內西經》：「大澤方百里，群鳥所生及所解，在雁門北。」129

同書〈大荒北經〉：「有大澤方千里，群鳥所解。」130《竹書

紀年》：「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天子北

征於犬戎），取其五王以東……西征，至於青鳥所解。」131

《穆天子傳》卷三：「乃發憲命，詔六師之人□其羽。爰有□

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碩鳥解羽。六師之人畢至於曠

原。」132同書卷四：「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飛鳥之

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133從這些記錄可知中國先秦古籍

所記載的這些傳說，與希羅多德所記斯基泰極遠居民的種種

                         
126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364。 
127 

王克林：〈一目國鬼方新探〉，《文博》1998年1期，頁30-66。 
128 

楊伯達：〈「一目國」玉人面考〉，《考古與文物》2004年2期，頁29-
32；〈「鬼」玉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1期，頁58-64。 

129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339。 

130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484。 

131 
方詩銘、王修齡撰：《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5年，頁48-49。 
132 

王天海譯注：《穆天子傳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

頁66。 
133 

王天海譯注：《穆天子傳全譯》，頁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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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可能同出一源，這些都是中亞內部的古代傳說，而分別

經由貿易或其他型式的接觸，分別被傳播至希臘及中國。 

    有關楚地與西北方游牧文化的接觸路徑134，本文認為主

要透過兩條，第一條路線是直接透過春秋時期南下中原的戎

族。前文曾提及戎族最南已抵達了汝漢江淮流域，這些戎族

的文化可能與阿爾泰、南西伯利亞一帶的游牧文化有某種親

緣性。而正值崛起階段的楚因為接觸了戎人，進而吸收到阿

爾泰部落的文化因素是非常可能的。135另一條路徑則應是透

過河西走廊，沿著青康藏高原的邊緣而南下至四川136，再經

由四川而轉達楚地。經由這條沿青康藏高原邊緣前進的路

線，草原文化甚至向南遠達西南方的滇人或濮僚文化區137，

                         
134 

李零先生之前曾提過三條中西文化交流的南北通道：（1）從內蒙東

部、遼寧西部到河北北部，經山東，進入江、浙的路線；（2）從內蒙

草原中部，經山西到河南，走洛陽、南陽、淅川、襄樊到江漢平原的

路線；（3）從內蒙草原中西部，經寧夏、甘肅和陝西，入四川、雲南

的路線。參氏著：〈論中國的有翼神獸〉，頁133。 
135 

童恩正：〈從出土文物看楚文化與南方諸民族的關係〉，《湖南考古

學輯刊》3，1986年，頁178。 
136 

這條路線也是胡人及早期佛教進入中國的重要路徑，參李正曉：〈中

國內地漢晉時期佛教圖像分析〉，《考古學報》2005年4期，頁411-
448；霍巍：〈中國西南地區錢樹佛像的考古發現與考察〉，《考古》

2007年3期，頁70-81；王蘇琦：〈漢代早期佛教圖像與西王母圖像之

比較〉，《考古與文物》2007年4期，頁35-44；王子今：〈中江塔梁

子崖墓石刻畫像榜題「襄人」考〉，《中國歷史文物》2008年3期，頁

30-35；何志國：《漢魏搖錢樹初步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年；霍巍：《西南天地間》，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6年。 

137 
蕭兵：《楚辭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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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晉寧石寨山文化所出土的斯基泰風格青銅器138與四川南

部鹽源青銅文化中的北方系青銅文化因素139，都是很好的例

子。同時先秦時期新疆所出的玉料，也可能是經由此一途徑

而運抵華中一帶140，李龍章即認為嶺南青銅文化中的北方草

原文化因素，就是透過滇池或滇西北等地的古羌人文化所傳

入的。141 

因此，至遲在東周時期，藉由這兩條路線，楚地所生產

的絲綢與銅鏡可輾轉地被運送到遙遠的南西伯利亞、中亞，

或更遠的歐洲；同樣地，若干屬於歐亞草原的斯基泰－西伯

利亞游牧文化也藉著同樣的途徑而輸入到華中或華南的楚

地，這種南北文化溝通的管道似乎自商周以來一直都未曾中

斷。而且中國同南西伯利亞地區甚至自新石器時代晚期開

始，就存在著一條自內蒙古東南溯霍林河谷穿越大興安嶺至

外貝加爾地區的南北文化交流通道。142在商代，丁零族的北

                         
138 

白鳥芳郎：〈石寨山文化に見られるスキタイ系文化の影響──種族=
民族の交流とその經路〉，收錄於《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記念論集民族

‧文化篇》，東京：山川出版社，昭53年，頁193-214。 
139 

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龍頭墓地與鹽源

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頁194-197。此資料蒙臺灣大

學人類學系陳伯楨教授提示，特申謝忱。 
140 

江上波夫：〈月氏と玉〉，收入氏著：《アジア文化史研究‧論考

篇》，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67年，頁123-132。 
141 

李龍章：〈談談嶺南青銅文化中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收廣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華南考古2》，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頁

72-75。 
142 

劉觀民：〈蘇聯外貝加爾地區所出幾件陶鬲的分析〉，頁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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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更直接帶動了商文化與卡拉蘇克文化間的文化交流。143所

以中國內地與南西伯利亞之間的文化接觸，至少自商代開

始，一直都是持續的。至於時代較晚的秦漢時期，特別是嶺

南地區的考古發現，可看出中國南方仍持續與巴澤雷克文化

保持接觸。除上述的文化交通管道外，秦人征服因素也不容

忽視，黃展岳認為南越王墓出土的動物牌飾，是曾參加過北

擊匈奴然後又南平百越的秦軍遺物144；單月英與盧岩則認為

這些牌飾來自秦國境內的戎人，然後隨著秦朝對嶺南的統治

而傳入該區145；喬梁也認為秦人受異域文化影響較深，這些

草原文化因素是通過秦人而傳播到南方。146秦人長期與戎狄

雜處，沾染北方草原文化自不意外。147 

 

                         
143 

段連勤：〈我國丁零族的原始居地和北遷〉，《西北大學學報》1979
年4期，頁80-87。 

144 
黃展岳：〈關於兩廣出土北方動物文牌飾問題〉，頁412。 

145 
單月英、盧岩：〈匈奴腰牌飾及相關問題研究〉，《故宮博物院院

刊》2008年2期，頁130-163。 
146 

喬梁：〈中原、南方所見匈奴文化的影響〉，頁286-287。 
147 

杜正勝：〈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兼論關中出土的「北

方式」青銅器〉，《大陸雜誌》87卷5期，臺北：1993年，頁1-25；史

黨社：〈從秦地域內出土的歐亞草原「動物紋」看秦與「戎狄」的文

化關係〉，收《鄂爾多斯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組編：

《鄂爾多斯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9年，頁717-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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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論 

    關於古代中國與南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之間的文化接

觸，經由考古文物的不斷出土而得到了進一步證實，地下出

土的文物表明，至遲在戰國晚期，中國與南西伯利亞之間已

有某種程度的文化互動。而其中介管道，可能藉由自春秋時

期開始便不斷從西北朝中原移動的戎族或羌族來完成。在另

一方面，由於楚人的族源中似含有羌人血緣，因此楚人與西

北的羌、戎之間便一直存在著交往。越來越豐富的地下資料

說明楚文化是個兼容並蓄，充滿國際色彩的多元文化體148，

透過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它持續與域外文化發生接觸與交

往。149考古發現證明南西伯利亞文化與中國發生接觸的時間

很早，而且持續至漢代，特別是距離相當遙遠的嶺南地區也

有巴澤雷克文化的影響蹤跡，這提醒我們南西伯利亞早期游

牧民與古代中國之間的文化互動，是個值得加以關注的課

題。 

 

 

 

                         
148 

蕭兵：《楚辭文化》，頁7。 
149 

張軍：《楚國神話原形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民83年，頁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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