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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多元文明与中华民族”

跨学科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     瑞         王     艳

 

2021 年 12 月 4 日到 5 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学术月刊》杂志社联合复旦大学历史系举办的“多

元文明与中华民族”跨学科学术研讨会于上海举行。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历史学、

考古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中青年学者济济一堂，

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研讨多元文明与中华民族形成的关

系，重点探讨 3 到 9 世纪中古中国各民族的文明交流与融合。

大会分主题报告和小组研讨。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民

族学人类学学院的纳日碧力戈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韩昇

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张晓虹教授、上海大学历

史系徐坚教授分别做了大会主旨发言，从不同学科的视角

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发展进路。

纳日碧力戈教授高屋建瓴地指出，人类面临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新时代的中国需要维护祖国统一、防患于未

然，加强中华民族认同。在研究理论方面，皮尔士

 （Charles Sanders Peirce）传统的符号学注重物感物觉、事

物相指、象征意义的“三性”交融，强调物质和精神互为

条件的过程关系，这意味着物感物觉离不开象征意义，二

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开放互动中交融一体。中华民

族探源实际上也涉及物感物觉、事物相指、象征意义的过

程，涉及地上地下的实物，也涉及强调共同性、尊重和包

容差异性。这就要求探源工程有担当、负责任，在追寻和

构建共有精神家园源头过程中，把文化认同放到中华民族

大团结的“根”与“魂”的高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提供学术支撑。

韩昇教授《北周武帝之死与北周的文化政策》一文通

过分子人类学技术，检测了北周武帝的头骨，并且根据北

周武帝尸骨的鉴定结果，考索了武帝与道士及服食仙丹的

关系。韩昇教授的研究指出，虽然北周武帝身边有一群激

烈排斥佛教的道士群体，然而武帝禁佛并非道士挑唆所

致，而是谋虑甚深的政治决断，目的在于通过尊崇儒学以

建构国家文化，建设强大国家。同时，少数民族政权禁西

来之佛教而自居中华之正统，此政策方向为后继王朝所继承。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张晓虹教授则重点介绍了中

国历史地理数据平台建设的相关情况。谭其骧先生主持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纂工作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存在传统纸质历史地图集固有的

不足，比如标准年代的代表性、使用者再加工便利性等

等，因此信息化、数据化的历史地理信息管理被提上日

程。张晓虹教授介绍了以复旦大学史地所与哈佛大学费正

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的 CHGIS 项目为代表的以往数据成

果，在 2016 年该项目结束后，2017 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在此基础上逐步建设中国历史地理数据平台，并

于 2021 年初开放。张晓虹教授从设计架构、学科意义等

四个方面对该平台进行了介绍，希望能够进一步探索开放

的数据共享机制、支持历史地理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

以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徐坚教授题为《三星堆的双线与四维：从宝物到文

明》的报告，从三星堆如火如荼的发掘工作引出对于考古

学本身的反思。他敏锐地指出，上新不仅仅是器物，更是

发掘、保护和研究，其根本目的在于探究考古学在当下的

语境中应该如何进行自我定位和表述。徐教授从三星堆

1927 年、1986 年、2019 年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出发，简要

介绍了三星堆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情况。他的研究从器物

坑个体层面、器物坑区域层面、到三星堆遗址层面徐徐推

进，以呈现对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如何从复原一种行为到复

原一种制度进而到复原一种系统。通过探查这个过程，考

古学自身的发展取径、重要性以及未来的推进方向被予以

深入剖示。大会报告之后进行了小组研讨，主要分以下几

个方面。

中华早期国家、多元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本次会议考

古学领域所展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王辉研究员《考古资料中所见汉

晋时期河西走廊的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一文，介绍了以

甘肃民乐八卦营城址墓葬为代表的相关考古发掘简况，包

括墓葬形制、器物以及墓葬壁画、丝织品图案的基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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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从中深刻揭示了汉晋时代的河西走廊地区民族融合以

及由此带来的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影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田建文研究员《汉代骐侯驹几与骐国》一文，立足蒲县曹

家庄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对汉武帝元鼎五年（前 112）

所封匈奴骑兵长驹几“骐国”进行考证，并进一步分析汉

朝“属国”管理体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晓琨副教

授介绍，自 2018 年暑期开始，中国人民大学与大同市考

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掘大同云州区吉家庄遗址。在近

三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房址、墓葬、陶窑等遗迹，出

土陶鬲、三足瓮、卜骨、骨哨等重要遗物，与晋南陶寺、

内蒙古中南部的老虎山、朱开沟等周边文化有着密切联

系。这些遗迹共同构成了 4000 年前晋北龙山时代丰富多

彩的文化面貌。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李唯博士关注中

原腹地，他的《大汶口文化西进中原的考古新证》一文聚

焦于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土城王遗址。自 2018 至 2021 年

对土城王遗址的考古发掘与整理工作，不仅完善了沙颍河

平原仰韶至龙山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年代框架，

同时为研究中原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提供重

要的区域视角，反映了史前淮系文化对中原地区辐射影响

的阶段性特点，见证了中原地区多元一体史前文化格局的

形成与发展。上海大学文学院曹峻副教授则将研究重点从

华夏文明初期的核心地带转移至“边缘”。她强调，中原

作为文明的核心地带，其社会发展具有连续性、世俗性及

等级性等重要特征，且“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显示中

原早期文明形态的“领土国家”模式。而偏处东南的太湖

地区，良渚文化以其精良的手工业产品、规模宏大的土木

工程建筑，不仅昭示本区域早期文明的出现，而且种种迹

象表明，太湖地区的初期文明可能为不同于中原的、属于

 “城市国家”的社会形态。

中古历史文献的考辨与考古的发掘。中古中国是民族

交流与融合的重要时期，本次会议对民族大交融时期尤为

关注。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韦兰海教授《北

族祖源叙事文本的历史人类学解读−以北魏拓跋力微

的年表为例》一文采用历史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对《魏

书·序记》中记载的拓跋部落创始人拓跋力微事迹的不合

理之处进行探讨，从记忆断层、重构历史、隐讳事实、口

传史料四个方面，重新解释了拓跋力微年表被构建、生年

被大幅度提前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重拟了新的拓跋力微

年表，试图对早期拓跋部的活动历史作出新的解释。杭州

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董刚博士细致检读了魏晋南北朝史籍，

从中搜罗出为数不少且以往鲜有讨论的语音史材料，以此

为基础对这一时期的鱼部元音高化、上古去声的韵尾保

留、上古单元音的裂化复化、辅音颚化以及复辅音和具体

韵部的音值等问题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分析和讨论。魏晋

南北朝史籍所反映的语音史信息表明这一时期语音演变兼

具存古和新变的复杂特征，与《切韵》音系所反映的一致

性区别较大，较为适应词汇扩散理论对于音变事实的阐

释。该文对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语音及词汇现象，以及

以此为基础更进一步探讨当时的历史事实提供了难得的参

考。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秦琼《文化交融视野下的

中古汉地肉身葬》一文系统考察了中古时期的汉地的肉身

葬这一极具特色的丧葬形式。汉地肉身葬发端于僧人偶然

状态下的尸身不腐，因死者身份的特殊性而被蒙上神异色

彩，逐渐发展为有意识地保存僧人遗体。根据保存地点及

方式的差异大体分为两条主线，一是将遗体放置在可以随

时查看的地方；二是将遗体放置在相对密封的空间内。随

着与佛教真身观念和舍利信仰相结合，肉身葬逐渐与肉身

舍利信仰密切相连，在唐代以后使用愈发频繁，且逐步传

入西藏、朝鲜半岛、日本群岛等地，影响深远。陕西师范

大学唐史研究所胡耀飞副教授，他的《沙陀历史的旁观

者−唐末河东史料〈三朝见闻录〉辑考》一文尝试对

唐末五代史籍进行内容还原与价值分析。作者通过考察认

为，《三朝见闻录》一书大约成书于唐明宗时期，其著者

很可能是河东政权内部人士，甚至是后唐史馆成员之一。

该书虽非纪传或编年体，但在时间等方面的记载有较高的

可信度。根据从《资治通鉴考异》中辑出的 26 条佚文来

看，该书对研究这一时期沙陀人的活动、唐末地方土团制

度、关隘驻军制度等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一尝试对如

何深入挖掘散佚严重的唐末五代史籍中的历史信息提供了

一定参考。这些文献无不体现中古时期各民族文化交流互

动。相对于文献，考古报告提供另一种还原历史的可能。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刘呆运研究员《长安洪渎原唐墓有关问

题的思考》一文从墓地形成原因、墓主的身份与关系、墓

葬等级、墓葬的文化特征四个方面对西安洪渎原地区分布

的唐代高等级墓葬群进行介绍。洪渎原地区因地面开阔且

距长安较近而受到青睐，墓葬众多，且墓主以皇亲国戚、

世家大族及新贵官僚为主，目前以唐玄宗的外公窦孝谌墓

级别最高。且窦孝谌墓的双墓室上方均发现有象征塔形的

建筑，这种以墓为塔的现象明显是受到佛教的影响。此外

该地区发现的豆卢建墓的地面围沟内还发现了十二生肖，

是唐人新的时空观念的体现。青海省文物考古所李冀源研

究员介绍了青海都兰哇沿水库官却和遗址与古代墓群抢救

性考古发掘的情况。经过对部分墓葬棚木的树木年轮测年

及遗物初步推断，这批遗存属于唐吐蕃时期，这对研究该

地区古民族生活状况、聚落形态、手工业技术、丧葬习俗

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其中出土的墨书古藏文卜骨

与木简等文字材料更具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科技考古与跨学科合作的研究。跨学科研究需要多

学科乃至文理交叉，以问题为导向，运用多种技术和手

段解决历史问题。特别是现在，科技考古手段可以帮助

我们考察中华文明的生态环境、物质和匈奴族群起源的

历史。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张萌博士《从流动到定

居−中华民族形成的文化生态背景》一文，采用宏观

生态学方法，对东北亚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和生计转变的

路径进行模拟，探索了各主要区域在新石器化的进程中

社会演变背后的文化生态机制。该研究为探讨中华民族

形成过程的背景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复旦大学科技

考古研究院胡耀武教授《稳定同位素示踪我国古代民族

融合的“黏合剂”》一文采用“我即我食”的研究理

念，对已发表的、不同时期和区域内考古遗址中人骨和

动物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数据进行系统梳理，发现源自

我国中原地区农耕民族的粟作农业，在欧亚草原青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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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至蒙古时期游牧民族的生存饮食及家畜饲养中占据重

要地位，由此指出粟作农业是我国古代民族交流融合的

 “黏合剂”，为古代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相互融合

及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同样

利用同位素示踪技术，生膨菲将这种将技术运用到中古

时期的北方民族群体食谱则是一大创新和发明。复旦大

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生膨菲博士《农牧交融−北朝晚

期鲜卑贵族群体的食谱研究》一文亦是采用“我即我

食”的研究理念，对关中地区考古出土的不同等级北朝

晚期鲜卑贵族，如北周武帝、阿史那皇后、晖华公主、

乞伏孝达、元威夫妇、独孤宾和李裕的遗骨进行碳氮稳

定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北朝晚期鲜卑贵族群体内部

不同阶层的生存状态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高等级贵族

饮食中较多摄入麦类作物和肉食，保留了较多游牧民族

的特征，而低等级贵族则摄入了相对更多的粟黍作物，

动物蛋白摄入量相对较低，呈现出农牧交融的趋势。

跨学科最为引人入胜的则是分子生物学技术引人历

史研究。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博士《古丝路

沿线人群的融合史研究》一文着重介绍了其团队研究柯

尔克孜族群起源的成果。其团队收集、检测了来自中国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与乌鲁木齐地区的 298 个

男性样本，与 116 个欧亚种群，特别是中亚、阿尔泰语

种群的 7855 个样本进行比对，发现柯尔克孜族群为双重

起源，其主体部分来自青铜时代的古西伯利亚人，至中

世纪又融入了部分蒙古人。柯尔克孜族群扩张的时间与

中世纪蒙古的兴盛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该研究综合运

用了历史学、生物学、考古学、语言学以及分子人类学

的方法，可谓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究中华民族起源的

范例。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蒙海亮博

士梳理发现，早期匈奴的谱系显示中国历史上“民族”

众多，其中关于匈奴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职是之故，

自科技考古、新史学理论兴起以来，“匈奴研究”成为

诸多新技术、新理论的试验场。他的研究借助整理国内

外学者对蒙古高原匈奴兴起前后考古资料、墓葬遗骸的

体质人类学、DNA 分析，揭示了“匈奴人”的兴起、形

成及其所体现的匈奴社会结构，为研究其他北方民族提

供了相应参照。

边疆民族史研究。边疆民族是本次会议聚焦点之

一，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陈浩副教授从全

球史的视角出发，结合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等讨论

了突厥起源的多元叙事。他比较分析了汉文史料中的狼

种起源说、希腊语史料中的斯基泰起源说，穆斯林文献

中的雅弗起源说以及拉丁语史料中的突厥与法兰克共同

起源于特洛伊说，认为族群起源的叙事，不能用简单的

真伪标准来检视，而是要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探

讨它们背后的政治和文化含义。不同史料中的多元叙事

或明或暗地揭示了 6 世纪后才进入中原王朝视野的突厥

与印欧语系民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胡康博士《后突厥汗国末期史事新证−基于史源学的

再考察》一文从史源学的角度，探讨了两唐书《突厥

传》对后突厥末期政局叙述的差异性。《旧唐书·突厥

传》关于后突厥末期史事的叙述极有可能出自令狐峘的

增补，其根本史料应是颜真卿所撰《康阿义屈达干神道

碑》。《新唐书·突厥传》的史源则较为复杂：关于汗

位更迭的记载主要来自柳芳的《唐历》，其他部分则多

是编者对已有史料的重新删减、编排。通过对两唐书

 《突厥传》史源的分析，可以揭橥后突厥末期诸可汗的

活动地域一直在漠北，而非漠南，九姓部落和唐朝在消

灭后突厥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师范大学人

文学院秦中亮副教授《从李宝臣复姓看河朔蕃帅的族群

认同与政治认同》一文对大历年间李宝臣改姓与复姓的

原委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其中充斥着李宝臣的族群认

同与政治认同的交织与纠结。对于李宝臣而言，选择张

姓就意味着以奚族酋长之子的身份示人，有利于进一步

麋集藩镇内的同族将校，是一种族群认同的表征；采用

李姓则标志着以皇族形象行世，更加容易获得李唐皇族

的政治认同。复姓与改姓的七个月间帝国历史语境与藩

镇政治规范的变迁，是李宝臣对于姓氏反复的根本原

因。无论是改姓张还是复姓李都是为了攫取更多的政治

资本，从而为其子李惟岳的袭位铺平道路。

在学术史方面，会议对中国自身边疆民族的学术史

也进行了梳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刘琪副研究

员首先通过分析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中国边政学形成

的重要时期的相关论述，提炼出边疆建设中的两大核心

任务在于“建制”与“化民”，即如何建立边疆行政管

理体制及如何对待边疆地区与内地文化类型相异的人

民。其次结合中共早期关于民族问题的相关论述及建政

后的民族政策，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从行政层面解

决了边疆的“建制”问题，而在“化民”的问题上，则

是用“团结”“发展”“共同富裕”等话语替代了以往

的“教化”目标。西安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与欧亚文明

研究中心黄达远研究员介绍了谷苞先生的疆域理论提出

的历史背景、理论特色及其意义。为了解决新中国建国

后中苏在边境问题上的争端，谷苞先生从河西走廊地区

各民族共享的景观记忆切入，化解长城内外游牧社会与

农耕社会这两种异质性社会的对立性，强调农牧生产形

态之间的能量转化以及中国古代游牧历史与农业历史的

统一性和连续性，论证了长城两边均是中国这一事实。

这一疆域理论对消解“本部−边疆”二元结构的偏见提供

了新的历史解释，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了坚

实的历史依据。

本次大会，各位学者和与会人员克服了疫情期间的

重重困难，在两天时间中集中进行近三十场高水平学术

报告，别开生面地丰富了 3 到 9 世纪民族研究的问题

域。在促进学术交流的同时，更深入发掘了“多元一

体”民族观的历史依据，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

供了学术支撑。

 （杨瑞、王艳，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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