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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机舱酒店
感觉在飞

甘肃戈壁小城现水上特技
惊险刺激

大象水池玩耍打滚卖萌
十分可爱

近日， 湖南首家自主研发的机器
人连锁餐厅在长沙正式运营， 吸引了
众多食客光顾。 据悉， 这些机器人均
由该餐厅的研发人员自主研发与生产，
实现了科技成果落地的快速转化。 图
为餐厅人工服务员将菜品递送给机器
人服务员。

近日， 哥斯达黎加的一家酒店集
团将一架1965年的波音727机架改装成
两间卧室的酒店套房。 这架727机身设
施完善 ， 飞机被架设在丛林树冠中 ，
从里面向外看是整个丛林的美景， 会
让你感觉像是在飞行。

近日， 在2017年 “中国银行” 杯
中国·张掖丝绸之路青少年帆船城市邀
请赛开幕式上 ， 张掖滨河新区湖面
上轮番上演的水上特技表演， 惊险而
又刺激， 吸引了许多市民、 游客驻足
拍照。 图为水上 “飞人” 在表演高难
度动作。

近日，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动物园
内 ， 一只18岁的大象在水池里玩耍 ，
饲养员为它喷水降温， 它竟然打滚卖
萌， 样子十分可爱。

自主研发机器人餐厅
长沙运营

发现“最早的中国”
你知道 “最早的中国” 在哪里吗？

———河南偃师二里头。
洛河南岸一个普通的村庄， 看似

与中原大地上的千村万落一样平淡无
奇 ， 却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 ：
公元前１８００年至前１５００年间， 这里曾
有中国最早的 “紫禁城”， 上演过夏的
繁华和夏商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这里还拥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
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最早的铸铜作坊、
最早的制作绿松石器的作坊、 最早的
双轮车的车辙。

二里头遗址丰富的内涵不断给世
人以惊喜， 随着 “十三五” 期间国家
重大文化工程———二里头遗址博物馆
的兴建 ， 众多中国乃至东亚 “之最 ”
在这里浮出水面。

在二里头
感受中国最早的繁华

中国发端于何时？ 最早的中国究
竟在哪里？

１９５９年， 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以
７１岁高龄率队赴河南调查 “夏墟”， 大
约也是带着这些问题出发的 。 此后 ，
便掘开了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第一铲。

出河南偃师城区往南， 沿洛河向
西不远， 就是二里头村。 村南， 一座
有些老旧的楼院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驻地。 从院
内楼顶四望， 二里头、 圪垱头、 四角
楼三个自然村形成一个三角， 将一片
高地包围， 这里便是二里头遗址。

“多数考古大发现出于偶然， 比如
秦始皇陵、 郑州商城， 但偃师二里头
是个例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 二里头工
作队队长许宏说。 １９５９年， 徐旭生在
豫西调查 “夏墟” 时， 在偃师二里头
村的麦田里看到随处可见的陶片， 且
遗址颇为广大， 他推测这里可能有一
处古代都邑的遗址。

当年秋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 （当时隶属中国科学院） 的小
分队进驻二里头。 ５８年来， 中国三代
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
不断的考古发掘。 二里头遗址犹如一
个体量巨大又深不可测的宝库， 历经
数十次发掘而屡有重大发现。

听到一个老乡抱怨他家地里的麦
子一直长不好， 许宏很兴奋， “这很
有可能是沉埋地下的大型基址夯土引
起渗水不畅导致的！” 一钻探， 居然发
现了宫殿区北边的大道。

就这样， 串糖葫芦似的有了一系

列新发现， 原本星星点点的遗迹分布
图上， 画上井字形大道、 宫城城圈后，
这座３５００多年前的大型都邑的布局清
晰起来。

这是一座精密、 复杂又繁华的大
都城———坐落于古伊洛河北岸的高地，
中心区是坐南朝北、 中轴对称的宫殿
建筑群， 由宫城城墙围起， 虽然面积
只有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 却是后
世３０００多年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四周是井字形大路， 宫殿院内地
面下埋有一节一节陶质水管组装连接
起来的下水道系统， 这大概是中国最
早的 “海绵城市” 吧。

“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精心规划、 庞
大有序、 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 许多
制度层面的建树史无前例， 代表中国
古代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宫廷礼制已
经形成， 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源具
有 重 大 的 标 尺 性 意 义 。 ” 许 宏 说 ，
“这里就是 ‘最早的中国’。”

手铲释天书
拨开“夏”之谜雾

自１９５９年秋的第一铲开始， 二里
头遗址一直处于中国考古学界的风暴眼。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 ， “夏商周 ”
是个固定搭配， 是一个熟记于心的知
识点。 但作为中国步入文明门槛的第
一个王朝———夏王朝， 真的存在吗？

“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
阳殷墟的考古发掘， 证明了商王朝的
存在。 学者受到很大鼓舞，希望能寻找
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 ”许宏说。

在追寻 “夏文化 ” 的过程当中 ，
二里头遗址曾被多位学者视作夏文化
代表以及夏王朝的都城。

但几十年来， 关于二里头 “姓夏”
还是 “姓商” 的讨论持续不断， 而参
与人数和发表论文之多 、 历时之长 、
讨论之热烈， 构成２０世纪下半叶直至
今日中国考古学术史上罕见景观。

最早提出二里头为 “商都” 的是
徐旭生先生， 有意思的是， 徐旭生是
在寻找 “夏墟” 时发现二里头， 但他
却依据古典文献记述， 推断 “为商汤
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此后的十几年 “二里头商都说 ”
成为学界的基本 “共识”。

然而， 一花独放不是春。 考古界
的诸子百家， 众说纷纭。 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后期， 北大教授邹衡首倡二里头为
“夏都”。 此后， 便引发两种主要观点
间的激烈交锋。

中国夏王朝存在与否， 一直是国

际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 由于
缺乏明确、 可靠的文献记述， 依靠文
献研究这一时代的历史困难重重。

“二里头遗址为夏代的存在提供了
可靠物证，没有二里头，我国夏商周的
年代框架就拿不出来。 ”夏商周断代工
程首席科学家、 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
说， “学界认识趋同， 二里头为夏代
中晚期都城所在地成为倾向性结论。”

２０００年前后， “夏都说” 逐渐取
代 “商都说”， 成为学界新 “共识” 和
主流观点。

“二里头遗址是探索中国最早的王
朝文明———夏商文明及其分界的关键
性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所长陈星灿说， “在这里， 我们已初
步探明了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都邑 ，
勾画出公元前１８００年至前１５００年二里
头都邑繁盛时的大概样貌。”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３００万平
方米， 目前才发掘了１％多一点。” 许
宏说， 这本无字地书才刚刚翻开。

江山早已留胜迹
只待我辈复登临

耕地时发现盆盆罐罐， 村民会赶
紧送到考古队 ； 遗址发现几十年来 ，
未有一起盗墓案 ； 掬一捧土便知是
“商” 还是 “汉” ……

生活在二里头遗址所在地的村民，
以极高的热情守护着这块土地。

二里头， 当地村民连读起来念为
“二留”。 二留， 二留， 这里到底留下
了什么呢？

多年来， 二里头等几个村为遗址
保护付出了代价。 由于相关文物保护
规定的制约 ， 这几个村不能建工厂 、
划宅基地甚至深耕， 眼看着周围村庄
一个个富了起来， 村民对二里头遗址
的感情越来越复杂。

如今， 这里终于等来了 “大事件”
———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兴建， 这让乡
亲们很兴奋。

５３岁的宋高向是四角楼村村民 ，
农闲时便在考古队帮忙。 现在他没事
就去遗址博物馆项目所在地看一看进
度 。 “从小就知道这儿是个大遗址 ，
以前就喜欢来这儿， 现在更要过来。”
二里头考古发掘近６０年， 这片土地上
的风吹草动， 都会成为附近村民茶余
饭后的新话题。

和宋高向一样， 这里的村民对遗
址博物馆的建设充满了期待 ， 期待
３５００多年前的繁华再次出现在这个洛
河边的小村落。 摘自新华网

走走进进最最早早的的““紫紫禁禁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