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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常熟是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常熟文化在吴文化的发展和延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 

一 百多处的文物保护遗迹是常熟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渊源的代表，其中蕴含了常熟文化深厚的根基，其文化内涵 

的解读对于理解常熟文化的精髓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常熟；古文化遗址；文化内涵；吴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94(201O)05一O116—04 

常熟，作为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常熟文化 

是吴文化的一个沉积点”⋯ ，有着仲雍、言偃等文化先 

驱，历史底蕴深厚，物质文化遗产丰厚。一百多处的 

文物保护遗迹彰显了常熟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渊 

源。这一百多处文物保护遗迹也使得常熟在县级城 

市中脱颖而出，享有“历史文化之城”的美誉。在这一 

百多处文保遗迹中，就有7处西周以前的古文化遗 

址，其中包括仲雍、言偃、周章墓以及4处新石器时代 

和西周时期遗址。而随着考古工作者的不断探索，在 

常熟发掘的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古文化遗址、出土 

的各类文物展示了常熟地区先民们的智慧和勤劳，从 

而也为常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这 

类西周以前的古文化遗址和遗物的发掘，我们再度清 

晰地认识到了常熟文化深厚的根基和源头以及其所 

包含的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从而理解作为吴 

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的常熟在吴文化精神的发展和延 

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一

、 古文化遗址追溯常熟土著文化的悠 

久渊源 

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阶级与他人的接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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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的方式。文化是人们在 

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 

的过程，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环境和由人创造出来的 
一 切物品，如工具、器皿、服饰、建筑物等，都是文化的 

有形物质体现，凝聚着人的观念、需求和能力；文化也 

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和积累过程，地方文化的 

产生和传承遵循这一规律，吴文化就是吴地人们在社 

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和积累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 

富的综合体。常熟文化作为吴文化的一个重要沉积 

点，在5000多年前所创造的原始土著文化是其重要 

的一个文化根源。 

上世纪7O年代末，常熟谢桥镇新光村钱底巷村 

民在垦地时发现零星石器、陶器等。1988年，南京大 

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与常熟市文管会联合进行发掘。 

此次发掘总面积达475平方米，共出土了以新石器时 

代崧泽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各类器物约两百余件，并发 

现了许多灰坑、灰沟、水井、墓葬、房屋遗迹等；其中有 

肩石锛、穿孔石斧、三角形石犁、纺轮等生产工具，炊 

具和饮食储藏器为典型的崧泽文化器物。所发现的 

房屋居住面用黄土掺砂子铺垫而成，并经拍打和焙 

烧，十分坚实。根据发掘结果综合分析，钱底巷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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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5240±140年，此地属一处较大的氏族部落集居 

地，文化层丰富，上下延续时间较长，上限可达马家浜 

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早期。在遗址的第三、四层地层 

堆积中，还首次发现了面积较大的商周时期文化遗 

存，居住址烧土面残迹、灰坑、水井等；出土陶器、原始 

青瓷、石器和青铜器等遗物；自然遗物有猪牙及植物 

孢粉。陶器主要分夹砂、泥质、硬陶三大类，绝大多数 

为容器，其次为炊器和饮食器，另有少量纺轮和网坠， 

纹饰种类繁多。钱底巷遗址不仅是常熟境内迄今发 

现时代最早的原始社会人类活动遗址，亦是建国后常 

熟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2 钱底巷文化遗址的发掘 

将常熟的文化历史提前到了5500多年前，从而也证 

明在泰伯之前，吴地人民已经刨造出了优秀的土著 

文化。 

1993和 1994年，苏州博物馆和常熟博物馆联合 

对常熟练塘镇罗墩村北的一座土墩进行抢救性发掘， 

清理出良渚时期墓葬 14座，其中有4墓尚存骨骼遗 

迹，墓内随葬品均较为丰富，多数为石钺和玉器。经 

测定，该处文化遗址距今5250±300年，为良渚文化 

的早期遗址。所出土的双龙联体环形玉饰在良渚文 

化早期遗址中尚属首次出土。专家们普遍认为，浙江 

玉饰的龙形图案应是从常熟罗墩双龙饰中进一步演 

化而来。常熟罗墩龙饰是为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良 

渚文化龙形图案，因此被誉为“良渚第一龙”。[3 在常 

熟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有嘉菱塘遗址，出土 

有玉璧、玉琮、穿孔石斧等玉石器共 12件；黄土山遗 

址中所出土的玉石器、陶件等器物系良渚文化中晚期 

墓随葬品；朱泾村遗址出土的陶器属于良渚文化中期 

器物；尚湖良种场遗址出土的玉石器是良渚文化中晚 

期遗物。除此之外，常熟还有十多处发现零星新石器 

时期遗物的小型文化遗址。 

在常熟地区出土的古文化遗址中，还有较为接近 

马桥文化类型的文化遗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虞山石 

室土墩的发掘。在虞山东岭，“其巅堆垤磊堍累累，中 

虚似皆人力而为。”H 沿着仲雍墓，西至小石洞，全长 

约九公里的山脊线上，分布着两百余座石室土墩。历 

代旧志记载为太公望石室、藏军洞或烽火墩，有望海 

墩、金鸡墩、玉兔墩、乌目墩等名称。经 1982年常熟 

县文管会与苏州博物馆联合发掘一石墩，在石墩内出 

土陶瓷器 l7件，还有长方形砺石、禽兽骨和木碳灰等 

遗迹和遗物。经测定，此石墩约为西周至春秋间遗 

址。2000年，虞山西岭最高峰摩旗墩的发掘，则取得 

了更为显著的成果，石墩长约26米，高约8米，是目前 

江浙地区发掘的最大规模的石室土墩，出土陶瓷器 

93件，其中原始青瓷有89件之多。 

上述各类文化遗址的发掘充分说明了常熟文化 

的悠久历史渊源。常熟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在尊 

重 自然、利用 自然、改造 自然的过程中，用智慧和勤 

奋，创造了常熟原始文化，为优秀的吴地传统文化奠 

定了基础，积淀了文化渊薮。 

二、常熟古文化遗址遗物彰显了吴文化 

精致秀美的典型特征 

考察常熟发掘的众多新石器时代和西周时期的 

古文化遗址以及出土的各类文化遗物，我们不难发 

现，各种遗物精致细腻，文化内涵丰富，彰显了吴文化 

的典型特征。 

钱底巷遗址出土了以崧泽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各 

类器物200余件。其中有扁条石锛、扁形石锛、肩锛、 

穿孔石斧、三角形石犁及夹砂红褐陶鼎、泥质灰陶扁 

铲足釜式鼎、多节高圈足敛 口镂空豆、附加堆纹折福 

罐等生产工具、炊具和炊食储藏器，是典型的崧泽文 

化类型遗址。其中还有一件穿孔玉石片，雕刻成狗首 

形，作张口欲吠状，形象生动逼真，实属珍贵。还出土 

了一把玉制纺轮，虽然是属于祭祀用的礼器，但说明 

了当时的常熟先民在自然条件丰厚的土地上用辛勤 

和智力进行生产劳动、创造财富 并且已经有了用纺 

轮线制衣的活动实践。 

在练塘镇罗墩村良渚文化遗址中所出土的各类 

遗物，玉器主要有玉珠、玉管、玉镯、玉戒、玉环、玉坠 

饰玉纺轮等，总数达 116件；陶器主要有陶鼎、陶豆、 

陶壶、陶纺轮、陶罐等，数量高达105件；这些器物种 

类丰富、制作精美，展示出了当时常熟地区发达的手 

工制作业，其中还有一双龙联体环形玉饰，这一玉饰 

是目前国内出土的龙形玉饰中，最早也最传神的良渚 

文化龙形图案，整件饰品采用了双龙合一体的对称艺 

术，器物的一半为龙头相对并连接，嘴唇合用，另一半 

则自然合为双龙的龙体，构思巧妙，享有“良渚第一 

龙”的美誉，展示了常熟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较高的 

玉饰雕琢技术和水平。 

在莫城黄土山遗址的土台上发现的良渚时期的 

房址，房址的居住面、柱洞、门道等清晰可见。这也是 

苏州地区发现的比较完整的良渚时期房址，对于研究 

当地居民的生活结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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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也反映出了常熟先民的居住格局和建筑理念。 

2004年，常熟市博物馆和苏州博物馆联合对虞 

山的三座西周时期的吴国石室土墩进行考察发掘，出 

土近百件吴国原始青瓷和一批硬陶器。考古专家在 

1号墩发现了93件器皿，大多为原始青瓷器，3号墩有 

32件器皿，有鼎、碗、罐、盂等，其中，碗的数量最多， 

另有一对瓷缸，高达48厘米，直径约40厘米，这是我 

国第一次发掘出大型吴国原始青瓷。常熟吴国原始 

青瓷的发现，表明吴国早在约2500年前就已大批烧 

制青瓷，并且当时的烧制技术较为先进，保留至今，仍 

能窥见其貌。原始青瓷的出土证实了吴地是我国青 

瓷文化的发源地，从而也为吴文化精致典雅的深厚底 

蕴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证明。 

各类文化遗址和遗物的发掘表明，后世常熟文化 

中的精致、灵巧、秀美等艺术风格传统在这些新石器 

时期的遗物中已微露端倪。⋯。。 

三、常熟古文化遗址证明常熟是吴文化 

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常熟先民早就在生活方式及风俗习尚等方面向 

吴中地区靠拢趋同，因而很早就表现出较为类似的文 

化现象。较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虞山上的西周时期的 

土墩石室。通过对土墩的内部结构和出土遗物的比 

较判断，发现虞山土墩石室与太湖地区已经清理的吴 

县玉峰山、宜兴苍山、苏州上方山上的土墩石室类型 

相吻合，被考古专家学者公认为是远古吴文化的重要 

特征之一，也为泰伯、仲雍奔荆蛮之说提供了文化基 

础。从现存的西周时期土墩墓以及石室的情况看，常 

熟文化早在周朝就已经成为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I】l’ 

殷商西周之际，常熟文化开始起步，虞山则逐渐 

成为常熟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沉淀之地。在 

这一时期，有“治王家有成”，使殷商复兴的常熟人巫 

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 ，有避 

纣居于东海之滨的吕尚，“常熟海隅山东二里有石室， 

太公避纣之处。”[7 还有让贤南奔的泰伯、仲雍，“太 

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 

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 

蛮，自号句吴。荆蛮之义，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 

伯。” ”后来泰伯在无锡梅里去世，仲雍继立，殒后， 

葬于虞山东麓；仲雍其后五世孙吴国之主周章，殒后 

也葬于虞山之麓。现在，仲雍墓和周章墓仍为后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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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敬祭奠。泰伯、仲雍“清廉淡泊，礼让权宜”的行为 

精神，让国友恭、积极开拓的美德为吴文化的发展开 

启了良好的传统。 

到了春秋末年，常熟地区文化不断发展，逐渐昌 

盛，常熟文化也显示出其文化特色，即与太湖周围的 

各地点文化密切联系，并在不断交流中形成了具有江 

南区域特色的吴文化。常熟文化作为吴文化系统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吴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显著 

的作用。⋯ 这一时期，首先提及的当是常熟文化的先 

驱——“南方夫子”、“道启东南”的言偃，言偃到鲁国 

求学于孔子，是孑L子的得意门生，也是孔子学生中唯 

一 的南方人，被称为“十哲人中第九人”。言偃在孔子 

处学得“礼”，学成后回到家乡常熟，把北方中原的发 

达文化带回江南，为常熟文化以及吴文化的繁荣作出 

了巨大贡献。后人对言偃也是极为推崇，在常熟城内 

就有几处言子古迹，如东言子巷的言子故居，为清代 

修建，宅内有一口墨井，历时2000多年。在城区学前 

街有一处言子专祠，是元明时期修建，现已重新修 

复。“文庙之东 ，向有子游专祠，庆元间知县孙应时 

建。政和问封丹阳公，淳熙间改封吴公。” 】5 在环城 

南路还有一处言子故里亭，这些都是后人纪念言子这 

位伟大的文化先驱所修建的，也被列为常熟市文物保 

护单位。言子意象是常熟人聪明好学、文化交流、礼 

乐教化的历史文化渊源。[E 

从5000多年前的远古文化遗址所显现出来的远 

古文明，到春秋时代先民和文化先贤们开创出的常熟 

人文渊源，到明朝中叶至清代前期的全面繁荣乃至鼎 

盛的常熟文化，再到如今经济、文化发达的常熟，在吴 

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作为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始终传承、丰富和延续着吴文化的精神传统，尤其是 

明清时期的虞山诗派、虞山画派、虞山琴派以及常熟 

的教育和藏书、刻书等方面，更是将吴文化发展推向 

了巅峰。 

纵观发展的历史进程，常熟文化以虞山、尚湖为 

两大基点，以仲雍、言偃为两大先驱，沉淀了文化历史 

渊薮，是吴文化历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以 

常熟土著文化特有的文化内涵影响和丰富着吴文化 

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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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u Culture．More than one hundred ancient cultural relics are the symbols 

of its long history and rich culture．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cultural connotat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 

derstand the essence of Changshu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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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le Roles in Kunqu Opera 

XIE Ling-yun",FENG 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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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le roles in Kunqu opera have won glory in their performance，but they have been on the decline for 

over seventy years since the“chuan”generation．Therefore，how to restore male roles in Kunqu oper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order to succeed in passing Kunqu opera as representatives of”Human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 

es”
． And this is really a problem which needs serious and due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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