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文化对 日本史前稻作的影响 

苏州市老区开发促进会 黄粟嘉 

(一) 

文化一词，派生于拉丁语，它原来的意义是人在改造外部自然界使之适应满足食住等需要的过程中，对土 

壤、土地的耕耘、加工和改良。后来才发生转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迈尔百科全书》指出，文化“最初指土地 

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以后指对人的身体、精神、特别是艺术和道德能力及天赋的培养；亦指人类社会在征服 

自然和自我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和思想财富。”因而从广义来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而又反过来对社会的 

政治、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文化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阶段，以及不同国家、不同地 

区、不同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具有延续性而又相互渗透，起着促进或抑制社会进步的作用。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已为举世公认。随着 

科技的进步和考古的不断发掘，逐渐证明，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由黄河流域旱地的粟、黍、麦文化和长江流 

域水田的水稻文化为中心组成的原始文明。(据近年来考古发现，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有公元前 12000年 

前的野生稻植硅石标本和公元前 9OOO年一公元前 10(030年前栽培稻植硅石标本；彭头山与贾湖遗址出土 

90(X)--8000多年前左右的稻谷印痕、炭化稻、水稻硅酸体；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有公元前 200O年左右的普通 

野生稻和人工栽培稻谷壳。)而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又以上游的巴文化、中游的楚文化、下游的吴文化最为著 

名。而这些地域文化的地域概念又通常以古代沿袭成俗成的历史区域，它的产生之初是相当精确的，但随着 

漫长的历史变迁逐渐变得疆域模糊，景物易貌，人丁迁移，只剩下大致所在的区域。岁月的流逝虽然改变了古 

代区域的精确性 ，但这种模糊的“地域”观念已经转化为对文化界分的标志，深深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并 

且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吴地系指现今的苏南、皖南、浙江北部一带，即以太湖流域吴地为中心的东临大海、西临彭蠡，与楚接壤， 

南至新安江上游，北与南淮夷隔长江相邻。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聪明而勤劳的百越族，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吴 

文化，对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吴文化，是以春秋战国这一特定时期吴越之地所具 

有的文化特征为依据，是以稻作水文化为主要标志的文化特征。但其在吴越先后亡国后，吴越文化融入楚文 

化，秦统一以后又汇入中原文化的浪潮中，吴文化特征逐渐淡漠。但吴文化以其独有的特色，仍然在历史的长 

河中延续。吴文化既不同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也不同于长江上中游的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 

形成于春秋时期的吴文化具有以下的特色。物质文化方面：食以稻米为主。副食以水生动物和陆栖动 

物，“饭稻羹鱼”(《汉书·地理志》)。饮食方式以鼎、釜、甑蒸煮做饭，不仅喜欢熟食，也好盐卤、酒糟制出风味独 

特的生食；住以防潮隔水的干栏式建筑为主，不同于中原的穴居形式，即“南人巢居，北溯穴居”，衣以麻、葛为 

主 ，后又以野蚕逐渐培养成家蚕，蚕丝也成了纺织原料。服饰以“左衽”的紧身短衣，袖口窄小，腰间常束一条 

丝带或束短裙，与中原人“右衽”的峨冠博带，宽袍大袖有明显区别；吴地处东南沿海，河道繁多，水运发达，交 

通工具以舟为主，不同于中原人以马、车为主的交通方式。吴越善于造舟楫，善造舟、善用舟，作为吴越文化的 

优秀传统一直保持下来。而且有中国最早的水军，格李、夫椒之战，船在吴越争霸中发挥重要作用。吴“徐承 

率舟师自海入齐”。公元前485年，吴国远航至黄海与齐国发生海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海战记录。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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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东渡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海外航海记录；湖熟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器与同年代中原商代的青铜器 

相比，制造铜器形制多模仿中原器物，但细密纤丽的纹饰，以其器壁较薄，镂空装饰，玲珑精巧而有别于中原粗 

犷、厚重的风格，也不同于楚的风格。文化方面：吴越人使用的语言属胶着语，与中原的孤立语，从语序到发音 

都有很大的差别；吴地稻作文化和水文化的图腾崇拜以龙(蛇)、鸟为主；断发纹身(纹身以龙、蛇为主)、雕题黑 

齿的独特形象和风采，即“剪发纹身 ，错臂左衽”，有悖于中原文化的礼制；因其长期与水拼搏而养成冷静、机 

敏、富于冒险的性格，不同于中原人所具有的柔韧、敦厚、温文的性格。而且吴地人具有开放，兼收并蓄的传 

统，并有水文化养成的开拓精神，更加易于接受外来的先进文化，使吴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生产习俗方 

面 ：吴地农村，稻谷、蚕茧的长势与收成，关系到农民一年的生计，故在生产习俗中，有许多祈求田、蚕丰收的、 

具有浓郁水乡特色的种种仪礼。在农耕方面，开垦、播种、插秧、耕耘、收获等等，都有世代相传、严格遵循的规 

章、仪式，养蚕也有种种禁忌。“一年之际在于春”。吴地农村在冬天已经准备明春的生产 ，许多地方流行着正 

月里“烧田蚕”、“甩火把”、“报春”，下地、开犁、插秧、收割前都有祭田公田婆习俗，以求五谷丰登。蚕桑之乡也 

有许多祭拜，如十二月十二 日为“蚕花娘娘”生 日，蚕妇们都要祭拜，有的还念“蚕花忏”，和尚道士“送蚕花”。 

养蚕还有许多禁忌。吴地农村，还有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活习俗，岁时风俗 ，如二月二吃撑腰糕，七月十五 

中元吴农祀田神，八月廿四为“稻稿日”、“稻生 日”，就同稻文化有一定的联系。至于婚姻习俗、丧葬习俗也与 

吴地的稻作需劳力和潮湿多雨、水患严重有关。五、六千年前，吴地也处在沿海附近。吴越地区，海事、渔猎活 

动中禁忌尤为突出。开船前先敬龙王、请菩萨，以保平安。出海时鞭炮齐鸣，以示驱邪。遇上风浪，将木柴抛 

人海中，以求神庇护。如收获颇丰，回港后做“鱼戏”以示对神灵的感激。开捕第一网捕上墨鱼为吉利，“鲤鱼” 

也“利市”。渔船尾养鸭以“压后梢”。吃鱼不能反身，以避反船厄运。小孩不能在鱼网上玩耍 ，以为鱼从网底 

溜走。这些禁忌毫无科学根据，但形形式式的水文化、水稻文化，成为吴文化的主要内容，也为丰富吴文化奠 

定了浓厚的物质基础，为吴文化的发展、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 

太湖地区(吴地的核心地区)的文化序列，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河姆渡文化距 

今 ~ 7000年 ，马家浜文化距今 50X)--6(X)O年，良渚文化距今 ~ 5000年。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已经多处 

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稻谷遗存 ，江苏境内目前已发现的 54处 良渚文化遗址，其中 33处集中在太湖流域(12处在 

宁镇地区——也属吴文化的吴地范围内，而且这里的湖熟文化被称之谓先吴文化)，这些文化遗址的面貌与太 

湖周围的浙江、上海的良渚文化大体一致。这一考古的史实，充分说明太湖流域是栽培稻作的发源地之一。 

特别值得注意的在苏州城东、阳澄湖南岸、唯亭镇东北 2公里处的草鞋山遗址 ，面积 4．4万平方米，而文化层 

积堆厚达 11米 ，是我国古遗址文化层堆积厚度之最，在全世界也属罕见。在这 10层文化层中，第 8—10层为 

马家浜文化层，第 5—7层为崧泽文化层，第 2—4层为良渚文化层，直到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层 ，蕴藏着丰富 

的稻作遗存，在第 1O层马家浜文化层中发现我国最早的栽培稻，而且有籼稻和粳稻。(据王开发等对上海地 

区及其附近几个遗址文化层的孢粉组合及其气候所作的分析，太湖地区在崧泽、良渚文化期的平均气温在 l6 

— 18'E的范围，正好属于籼粳稻都好生长的范围，温度条件适宜籼粳稻生存 <见附表一 >)。同时出土的有石 

铲、石斧、石锛、石凿等生产工具。而且还发现有水田44丘、水沟 6条、水井 10座、灰(水)坑 8座、水塘 2座等 

设施组成的农田灌溉系统。这些发现，有力的证明了早在六、七千年前，太湖流域的先民已经在走向定居时创 

造了光辉灿烂而先进的稻作文化，为今后博大精深的吴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只是因为这时的 

政治中心在黄河流域，以及习俗的不同，在史书中很少记载吴地先进的稻作生产水平，而认为是不发达的“火 

耕水耨”地区，把这里确描写成“蛮荒”之地，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太湖流域曾作这样的描述： 

“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孰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砦窳偷生，无积聚而 

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干金之家。”然而，吴地在创造了当时先进的“火耕水耨”稻作文化之 

后，吴地的先民又逐渐创造了种桑植麻、养蚕以及缫丝织麻等发达的生产技术，成为今后产生的蚕桑文化、饮 

食文化、服饰文化以及五花Jkl'-J节令食俗的基础，成为发展吴文化的重要的物质基础。而生活在吴越地区的 

4】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古代百越族，已具有很强的沿海活动能力。如在钱塘江南岸发现的近七千年稻作的河姆渡遗址第三、四文化 

层出土有木桨、陶舟以及除淡水鱼以外的海洋鱼如鲻、鲷、鲨鱼等鱼骨，特别还有鲸鱼的脊椎骨，这些都反映古 

代百越族的河姆渡人的鱼猎活动不仅在内河，而且至少已有在近海活动的能力，吴人“善舟习水”，“视巨海为 

平道”(《武经总要》)，为发展今后包括航海业在内的水上运输和捕捞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秦时徐福出 

海东渡具备了浓厚的物质基础和航海技术条件。 

(三) 

关于日本史前稻作从“哪里”，“什么”途径传人，迄今为止认为，我国稻作文化传人日本的途径有三条：一 

是北路，经由华北，过朝鲜到日本九州 ，二是南路，由我国沿海岛屿台湾、硫球等传到九州，三是中路 ，由长江口 

太湖流域渡海到九州。这中路又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由长江口先至南部朝鲜、再至 日本九州；另一路则直达 

九州。而第一条北路最大的障碍是朝鲜半岛早期遗址都是以黍粟为主，难以从考古上找到水稻这种传播的途 

径。朝鲜半岛自1920年在半岛东南釜山市西的金海邑会岘里贝丘遗址的无纹陶器第七层发现了块状的炭化 

米，认为无纹陶器时代朝鲜半岛东南部已有水稻种植。但之后的大规模调查至今还未发现其他痕迹。尽管有 

稻谷遗物出土的遗址发现，但早期稻作不是水稻，而是性状类似陆稻的稻谷。这种稻谷只能称之为杂谷型稻 

作。而且稻作在整个农业生产中的比重不大，尽管金海贝丘遗址人们发现确实种了水稻，也使用了铁器，但有 

人认为这是从 日本九州西北向南朝鲜传去种稻技术和冶铁技术。这从朝鲜语中“田”指的是旱地，而水 田农业 

在朝鲜后来兴起新创汉字或称朝鲜国字后以“沓”表示。而 日语中“田”指水田，旱地则用“烟”或“昌”表示 ，这 

是日本国字。踢显朝鲜比日本晚才有水稻，所以朝鲜的水稻被人称之谓中国“华北直播型稻作外围区”，当然 

也不能排除江南地区的影响。因为从育种学的观点也不可能从中国北方经东北南部、沿朝鲜半岛南下，传到 

日本九州西北。即使稻作从江淮传到日本 ，就必须有一个作为晚熟的古粳稻向早熟稻的演变过程，这是一个 

较为漫长的过程。就是从山东半岛东端到朝鲜半岛西海岸的路线，也超过了育种学的许可线。故最适宜的路 

线是从中国长江口的吴地到日本九州西北、济州岛、朝鲜半岛西南端。据考古发掘，太湖地区以北的稻作遗址 

显得十分稀少，江苏北部的青莲岗文化和山东的大汶口及龙山文化(黄淮平原)，其开发时间早的与河姆渡、马 

家浜文化相当，可是那里以旱地的粟、黍等旱作物为主的农耕文化。水稻北传(也包括粟黍南下)的速度可能 

因民族语言、文化背景不同而较为缓慢。这从吴王夫差将伐齐，伍子胥以为不可，说“夫齐之与吴地 ，习俗不 

同，语言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吕氏春秋·知化》)即可证实，也是 日本水稻从华北经朝鲜传 

入的一个障碍。而且有人从冈山市津岛遗址中出土板付2式陶器(弥生文化前期陶器)的水田中，检测了98 

种生长在水田中的杂草种子，都不见于长江以北。第三条南路由我国台湾、硫球传人 日本也缺乏考古上的证 

据。据国分直一和木下尚子教授对日本西南诸岛出土史前时期贝符(约相当于弥生时期中晚期)研究，琉球群 

岛开发较迟，而且这里早先传承的是渔捞经济方式，稻作农业出现较晚，所以，从华南传人日本的恐怕不是稻 

谷，而是其它。只有从太湖地区长江口渡海东渡证据最充分，而且可能性最大。因为从航海的观点看，许多考 

古学者认为，稻谷渡过东海传人日本的路线，不是遣唐使所走的艰难航线。而是海平浪静的时候，乘着海流， 

从吴地出发，以日本九州的五岛列岛为 目标，这条路线比较容易。我国考古学家安志敏在《长江下游史前文化 

对海东的影响》(考古 1984．5)对此有详细论述。现将中日学者论述综合简述如下以证明稻作文化从太湖地区 

直接传人日本的可能性。(1)安志敏从文化遗物玉块、漆器、干栏式建筑等方面比较，指出都与长江流域关系 

密切。(2)日本学者从亚洲不同地区收集 766个水稻品种，经酯酶同功酶酶谱分析，据酶谱的变异范围和“地 

理渐变”的特点，推测日本水稻品种可能由中国长江口传至日本(林键一，1975)。而有人认为太湖流域长江口 

没有野生稻，故认为不可能水稻由此传人日本。但据《三国志 ·孙权传》记载：“黄龙三年(231年)由拳野稻 自 

生。”之后，又有九次记载长江下游的浙江北部嘉兴(由拳、秀州)、吴兴和江苏南中部的苏州、泰州(海陵)、扬州 

有野生稻的记载。(3)日本石镰是弥生时期的特征，日本学者认为这种石镰是由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随稻 

作文化以及与水稻农耕有联系的磨光石锛、石斧直接传入日本的。(4)从日本海来自北方鞑靼海峡的里曼寒 

流和来自南方黑潮，这种南北海流的移动，日本于1913—1917年投放海流瓶回收率达到22．4％证实，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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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121的太湖流域直达日本九州的东海路线 ，完全可以通过独木舟、木伐等交通工具 ，完成稻作文化的传播。 

而过去对独木舟作为海上交通一直估计不足，近来通过实际的模拟航行，一再证明，乘独木舟从太平洋中部的 

玻利尼西亚一直可以航行到印度尼西亚。而有人乘木伐从南美洲出发进行漂流实验，也先后十三次成功到达 

玻利尼西亚。日本人富坚曾乘一条五米长的独木舟，横渡日本海，79天行程27000公里，从未上岸休息，途中 

基本以海产为食。简单的独木舟可以漂洋过海，则长江口太湖流域习惯于水上交通的吴越人，渡海将吴地代 

表当时先进的稻作文化传至 日本的可能性将不容置疑。徐福是一位政治家、航海家、医学家和农学家 ，他不会 

不知道吴地的先进的稻作文化和航海技术，其中包括造船、航海以及捕杀大鲛鱼的技术——河姆渡遗址中已 

有鲸鱼的脊椎骨 ，说明当时已有捕食鲸鱼的事实和能力。所以徐福东渡时，带上吴地先进的稻作技术、水稻种 

子、农具和吴地熟悉航海和善于海上捕捉包括大鲛鱼在内的捕劳人员，并将稻作文化在 日本传播推广。 

有关吴地稻文化传播日本的最早例证，当属 日本九州福冈地区发现的距今 2400—2500年绳纹文化晚期 

的水田遗址。这些水田遗址中的田埂、渠堰、木桩等技术，都不亚于秦汉时代的农 田设施，这显然受到中国人 

的技术传授。又如与稻文化有关的杵臼打年糕，穿木屐等这些都是吴越种植水稻有关的习俗。日本弥生文化 

中出现了大量的稻作文化，弥生文化的时代相当于中国战国至西汉这～阶段 ，也是中国战乱频繁的时期，大量 

的吴地人为避战而从海路弃家出逃，其中也包括徐福东渡逃避秦始皇的暴政，将吴地稻作文化带到 日本，据研 

究，在板付遗址和菜烟遗址发现的B本初期水田稻作农业，有水渠和田畦的规划，是井堰等灌排水设施齐备的 

“十分整齐的水田”，其农具的形态和功能已经分化，插秧和踏耕被认为已实现。而这样的综合技术发展水平 

较高的水田稻作农耕，是在极短的时期内，迅速从九州北部传到中部和西部。故日本公认的稻作发祥地是九 

州西北的佐贺一带，这不能不说明与徐福等的到来在此推广由江南带来的先进水稻耕作技术不无联系。使 日 

本的稻作技术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改变了当时日本居民的狩猎采集为主，向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定居农业 

的发展。中国的史籍中也有有关吴地移民日本的记载，史籍中甚至常常出现“倭人 自云为吴太伯后”的字样 

(见于《晋书》、《梁书》、《北史》等)。据钦明天皇元年(54o年)记载统计 ，此时移居 日本的中国移民户数达 7053 

户、18670人。这些人移居 日本大多是靠泛海而至，而且走的几乎是同一条路 ，即“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 

由此也进一步证明吴地文化以及水稻栽培技术由太湖流域的吴地直接经东海航线传至 日本的可能性。从此 

对日本的稻作文化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四) 

据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小山修三先生推断，(见附表二)，弥生时代人口爆发性增加，多数人认为原因有 

二：一是因为中国大陆战乱而使江南吴越地区农民从大陆转移，形成一部分漂越东海寻求安生地有关。因此 

当时形成了一个渡来人集团，其中也不排除因避秦皇暴政而由徐福带着童男童女的到来。二是大批渡来人同 

时带来了先进的农耕稻作文明和铁文明，使生产技术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而提高生产效率，使绳纹人学到了包 

括水稻生产在内的先进技术而稳定的增加了食物来源，数量不少的绳纹人从渡来人集团所带来 日本的稻谷 

和杂谷栽培中学到不少知识，学到了确保稳定的食物来源的方式，至少在绳纹文化晚期，从 日本九州甚或到本 

州已基本摈弃采集渔捞业而进入比较发达的农业社会 ，其基本标志是食品结构由采集渔猎物(橡栗等坚果、鱼 

类、蚌类)为主向以稻米为主的革命性转变，至弥生期食物供应能力明显增强。据研究，日本弥生人采集食用 

的谷物有 14种，果实类 21种 ，食用茎、叶等 9种。而其中以秋季采集收获的种类最多，达到 24种，其次是夏季 

21种，春季次之 11种，最少是冬季，仅 7种。但到弥生后期，食用稻米的消费量明显增加，在土壤肥力中等地 

区，一年中每日消费3合(1合 =0．18升左右)能维持的天数达到 267天，在土壤肥力较差的地区也达到 200 

天。而在弥生前期仅有 28天和 I4天。弥生人食用水稻已占66．4％，其他为麦子(16．8)、稗子(5．6％)、粟(4． 

6％)、狗尾草(3．1％)、黍(1．5％)、荞麦(1．5％)、高梁(0．5％)。稻米的 自给在弥生后期明显提高，达到 55— 

70％，而弥生前期仅只占到7．7—4％。显然，这种水稻供给能力的提高，与徐福等大型渡来人的到来并传授种 

稻技艺或许也有一定的联系。因而理所当然地增强了人口繁衍的能力。而大陆渡来人集团的到来，对绳纹人 

并没有作为被征服的民族，而是渡来人和绳纹人共同生存，说明古老的中华民族是和善的民族，在和 日本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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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中友好相处，这从大阪湾遗址中得到证实。而大阪湾沿岸稻作农耕的传播，约在绳纹晚期后半期，至今约 

2500年。严文明教授曾指出，“稻作农业的传播是一种文化现象，与野生稻的自然扩展颇不相同。后者只受 

制于自然生态条件，而前者除要求一定的生态条件外，还必须有会种稻谷的人作为载体。”因而这些东渡日本 

的中国史前居民必定会带着稻作农具和衣食住行所需的物资装备，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原有的文化特点，而 

这些特点也会在考古实物遗存上反映出来。诸如稻谷、干栏式建筑、玉块、漆器、木农具、木屐、石镰、舟楫交通 

等，证明“江南人”曾从海路东迁日本。 

日本水稻栽培最早的遗迹在九州北部板筑，是弥生时期最早阶段的板筑型陶器典型遗址，证明在绳纹时 

代最后阶段水稻栽培已引进到九州北部，随即导致这一地区在余苏型陶器阶段根本性的技术革新。在这个遗 

址的稻作文化成分与余苏型陶器在第 10层一起发现。这些稻作文化成分包括灌溉的水稻田，水 田经营已具 

有埂、坝分块，灌排沟洫及闸门系统，稻作栽培技术已具有相当规整的行株距。从江苏唯亭草鞋山遗址除了有 

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完整的水稻田遗迹外，亦发现了部分东周水田结构，这种小区划的湿水田(由水路、 

水田、水口、田埂组成)，与弥生早期水田如同一辙，故中日合作研究者认为，这不仅是吴国，也是弥生早期水田 

技术的古老源泉。耕作农具已有定型的收割用的石镰刀及木锄等农业工具。说明至少在绳纹文化晚期，从日 

本九州、本州已基本进入以稻业为主的革命性转变，具有比较发达的农业社会，这比较符合水稻由长江下游传 

人日本的可能。据昭和十二年(1937年)，山内清男在《历史公论》的石器时代特集上发表了题为《日本农业的 

起源》的论文认为，日本的农耕始于弥生时代，即绳纹时代的日本没有同大陆的交流，故无栽培植物传人 ，也无 

农耕。相反在弥生时代，随着来自大陆的栽培植物和农耕工具的传播，日本开始了农耕，并逐步完成了向农业 

社会的转变。文章并列举外来植物稻米等谷类 13种，菽类 9种，蔬菜7种 ，菘菜类 20种，瓜类 13种，及水果 15 

种。故牧野写道，“今 日我帮普通种植的作物多为太古以来的外国渡航之人渐次携入。如稻，抑或为远古南方 

之人携人种子。”为此中村提出，九州北部地区于绳纹晚期到末期就开始在水田中栽培水稻，并迅速通过中国 

和近畿地区扩散，直至东海地区的西部一带。而此时的日本居民正处在采集渔捞阶段，不像中国黄河流域具 

有旱作农业而解决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问题，所以在长期内可抵挡水稻农耕业。而当时的 日本居民就难以抵 

挡水稻文化而明智的放弃旧有的食品获取方法而选择接受先进的水稻文化的农业，也是很 自然的，从而使 日 

本居民在生活领域里反映出来。 

语言中，对水稻的发音极像古吴音。在《公羊传》中作“伊缓”，实即“伊禊”，意为善稻。今江苏南部的方言 

读“伊禊”为“依女”之音，与日本称水稻为“ 辛”十分相似，可能就是吴音的古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末水 

稻传入 日本的时间，确实应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前，即在弥生文化以前的绳纹文化晚期，这与 日本近年来的考古 

发现也是相吻合的。 

在 日本千叶县安房郡丸山町加茂遗址的绳纹文化淤泥中发现的“关东菱”，它与野生菱角和现生的日本菱 

角差别很大，而明显近似于中国长江流域的栽培菱角。在 日本掎玉县真福寺绳纹文化晚期淤泥中发现的葫芦 

种子。福井县三方町贝丘遗址绳纹文化前期初到前期中叶的地层中发现许多葫芦碎片和种子。葫芦在远古 

日本诸岛是不生产的。而葫芦、菱角与水稻的生态是密切共生的，故推测这些菱角和葫芦也是随着稻作文化 

一 同由长江下游的吴地传入的。 

日本稻作遗址中还发现了甑、高床建筑(干栏式谷仓)，这与河姆渡遗址中发掘的结果相近似。在河姆渡 

遗址中发掘的陶甑 ，形如双耳钵，平底 ，底部穿有均匀圆孔，是河姆渡先民用来蒸饭或蒸其他食品的器皿，这随 

着稻作文化一同传入日本。与稻文化一同传人日本的还有田木屐。田木屐为长方形的木板，用四孔或三孔穿 

起来，是长江下游作为水稻田的劳作用具，这在中国宁波慈湖遗址(距今 4O00年前)中发现有早期木屐和木农 

具。而日本弥生文化层中也发现有田木屐和木质农具。证明与长江下游关系密切。 

中国古代称东方少数民族为东夷(西方为戎，北方为狄，南方为蛮)。东夷各族都奉鸟为图腾，故又称鸟 

夷。日本古代同样存在着鸟崇拜，有鸟灵信仰和文身习俗。家前屋后有植竹的习惯。弥生时代猪或野猪的下 

颌骨多穿孔，可能与农耕礼仪有关。这种猪骨遗骸的“礼仪性”特征，企求风调雨顺，可能是江浙吴地稻作民远 

古的猪祈雨农耕礼文化的传播和继承。即当时不仅长江下游吴地的水稻技术传到日本，而应当包含农耕礼仪 

44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在内的整个稻作文化一同传到日本，1980年 9月在 日本鸟取县西伯郡淀江町字角田稻吉遗址发现的瓮形陶器 

上的线刻画，属弥生时代中期的遗物。这种日本早期稻作文化阶段所见的羽人船图形与中国南部风格相类似 

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日本弥生时代稻作农耕祭祀活动的渊源。据《魏志·东夷传》的马韩条，亦暗示日 

本弥生时代祭场所在地的资料 ，除称邑之外的尚有苏涂的地方 ，而与稻作文化直接沟通的是中国式的祖灵鬼 

神。农俗礼仪在吴地别具风情，农民对此俗之虔诚，影响之广泛 ，可以说无处不有，无人不循。如烧香塔、敬五 

谷神、立春鞭打春牛、元宵祭田神、斋龙宫、抬猛将和待老爷、祈龙求雨、诵太阳经，虽有迷信色彩，但反映了吴 

地农民的企盼和祝福。有些活动如祭牛栏神、烧田蚕、斋春牛等为牛增加营养，以适应繁重的体力劳动。田边 

地头点燃杂草有杀虫灭病和肥田效果。吴地特别重视正月祭祀稻神，二月庆稻花生日，五月十分重视开秧门、 

关秧门、汰脚日、开镰谢谷神。而弥生人在春天以农耕为主的村落里，主要农活有翻耕、施肥、做秧田、插秧等。 

旱作物粟、荞麦和麻等播种。各个村庄还要进行各种祈求丰收的祭祀活动。夏天以农耕为主的村落，主要农 

活为除草、葫芦科食物的收取、拔麻、剥麻和制麻纤维，另外捕捞河沼湖泊中的淡水鱼，上山砍伐柴薪等。祭祀 

活动有求雨、驱虫等。秋天以农耕为主的村落，主要农事为从割稻开始到入仓库保存一系列工作。并上山采 

集坚果类和山菜。有的地方还播种麦子。各地举行盛大庆贺丰收的祭祀活动。冬天农耕为主的村落，进行稻 

草处理、冬耕和谷粒脱壳等工作。当时习惯妇女纺线织布，男人砍伐木头，制作木器和进山狩猎。冬天各村都 

进行祈祷来年丰收、平安的祭礼活动。而弥生人的四季，是以围绕水稻农耕的每年四次祭祀活动作为划分四 

季的基础。故春、夏、秋、冬四季的分配时间分别占全年的 35．3％、28．4％、26．5％和 9．8％。以稻文化为基础， 

逐渐形成了在 日本水稻传统标准惯例中，也同样有正月预祝礼仪、5月插秧祭祀、8月割穗祭祀、10月割稻完 

毕祭祀、冬天庆贺收获。这些成为日本发展的文化基础，从而为 B本民族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附表一： 长江下游一万年前后的气候变迁 

第一凉期 10300—9500年前 气候冷凉干燥。 

第二凉期 9500—7500年前 气候稍冷凉干燥。平均气温比瑞低 1—2℃。 

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 比现在 高 2—3℃，降水量 比现在多 500— 第
一 暖期 7500—5000年前 600

1TIITIo 

第三凉期 4OOO年前后 气候冷凉干燥。 

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 比现在高 1—2℃，降水量 比现在多 200— 第
二暖期 3885—3500年前 

300mm。 

第四凉期 约 3000年前 气候再次冷凉干燥。但较第三冷期稍暖。 

第三暖期 25oo年前 气候温暖湿润。 

第五凉期 2000—1650年前 气候稍冷凉。 

第四暖期 900—550年前 气候稍温暖。 

注：综合上海、吴县、杭州三个地点。 *王开发、张玉兰《历史地理》创刊号 1981，上海 

附表二： 日本绳纹时代、弥生时代人口 

时代 日本全国人口 近畿人口 

绳纹时代 早期 20o10o 300 

前期 1O5500 17oo 

中期 261300 280o 

后期 160300 44O0 

晚期 75800 2l0o 

弥生时代 前期 59490o lO 

古坟时代 前期 53998O0 1217300 

*据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小山修三先生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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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日本文化时期及年代 

时期 时期界限 

历史时期 公元 600年至今 

大和时期 公元 300—600年 

晚期 公元 100—300年 

弥生期 中期 公元前 100一公元 100年 

早期 公元前 300一公元前 100年 

末期 公元前 1030一公元前 300年 

晚期 公元前 2500年一公元前 1000年 

中期 公元前360o一公元前 250o年 绳纹时期 

早期 公元前 5300年 一公元前 3600年 

开始期 公元前7500一公元前5300年 

萌芽期 公元前 11000一公元前 7500元 

旧石器时代 公元前 110(30年以前 

*由井川一史密斯文(1980)表一改写 

(上接 6页) 

或时至而气未至，则造化发生之理因之也。” 

另外，天人感应的推类观念在古代农学著作中也有所体现。在《淮南子》中，已经可以看到 

把天人感应作为普遍原理的苗头，但它对类推的普遍适用性仍然有所保留。到了董仲舒，他抛 

弃了《淮南子》的犹豫和审慎，径直认为天人感应是天地间的普遍法则，既是天道，也是人道。 

这样一来，农学在其理论阐述中把天人感应作为最高的推类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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