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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马维坤、张钦、胡伟杰

　　今年热播的电视剧《风起陇西》中，魏蜀两国
间谍云集天水斗智斗勇。历史上，天水所在的陇
东南地区，不仅在三国时期大放异彩，还见证过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的“创业史”。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考古
发现陆续展现在世人眼前。秦人早期的轨迹逐
渐清晰，“秦”的来源、秦人的西迁与东进、大一
统制度的雏形、秦与周边民族的交融互鉴，都能
在陇原大地上找到最初的答案。

秦由陇出

苍茫陇山隐藏秦人最早封邑

　　从古都西安一路向西，沿着关陇古道进入甘
肃，第一站就是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这里属于陇山地区，东来的暖湿气流在地
形抬升作用下，形成大量降雨，滋润着一片片森
林和草原。由于海拔较高，气候凉爽，在古代，
这里是得天独厚的养马之地。许多王朝曾在此
蓄养军马。
　　秦人的故事，就从这里展开。
　　我们先将目光聚集到公元前八百多年一个

“奉旨养马”的人身上。他的名字叫非子，后世也
叫他秦非子。他被后世奉为“秦”的开国君主。
　　《史记》记载，秦人的先祖擅长驯化飞禽走
兽，因而被舜帝赐姓嬴。后来，嬴氏部族在武王
伐纣的大战中“助纣为虐”，被贬谪到戎狄环伺的
西部，变成拱卫周王室、抵御西戎入侵的屏障。
　　西周孝王时期，也就是公元前 910 年至公
元前 896 年，当时马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为了应对与西戎的战争，周孝王急需一位能人
为他掌管马政。
　　非子登上了历史舞台。《史记》记载，“非子
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周孝王得知后，
将他召到汧渭之间为王室养马，没过几年便“马
大蕃息”。周孝王很满意，将他封为附庸，“邑之
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从此，“秦”作为
一个政治实体的名称，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现代考古学家一直在寻找非子最初的封
地。《汉书·地理志》记载，“邑之秦，今陇西秦亭
秦谷是也”。有专家认为，封地在甘肃省天水市
东北部清水县或张家川县一带，也有专家认为
在陕西省宝鸡市境内汧、渭两条河流交汇处。
　　 2009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水
县城北侧樊河西岸和牛头河北岸交汇处进行考
古发掘，发现 10 余座西周中晚期的墓葬及 30
余座周代灰坑。2009 年至 2011 年，考古队在
这一遗址先后进行三次考古发掘。专家发现，
这批墓葬为东西向，直肢葬，与春秋战国时期秦
国高等贵族墓葬习俗一致，部分陶器具有显著
的商代风格。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侯红伟认
为，这一发现表明，居住在这里的先民受到东部
商文化的深厚影响。遗址虽然并未出土带有铭
文的青铜器物来证明清水、张家川一带就是非
子封邑，但这对于从考古学上认知秦早期文化、
探寻秦早期都邑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
实物也进一步表明，陇山一带就是史书上描述
的秦人早期活动地点。
　　后来，秦人先祖在渭河流域及西汉水流域
一带慢慢发展壮大，逐渐从附庸发展为大夫、诸
侯，最终一统天下。
　　如今，清水、张家川两地仍保留许多与秦相
关的地名，包括秦亭镇、秦家塬等。

重器频现

最早的秦都呼之欲出

　　黑色的大纛在战车上猎猎作响，一个身着铜
铠甲的男子登上战车，他高高举起手中的铜剑，
向麾下士卒发出出征的号令。这个男子是秦襄
公，他准备带兵前去勤王，这个王就是当时的周
天子。
  秦襄公于公元前 778 年至公元前 766 年在
位。他在位时期，秦国开始成为诸侯国。后世学
者认为，襄公对于秦国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

　　秦襄公即位初期正逢西周末年，王室衰微，
西戎攻破都城镐京（今西安）。作为周王室西部
屏障，秦襄公没有坐视王畿沦陷，而是联合诸侯
保卫周平王迁都到洛邑（今洛阳），周平王感激其
护驾之功，将秦襄公封为诸侯。“襄公于是始国，
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秦国正式出现在史书中。
　　自非子受封以来，秦国的政治中心几经变
迁。《史记》记载，秦国最初的政治中心在西犬
丘，又称西垂，秦庄公也被封为“西垂大夫”。庄
公死后，襄公即位。公元前 776 年，秦襄公迁
都汧邑（今陕西陇县），向东进逼。
　　秦国最早的都城西垂在哪？史书没有给出
确切位置。
　　 2019 年 1 月 29 日，甘肃省博物馆举办了
一场特殊的展览，其中，81 件造型独特、做工精
美的金饰片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它们出土于
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大堡子山。20 世纪八九十
年代，这些文物因盗墓者而流落海外。2005
年，国家文物局启动“中国流失海外文物调查项
目”，针对大堡子山流失文物进行专题调查研
究，先后追回多批重要文物。
　　文物将考古工作者的目光拉回到先秦时
期。专家认为，这些金饰片可能是春秋时秦国
士卒铠甲装饰、马胄饰物、棺具装饰、车辆装饰
等，对研究早期秦人、秦族、秦国有着重要的历
史意义与学术价值。
　　同时，考古工作者也开始对大堡子山在内的
18 平方公里墓葬群进行了重点抢救性发掘，共清
理墓葬 20 多座，车马坑 3 座。其中“中”字形大墓
2 座，确定属于秦国国君级墓葬。
　　秦公大墓出现后，西垂的轮廓渐渐清晰。
　　礼县，位于今天陇南市北部，地处长江上游
西汉水流域，这里离天水市区只有 1 个小时车
程，再往东北，即是清水县和张家川回族自治
县。如今，礼县以苹果、中药材闻名。古时，这
里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水资源丰富，很适合营
建大型都邑。
　　礼县文物局局长独小川介绍，如今，礼县秦

文化博物馆珍藏了大量秦西垂陵区贵族墓葬
出土的青铜器皿，包括近 150 件国家一级文
物。例如，圆顶山贵族墓地 M1 出土的四轮
车形器，车厢顶部四角装饰有 4 只立鸟，鸟足
部至今可以转动。当 4 只鸟方向与车厢方向
一致时，车盖就会被打开。整个车辆通高 8.8
厘米，车厢长 11.1 厘米，做工精致，展现了早
期秦人先进的青铜铸造加工工艺。
　　目前，礼县的秦文化遗址考古工作仍在
继续，秦早期都邑西垂头上的面纱将逐渐被
考古学家揭开。

交交黄鸟

子车戈见证最早的郡县制“试点”

　　从天水市区驱车出发，向西行车大约 1
个小时，就来到甘谷县。
　　甘谷古称“冀”，是三国时期蜀国名将姜维的
故乡，有“武术之乡”“辣椒之乡”的美誉。同时，
甘谷还有一个重要的称号———“华夏第一县”。
　　《史记》记载，“（秦武公）十年，伐邽、冀
戎，初县之”。这是史书中关于县制的最早记
录，秦武公十年是公元前 688 年。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重要举措，就是废
分封，行郡县。郡县制打破了封建割据，强化
了中央集权，奠定了中国大一统文化的底色。
　　郡县制的起点，正是起源于甘谷这个小小
的县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点。
　　 2014 年 8 月，夏暑未消，蝉儿还挂在树
枝上聒噪着。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毛家坪遗
址的考古队员们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一件刚刚
出土的青铜戈。岁月让青铜兵器上锈蚀斑
斑，有一行小字映入眼帘，“秦公作子车用”等
字样清晰可辨。
　　侯红伟介绍，子车氏，是当时秦国著名的
世家贵族。子车戈就是子车氏族人被秦国国
君任命为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后，给予的地位
及权力象征物品。

　　侯红伟认为，子车氏不同于传统封邦建国
的诸侯，他们的权力来自国君，也不可脱离国
君。戈在古代既是兵器，也是礼器，戈上刻铸铭
文，强化了国君为子车氏统治背书这一属性。
　　当时，中原诸侯国仍奉行周礼，将分封作
为统治的基础。甘谷一带作为秦国新开拓的
边地，国君选派自己最信任的贵族前来此地统
治。他们果断摒弃分封，采用“县”这一形式，
最终让新的地方政治形态在华夏大地上萌芽。
　　然而，子车戈并不是子车氏一族第一次
出现在后世学者的视野中。
　　天空阴暗，北风怒号，人们悲戚的哭声回
荡在大地上。公元前 621 年，春秋五霸之一
的秦穆公驾崩，秦国举国哀痛，依据当时风
俗，国君去世必须有活人殉葬，包括奴隶以及
身边亲信的王公大臣。《史记》记载：“缪（穆）
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
　　在殉葬者中，有三位贤良格外让人惋惜，
他们分别是子车氏大夫奄息、仲行、针虎。《左
传·文公六年》记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
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
这三人既是子车氏一族中的俊才，也是秦穆
公在世时的股肱之臣。
　　在《诗经·秦风·黄鸟》中，时人发出这样
的哀叹，“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
车奄息……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三良追随穆公而死，让所有秦国百姓哀
痛不已。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人力资源
极其宝贵，人才更是难遇难求，若非野蛮的殉
葬制度，正值壮年的国家栋梁又怎会被杀害。
　　然而，这一制度直到两百多年后的秦献
公时代才被彻底废止。于是有了后代秦始皇
陵中规模宏大的兵马俑殉葬坑。
　　子车氏三位大夫殉葬，证明子车氏一族地
位之高。专家认为，子车戈，也印证了当时统
治该地的最高权威是秦公任命的子车氏族人。
　　黄鸟已在《诗经》里悲鸣了千年，而近年来

发现的子车戈，却为郡县制的早期萌芽增添了
新的注脚。专家认为，这些被人们传唱了千年
的子车氏先贤们，极有可能是中国郡县制最早
的探索者、先行者。郡县制的“试点”，为中国
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进行了有益探索。

豪车浩荡

众多文物见证秦人兼收并蓄

　　公元前两百多年的一个夏天，一辆马车
飞奔疾驰在关陇大道上，车主人是一名西戎
贵族，准备赶赴都城咸阳。他的部落在陇山
以西，已在多年前臣服于秦国，家族则保留了
当地统治权。
　　浸润中原风尚多年，这辆马车外观呈现
中原风格与西戎风格杂糅的形态。车主人喜
爱战车、战马，他死后，有大量战车为他陪葬。
　　两千多年后，考古学家在张家川县马家
塬发现的这批墓葬，震惊了世人，并入选
2021 年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谢焱每
次遇到记者，总会说起他在马家塬遗址的考
古发现，其中的得意之作，即是复原遗址出
土的马车。这批出土马车结构清晰、纹样多
变、装饰精美，属于礼仪性陪葬用车。车辆
表面 90% 以上部位用金、银、铜、铁、锡等金
属饰片、人工合成的料珠和髹漆彩绘图案进
行装饰。其中一辆的精美程度震惊世人，被
网友称为“先秦第一豪车”。
　　 2006 年至 2020 年，考古工作者对马家
塬遗址进行了长达 15 年的发掘，共清理墓葬
78 座，出土车辆遗迹 69 辆，随葬品 3600 多
件（套）。专家发现，马家塬遗址是一处战国
晚期的西戎贵族墓地，兼具古代中原文化、北
方草原文化、西亚文化特色。
　　史书记载，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 279 年）设
立陇西郡，今天的张家川县所在地区也包括在内。
当时，这个戎人部族就生活在秦国统治区域。
　　这里为何会出现如此高规格的戎人墓
葬？在礼县的甘肃秦文化博物馆，来访者在
一幅地图前驻足围观。这张图标注了早期秦
人的活动区域和地点，并配以近年来考古发
现的周秦文化遗址点。在一些秦文化遗址附
近，也能发现名为“寺洼文化”遗址的小黑点。
一些学者认为，寺洼文化的族属基本可以认
定为史书上描述的西戎。
　　甘肃省政协秦历史文化研究课题组认
为，秦文化与西戎文化遗址的交错分布，保存
了秦与西戎交往交融的活标本，为探究秦戎
民族融合与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资料。

“秦与戎的历史基本是‘同频共振’，这样在考
察秦史时才不至单线片面。”独小川说。
　　《史记》记载，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
里，遂霸西戎”。作为春秋时期秦国最著名的
国君，他在位时间长（公元前 659 年—前 621
年），对西戎部族不断征伐，获取了大片疆土，
为与中原诸侯国间的战争奠定了基础。
　　谢焱认为，不同于后世的想象，当时秦国对
西戎部族的统治方式更为灵活，不单单是消灭和
吞并，也存在类似羁縻的形式。马家塬遗址就反
映出，当时在张家川县境内，存在一个政治独立
的戎人部族，他们向秦国交税，服从秦国的统治，
但仍保留部落首领统治权，延续首领家系。
　　经过上百年的融合，从最初的战争到和
平共处，秦人和戎人已基本达成政治、军事平
衡，而西戎部族的文化也得到飞速发展。谢
焱认为，一辆辆出土战车，见证了先秦时期华
戎交会、农牧交错、多元文明碰撞和中西文化
交流融合的辉煌。
　　侯红伟说，处在戎狄环伺的环境下，作为
外来弱小族群的秦人通过学习和借鉴不同文
化，形成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早期秦文化。
在甘肃早期秦人墓中发现的商式陶器、西周
青铜鼎、西戎鸱鸮金饰片、铁器等，都证实了
早期秦文化兼容并包，讲求实效，既兼容了商
文化、周文化、戎文化，又吸收了西亚文化。
　　寻秦，仍在路上。
    （参与记者郎兵兵、王紫轩、赵伟宏）

新华社记者邵香云、李鲲、张宇琪

　　夜晚，华灯初上，天津意式风情区内也开始
热闹起来。街区里音乐弥漫，游客坐在户外正
品尝着各国风味的美食美酒。在灯光的衬托
下，一座座洋楼旧居更显历史沧桑。漫步其间，
仿佛置身异域风情之中。
　　随着“第三届天津夜生活节”拉开帷幕，73
岁的意大利人雷纳托·佩戈拉罗也格外忙碌。
雷纳托来中国十几年，和儿子加布里埃尔·佩戈
拉罗在天津意式风情区内共同经营着一家餐
厅，让游客能够品尝到地道的意大利美食。
　　今年，奥密克戎突袭天津，街区的不少餐厅
一度暂停营业。随着疫情形势好转，在当地政
府的支持下，天津意式风情区的商户正有序开
展经营。“这段时间，政府帮助我们减免了一些
租金，我们也把心思用在了研究新菜上，推出的
菜品很受欢迎。”雷纳托说，为保证餐食的原汁
原味，食材基本上从意大利进口，“疫情期间，我
们也和食材供应商积极沟通，目前酒类、奶酪、
肉类等食材的库存能够满足需求。”
　　 2004 年开始，雷纳托在天津常住，从事中
意贸易。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他，第一次来
到天津意式风情区，就被深深地吸引。
　　天津意式风情区，位于天津市河北区，始建
于 1902 年，区域内保留了 100 余栋小洋楼，是

目前意大利本土之外、亚洲唯一保存完整的意
大利风貌建筑群。街区由意大利建筑师规划设
计，当时建有住宅、花园、广场、学校、球场等诸
多风格独特的功能性西洋建筑，梁启超、曹禺等
一批中国文化名人也曾居住于此。
　　“这个街区充满了意大利风情，来到这里，
就好像回到了我的家乡。在朋友的鼓励下，我
决定在这里投资一个纯正意大利风味的餐馆。”
谈起当初的选择，雷纳托感慨地说。
　　独特的风貌建筑，悠久的历史人文，十几年
来，雷纳托的生意一直很红火。然而，疫情以
来，整个街区也遭受了不小的冲击。如今，如何
让百年街区焕发出新的光彩？当地政府思路明
确：把天津意式风情区打造成全市独具魅力活
力的特色商业街区、知名高端服务业聚集区和
展现天津国际化大都市风采的“城市会客厅”。
　　拓展公共空间，增强休闲功能；打造随性停
留、自由漫步的空间；路面铺装、加强绿化……
随着天津意式风情区景观提升改造工程的实
施，整个街区的颜值更高了。灯光秀酷炫震撼，
街头乐队、阳台歌剧、戏剧巡游轮番上场，聚拢
了人气、商气。
　　今年以来，以天津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为契机，河北区在意式风情区提升改造、
品牌塑造、项目承接等方面持续用力，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

　　“我们将坚持市场化运作，依托专业团队，
高标准制定业态规划；引进一批首店，打造独
有的特色旗舰店，引爆消费热点；讲好意风故
事，活化历史文脉资源，放大洋楼文化溢出效
应。随着‘第三届天津夜生活节’启幕，我们将
策划更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利用周末时间，
举办为期一个月的露营季主题活动，为都市青
年打造暑期潮玩聚集地，释放消费活力。”天津
海河意式风情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刘宗锦说。

　　走进街区一家电影主题意大利餐厅，老
电影《罗马假日》正在播放，预约而来的客人，
一边小酌来自意大利红酒，一边沉浸在浪漫
的电影故事中。据经营方介绍，餐厅会不定
期举办意大利国际名品时尚文化展销周、中
意经贸文化周等活动。因为疫情缓和，餐厅
这个月预订情况很不错。
　　不仅如此，依托天津意式风情区独有的
文化、历史、建筑资源，当地政府还将恢复曹

禺剧院演出功能，为梁启超故居、曹禺故居等
名人故居群量身定制“剧情”“脚本”，让文化
变得有感知、可体验、能沉浸、可消费。
　　“中国特色商业街”“夜间经济示范街区”

“津门新地标”……如今，天津意式风情区正
成为津城一张靓丽的名片。2022 年 7 月，文
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公示了第二批国家级夜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意式风情区也
名列其中。
　　现在，河北区努力打造“大意风区”，实现
商旅文融合发展，目前已吸引华为天津区域
总部等多家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相继落户。
　　“这里有各具特色的洋楼，有异国情调的
街区，有历史名人的故居。我们将以文化为
灵魂，以商业为载体，打造更有活力、更有品
位的百年历史街区、时尚商业群落，让这里成
为‘网红打卡地’、创业新热土。”天津市河北
区委书记徐刚信心十足。
　　街区的变化让雷纳托父子有了新的动
力。加布里埃尔已帮助父亲开设了餐厅的微
信公众号，除了推介餐厅，也介绍意大利的美
食文化，吸引了一批粉丝前来打卡。
　　“我追随父亲来到天津，也在这里娶妻生
子，这里早已是我的第二故乡。看到中国发展
日新月异，我也相信我们在天津的工作和生活
会越来越好。”加布里埃尔对未来满怀期待。

天 津 ：百 年 街 区 的 别 样“ 意 ”韵

  上图：游客在甘
肃省天水市天水古城
内参观游览（6 月 9
日摄）。
  左下图：张家川
县博物馆内展出的马
家塬墓地西戎贵族马
车车身金属构件。
  右下图：游客在
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博
物馆内参观（6 月 1 0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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