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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瑰编钟背后的“曾国”，是怎样“挖”出的

本报记者皮曙初

　　湖北随州擂鼓墩 1978 年发掘的曾侯乙墓
举世闻名，那里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尊
盘等青铜器，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成就推向
巅峰。
　　然而，翻开历史文献，却难以在江汉一带找
到“曾国”这个诸侯国的痕迹。“曾国”是个啥？

“曾侯”又是谁？代表古代音乐文化高峰的曾侯
乙编钟，何以出现在汉水之滨这个无名之国？
曾侯乙墓青铜器所表现出的诸多成就又从何
而来？
　　历史扑朔迷离，但考古发掘总带给人们意
想不到的惊喜。经过 40 余年的考古发掘，研
究人员逐渐拨开层层迷雾，窥见汉东之地两周
时期一个诸侯大国的面目。

不仅有曾侯乙，还有“曾侯丙”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曾”字铭文的青铜器。
比如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中，就曾提到“曾”
字铭文青铜器。20 世纪 30 年代遭军阀盗掘的
安徽李三孤堆楚王墓中，有大量青铜器，其中包
括“曾姬无卹壶”。1966 年，湖北京山苏家垄发
现“曾侯仲子斿父”铭文铜器。曾侯乙墓更是震
惊中外的重大考古发现。
　　曾侯乙编钟以宏大巍峨的“曲悬”架构，

“一钟双音”的绝妙构造，以及丰富生动的错
金铭文，在人类文化史、音乐史、科技史上都
占得一席之地。2016 年，第十届国际音乐考
古大会在武汉签署的《东湖宣言》称，曾侯乙
编钟“是公元前 5 世纪中国文明成就的集中
体现，展现了人类智慧在‘轴心时代’所创造
的高度”。
　　曾侯乙墓的发现，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也开
启了对“曾国”的“揭秘”之旅。曾侯乙墓青铜器
铭文上反复出现“曾侯乙作持”等字样，曾侯乙
编钟最大的一件镈钟上，铭文写道：“唯王五十
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熊）章作曾侯乙宗
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表明春秋战国之
时，确实存在着一个名为“曾国”的诸侯国。而
曾侯乙应为与楚王熊章（即楚惠王）同时期的曾
国国君。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是考古人的惊喜、音乐
人的惊喜、历史研究者的惊喜，也是中国的惊
喜、世界的惊喜。它将 2400 年前的乐声带到
今天，让全世界都可以领略来自孔子时代的华
彩乐章。它还将一个在地下沉睡两千余年，在
历史文献中几乎为空白的诸侯国，拉入今人的
视野。
　　 1981 年 7 月，在距曾侯乙墓仅百米之遥，
又发现一座战国古墓，定名为擂鼓墩二号墓（曾
侯乙墓为擂鼓墩一号墓）。墓中出土一套保存
完好的 36 件编钟，还有 12 件编磬。尽管墓葬
发现时已被严重破坏，墓主身份是难解之谜，出
土编钟规模也远不及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
65 件，编磬 32 件），但经专家鉴定，二号墓编钟
与曾侯乙编钟为同一体系，音色、音律相通。因
此，二号墓编钟被称之为曾侯乙编钟的“姊妹
钟”。二号墓中也发现其他青铜器，特别是一组
9 鼎 8 簋的青铜礼器，显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
非同一般，有学者推测其可能为曾侯乙夫人墓。
　　今天我们看到青铜器铭文中的“曾侯乙”，
可能会觉得奇怪，堂堂曾国之君怎么会取这样
一个名字。有意思的是，在与曾侯乙墓一水（厥
水河）相隔的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考古人员还
发现了一座“曾侯丙”墓。这是一座战国中期墓
葬，墓中出土青铜器物 70 余件，其中两件铜缶
上都有“曾侯丙”铭文。
　　从墓葬规模和出土器物等线索，专家认为
这也是一座曾侯墓，其墓主应为“曾侯丙”。曾
侯丙墓的年代略晚于曾侯乙，“乙”和“丙”是他
们的“日名”。“日名”是以十天干来命名的，在商
周时期王侯之中并不少见。

考古写就一部“曾世家”

　　自曾侯乙墓被发掘至今，考古人员又在湖
北随枣一带发现多处曾国墓葬群。据湖北省
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
介绍，迄今考古发掘已经确认的曾侯墓达 16
座之多，这还不包括考古勘探已认定的 4 座曾
侯墓，此外还有 10 座夫人墓葬。考古资料已
经勾勒出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曾国约 700 年
的发展“简史”，使曾国成为迄今为止两周时期
唯一一个能利用考古材料构筑其基本历史的
诸侯国。
　　 2009 年，文峰塔墓地清理发掘一座春秋
末期墓葬，出土鼎、缶、鬲、编钟等青铜器。一组
10 件套的编钟里，有一件通高 112.6 厘米、重
142.7 公斤的大钟，上面铸有 169 字的长铭文。
根据铭文推断，墓主为“曾侯與”。在曾侯與墓
附近的义地岗墓地，考古人员还发现“曾侯戉阝”

“曾少宰黄仲酉”“曾仲姬”等青铜铭文墓葬。这
些墓葬、器物、铭文，标识了春秋中晚期的曾国
君侯、贵族的身份，将曾侯乙的家族上溯到春秋
时期。
　　早在 1966 年，位于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
的苏家垄，在修建水渠时发现一批青铜器，其中
包括九鼎七簋，鼎、壶等器物上有“曾侯仲子斿
父”“曾仲斿父”等铭文，其年代在两周之际。这
是最早发现的曾国诸侯一级的墓葬器物，也是
首次考古发现文献记载的“九列鼎”。2014 年
开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苏家垄
墓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清整墓葬百余座，确认
这里为曾国春秋早期高等级墓葬群。编号为
79 号的墓葬出土的鬲、簋、壶等多件铜器上都
有铭文，显示墓主人为“曾伯桼”。而 88 号墓
主人为女性，墓中有两件铜壶与 79 号墓中的
两件铜壶造型一致，铭文也完全相同，同时墓中
盙、鼎等器物上则有“陔夫人芈克”等铭文，推测
其为曾伯桼夫人芈克。
　　位于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的郭家
庙墓地，早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曾发现过
带铭文的青铜器，其中一件为带有“曾侯絴白秉
戈”铭文的青铜戈。2002 年和 2014 — 2015
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进行清理发掘，
显示出这里也是一处存在诸侯级别墓葬、年代
为两周之际的曾国公共墓地。一件出土铜钺上
有 18 字铭文，释读为“曾伯陭铸造戚钺，用民
为刑，非历殹刑，用民为政”。钺为权力的象征，
铜钺上的铭文内容显示其主人“曾伯陭”可能是
两周之际的曾国国君。
　　 2010 年底，随州市淅河镇蒋寨村农民进
行农田改造时，发现一批青铜器。2011 年，经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现叶家山古墓
群。经过考古发掘，出土大量陶器、青铜器、漆
木器、玉器等文物，经研究应为西周早期墓葬，
多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上可见“曾侯”和“曾侯
谏”等铭文，这是比曾侯乙要早 500 年的曾侯。
其中一座墓葬还有一件象征王权的龙首铜钺，
可知其为国君级别的墓葬。另一座大墓出土的
青铜器物上有“曾侯犺作宝尊彝”铭文，推测其
为西周早期另一位“曾侯犺”的墓葬。
　　此外，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考古人员
又在随州枣树林发掘清理曾国墓葬 54 座，马
坑 3 座，出土青铜器千余件。枣树林墓地有两
处确定为春秋中期曾侯夫妇合葬墓，其中一处
为“曾侯宝”墓和曾侯宝夫人“芈加”墓，另一处
为“曾公求”墓和曾公夫人“渔”墓。这些发现又
给曾国历史加上了重要一笔，补上春秋中期缺
失的一环。
　　至此，从叶家山到枣树林，从郭家庙、苏家
垄到义地岗、擂鼓墩，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
已经基本构建起一部在传世史料中几乎一片空
白的曾国史。方勤说，除西周中晚期外，各个关
键历史时间段的曾侯墓都有发掘，考古写就了
一部曾世家。

曾侯乙编钟的先声

　　考古发掘勾勒出汉水流域一个完整的曾
国形象，青铜和乐器是其十分突出的亮点。
各个时期的曾国墓葬中都出土大量青铜器，
都有丰富的音乐文物，尤其是编钟，从西周早
期至战国时期一脉相承，到公元前 5 世纪曾
侯乙时达到最高成就。
　　郭家庙墓地 30 号墓出土一组 10 件钮
钟组成的编钟，形制统一、大小相次、音高稳
定、宫调明确，完整呈现了徵、羽、宫、商、角的

“五正声”宫调系统。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
早、数量最多、音乐性能成熟的编钮钟，比曾
侯乙要早 300 年左右。郭家庙墓地出土文
物中，还有年代最早的瑟、建鼓，以及保存完
好的曲尺型编钟木架、编磬组合。
　　年代为西周早期的叶家山“曾侯犺”墓，
墓中出土一组保存完好的编钟，由 1 件镈钟
和 4 件甬钟组成。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数量
最多、年代最早的成套编钟，比曾侯乙编钟早
500 年，可谓曾侯乙编钟的先声。
　　曾国的礼乐文物体现了中国古代礼乐文
明的发展成就。西周初年，周公在革新殷商
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制礼作乐”，制定了具有
宗教、政治、伦理多重功能的礼乐制度，明确
规定了王、诸侯、卿大夫、士等阶层的乐悬制
度以及在不同场合应演奏的钟乐曲目。
　　编钟与编磬“金”“石”相配，形成“乐悬制
度”。《周礼》：“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
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郭家庙墓地发掘的
钟、磬、瑟、鼓等乐器，经复原研究发现，郭家
庙编钟的横梁和立柱可组成曲尺形，与编磬
刚好构成“轩悬”这一诸侯级的乐悬规制。曾
侯乙编钟作为礼乐之器，其巍峨、完美的“曲
悬”架式，与配套编磬三面悬挂，完整、明确地
呈现了周代诸侯的“轩悬”制度，并与其他青
铜礼器一起交织出一幅近于现实的礼乐
场景。
　　曾侯乙编钟的“一钟双音”为世人所惊
叹。而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中发现的编
钟，有侧鼓音的标识符号，通过测音，5 件编
钟共有 10 个音高，构成六声音列，这是迄今
所见西周早期出土数量最多的双音编钟。可
以说，曾侯乙编钟是中国古代千余年礼乐文
化积累和曾国数百年传承的结果。

“曾随之谜”

　　追溯历史，西周灭商以后，将姬姓宗亲姻
戚分封到各地，设立诸侯国。按照传统说法，
周初分封的诸侯国众多，长江流域及江汉地
区并没有强国，只在汉水流域封了一些姬姓
小国。楚国也是周封的一个小国，最初的地
望在汉水以西。
　　考古发掘所见的曾国，位于汉水以东。
目前发现最早的曾国墓地叶家山西周墓，学
者们研究认为其属于周文化系统，墓地的布
局、随葬器物组合和形制特征等方面，都具有
典型的周文化特征。曾国应是周初分封的
侯国。
　　 2012 年在随州文峰塔发现的曾侯舆编
钟上有长篇铭文，经过释读，其中记述：“伯适
上庸，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
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根
据这些文字，研究者认为，曾的始封国君是

“伯适”。伯适就是南宫适，西周初年著名的
贤者，周文王、周武王时的重臣。南宫适有功
于周文王、周武王，被封为“南公”，到南方营
建国土，以镇抚淮夷，临有江夏，担负着经略
长江中下游之责。后来出土的曾公求编钟、
芈加编钟等，其铭文记载也可以印证曾国之
先祖为“伯适”。叶家山曾侯犺墓出有“犺作
烈考南公宝尊彝”铭文簋，可能是墓主人曾侯

犺为其父亲“南公”所作。
　　曾国既是周的封国，其文化自然源于中
原文化，所以西周早期叶家山墓葬中，保留着
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征。但是，到了西周晚期
和春秋早期，曾国墓葬中的文化元素更加多
元，特别是与楚国的联系显现出来。苏家垄
墓地出土器物上的“陔夫人芈克”铭文，反映
了曾国与楚国的关系。芈为楚国的国姓，“芈
克”当为从楚国出嫁到曾国，证明曾楚两国已
有姻亲联系。
　　此时的曾国应当是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
诸侯。在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发现长达
32.7 米、葬车 28 辆的陪葬车坑，为春秋早期
诸侯国中最大的车坑，显示出曾国的强大的
军事实力。
　　“汉东之地随为大。”根据历史典籍记载，
周初在南方分封的姬姓诸国中，“随”应是最
大的一个诸侯。但是，考古发掘却鲜见有

“随”的墓葬和器物。于是学术界提出了“曾
随之谜”的课题。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等人
根据曾侯乙墓青铜铭文提出，“曾”和“随”可
能是一家，“曾”即是“随”，“随”即是“曾”，一
国两名，就像楚国有时也叫荆国一样。
　　曾侯與编钟的出土，为“曾”“随”一国两
名提供了新证。根据其铭文中记载，周王室
式微之后，曾国与楚国交好，吴兵大举进攻楚
国，使楚国生变，这时在曾侯的帮助之下“复
定楚王”。这段铭文与史籍中“楚昭王奔随”
的历史相合。《左传》记载，公元前 506 年吴
王伐楚，攻破郢都，楚昭王奔随，在随的帮助
下复国，回师郢都。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曾侯乙去世后，楚
惠王要特制一件镈钟送祀，因为曾侯乙的先
辈曾侯與曾经救过楚惠王的先辈楚昭王，有
恩于楚国。曾侯乙编钟中最大、也是最特殊
的一件镈钟，上面的铭文表明，楚惠王熊章得
到曾侯乙去世的消息，特铸镈钟以供曾侯乙
永远享祀。
　　 2012 年，考古人员在文峰塔发现一件
铜戈，上有铭文“随大司马嘉有之行戈”，这是
考古发掘首次发现标识“随”的铭文，为“随”
与“曾”一体说提供了出土实物证据。
　　 2019 年在枣树林墓地发掘的“芈加”
墓，研究认为是“曾侯宝”的夫人。墓中出土
的编钟上，有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这与湖
北省博物馆此前征集的一件“芈加鼎”上的铭
文“楚王媵随仲芈加”相合，表明芈加是从楚
国嫁去随的。这再一次印证了曾侯即是随
侯，曾国即是随国，“曾随之谜”再度拨去一层
面纱。
　　曾即是随，一开始或为西周王室为遏制
南方蛮夷之国而封建的诸侯国。但是，随着
楚国的强大，曾国逐渐“楚化”，甚至受楚国所
控制，其文化面貌也逐渐摆脱周文化的影响，
而融为楚文化的一部分。春秋晚期以后，曾
国出土文物中的楚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叶家山揭示了曾国始封的秘密，郭家庙
表明曾国在春秋时期仍是军事强国，义地岗
与擂鼓墩揭开了曾随之谜，展示了曾楚之间
的历史关系。”方勤说，“正是这些不期而遇的
考古发现，让我们得以揭开尘封的曾国秘密，
与古人进行穿越千年的对话。”

“战略资源纽带”

　　曾国不仅有丰富而精美的青铜器，考古
发掘还显示西周初年以来，曾国可能就是重
要的青铜冶炼加工基地。在叶家山西周早
期墓中，就出土了随葬的铜锭。在苏家垄遗
址，考古人员还发现大面积与墓地同期的冶
炼遗存。这些发现表明，曾国不仅拥有大量
青铜器，而且拥有冶炼和生产青铜器的
能力。
　　考古发现最早的铜矿是江西瑞昌的铜岭

古矿冶遗址，至晚在商代中期就已经开采。
两周时期，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阳新
港下村遗址、安徽南部铜陵、南陵古铜矿采冶
遗址群等均已出现。其中，湖北大冶铜绿山
遗址规模相当宏大，开采时期从西周早期一
直到西汉时期。由此可见，商周时期，长江中
游的湖北东部至安徽南部，有一条十分重要
的铜矿开采和冶炼带，这条铜资源带沿江布
局，因资源禀赋而生，或许又因长江、汉水等
交通要道而兴。
　　商周时期，铜是生产兵器、礼器及贵族生
活用具的主要资源，是列国争夺的重要战略
资源。武汉市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重要城
址，有着独具特色、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商
王朝在此设立如此重要的控制力量，大概也
是为了把控长江中游铜矿资源带。
　　 2021 年 1 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又在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的鲁台山郭元咀遗
址，发现商代晚期铸铜遗址，仅用于铸铜的人
工台地面积就达千余平方米，是迄今所见长
江流域规模最大的商代铸铜遗址。经对其铜
矿料的检测分析，其原料可能就来自鄂东铜
绿山。这一发现找到新的证据，证明早在商
代，长江中游铜业就已实现从开采、冶炼到铸
造、运输的“全产业链”发展。
　　可以猜想，长江中游等地古矿出产的铜
原料，通过长江水路运输，集中到盘龙城、郭
元咀等“冶铸基地”进行加工，而后又通过水
路或陆路运输，源源不断流向中原及北方地
区。周灭商以后，势必要继续加强对南方铜
矿资源的控制，保障资源供给线路的畅通。
从曾国出土青铜器的规模、技艺来看，它应该
有稳定可靠的铜资源供应和发达的青铜冶炼
加工工业。
　　历史地理上，有“随枣走廊”之说，即在
汉水以东，今湖北枣阳至随州一带，自古就
是重要的军事和交通要道，是扼制江淮及汉
东苗蛮的战略要塞。一些学者研究认为，曾
国作为周王室“镇抚淮夷”的诸侯国，扼守随
枣走廊，是中原地区铜矿战略资源供应安全
保障的守卫者。据方勤介绍，苏家垄墓地出
土曾伯桼铜壶，铭文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的传世曾伯桼簠铭文相一致。传世曾伯桼
簠铭文记载，曾伯桼“克狄淮夷，抑燮繁阳，
金道锡行，且既卑方”，“金道锡行”即为青铜
之路。西周时期，周王封曾、鄂于南国驻守
此“金道锡行”。
　　随着周王室衰微，诸侯纷起争霸争雄，原
在汉水以西的楚国崛起，迅速向东扩张，控制
了从夷越蛮人手中抢下的铜矿资源。而此时
的曾国，由于多年“经略南方”，也积累了雄厚
的国力。于是，曾楚之间势必发生强烈的冲
突。根据《左传》《史记》等史料记载，春秋时
期楚国数度伐随，最终使随成为楚国的附
庸国。
　　楚国控制了铜矿的生产和加工，但仍然
需要中原及北方的广阔市场，要将铜矿和铜
产品卖给周王室和诸侯国，以聚敛财富。曾
国或许就是楚国向中原输送铜资源的“中间
商”。即使到战国中期，曾国仍然在楚国之侧
保持着富有而繁荣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在青
铜技艺和礼乐文化上持续发展。而楚国则因
掌控了长江流域的铜矿资源和“金道锡行”运
输要道，遂能“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和战
国七雄之一。楚庄王问鼎中原，放言“楚国折
钩之喙，足以为九鼎”，这既是一种耀武扬威，
也是对楚国以铜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军事经济
实力的高度自信。
　　由此可见，在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双星并
耀的年代，曾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不仅是
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经济资源流通、往来的
枢纽，更是长江中游与中原地区文化交融的
重要纽带，在中华文明进程中有着重要作用
和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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