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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完颜文豪、秦汉元

7 月 9 日上午 8 点多，田建文步伐沉重地走向侯马西站，他
依然斜挎着陪伴了他多年的考古包，只不过这一次他的目的地
不是遗址发掘现场。

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张星德向她所在的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临时请了两天假，匆忙赶往沈阳北站，坐上了 G400 次列车。

4 个小时后，高蒙河在上海西郊的家中匆匆敲完给媒体的
第六篇回忆文章，合上笔记本电脑，就往虹桥车站赶去。

此后两天里，更多的人从吉林、甘肃、陕西、云南、广东、河南
等地的考古工地、博物馆和大学课堂上抽身启程……

11 日上午 8 点多，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
礼堂外炙热的广场上。

9时不到，这里的气温已经迅速攀升到 28 摄氏度。北京气
象局曾在 9 日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中预计，9 日到 11 日本市大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 35 摄氏度以上。

热浪中弥漫着悲伤的情绪，田建文跟吉林大学考古专业 86
级的同门和早些年毕业的师兄们简单寒暄了几句，随后低声追
忆起老师张忠培生前的点点滴滴。

6 天前的 7 月 5 日，故宫博物院的官方网站上，一位老人的
黑白肖像照片铺满了整个屏幕。故宫发布的讣告上写着：中国著
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故宫博
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忠培先生，于 2017 年 7 月 5 日 9
时 40 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 83 岁。

考古大家

7 月 5 日上午 8时许，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高蒙河，开会前习惯性地把手机调至关机状态。临近中
午会议才结束，一打开手机的他顿时蒙住了，屏幕上如雨点般密
集弹出的消息显示：张忠培先生在北京去世。

头天晚上，高蒙河在完成张忠培先生晚年关于中国考古学
思考的 3 卷书稿的编选、校订后，在作者生平履历中写下(1934
年——— )，打算把新大纲交于先生批阅做最后修改。

此前几天里，这个吉林大学考古专业 85 级的硕士毕业生，
还在心里盘算着，要在一个月后的 8 月 5 日张忠培生日那天，举
办一个小型的学术研讨会，作为对先生 65 载学术生涯的总结。

9 日下午，坐在开往北京的高铁上，高蒙河又想起了之前准
备在研讨会上说的一段话：先生从 1952 年进入新中国第一个
考古班开始，一直在求索中国考古学之道的实践和方法，最终形
成了“中国考古学之道理论”。

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已有 200 年的历史，1921 年从西方传
入中国。面对这个学术上的舶来品，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
张忠培在内的几代考古人不停地思考着，如何把国外考古学的
一般技术、方法和理论与中国考古学的实际相结合，闯出一条具
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道路。

最终，张忠培从考古发掘出的小小陶鬲中找到了答案。这个
有着 3 个中空袋状足、腹部微圆的陶器，因其在中国独有、器形
发展链条完整，被考古学界称作“中国历史的活化石”。

几十年里，张忠培一门心思地琢磨着这个出现于新石器时
代晚期的器物，最终完成了始自于老师苏秉琦的陶鬲研究。他在
著作《中国陶鬲谱系研究》中，通过梳理这一器物的演变过程，让
一幅幅上古史画卷和先民生活图景变得鲜活可见，尘封在黄土
和史书中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高蒙河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这样解释先生的研究成果：“这
种具有中国化视角的研究，意味着中国考古从亦步亦趋使用西
方方法，发展到融合中西进而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

65 年的田野考古中，张忠培踩过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
墓地的泥土，触摸过浙江杭州良渚文化遗址挖掘出的文物，走过
华北、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历史文化区的土地。从黄河流域到长江
流域，他的足迹拼接起来，几乎就是一块中国考古遗址版图。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咸阳考古队领队许卫红认为，老师
张忠培对中国考古事业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在考古实践和学术
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考古学“三论”———“谱系论”发展了苏秉
琦的“区系类型论”，已成为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国
家论”丰富了苏秉琦的“文明论”，形成了重构中国古今社会的新
学说；“文化论”总结了中国文化从多元一体到统一多元的关系，
提出了“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是古今文化演进规律的新观点。

这些理论的提出，在高蒙河看来，“先生不再是考古专家，而
是考古大家”，这个“大”字，体现在张忠培浓缩了中国近百年的
考古史，完成了中国考古大题，为中国考古学建构了属于自己、

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未来将引领一代又一代的考
古人将中国考古事业向前推进。

师生接力

1934 年 8 月，张忠培出生于湖南长沙。彼时，25 岁的苏秉
琦刚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
开启了其一生的考古生涯。

童年时期的张忠培，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烧杀
抢掠，对国难家仇有着深刻的记忆。

在其生前的一次访谈中，他提起那段往事，“我的童年是从
灾难中过来的，长沙 4 次大会战，我们就 4 次逃难到乡下，最长
的一次是在 1944 年，一家人在乡下农村住了一年时间。”

张忠培的长子张晓悟记得，晚年时的父亲喜欢看电视剧《长
沙保卫战》，看到剧中的情节总会想起童年时全家人逃难时的日
子，“每次看都是泪流满面”。

1952 年，苏秉琦在北京大学创办考古专业，张忠培是其
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此后的几十年里，师生二人开始了中国考
古事业的接力。

苏恺之记得，父亲苏秉琦很喜欢这个“从贫寒家庭走出
来、念书刻苦”的学生，总会邀请他到家里吃饭，让子女以他为
榜样。在两家 60 多年的往来中，自然科学出身、做地震研究的
苏恺之，始终尊称大他 3 岁、搞考古的张忠培为师兄。

1956 年，张忠培大学毕业后，3 个工作志愿都填报了中
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要求到田野一线工作，却被选拔留校攻
读副博士学位。这期间，他参与了陕西华县、渭南的区域性考
古调查，在发掘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时，改变了过去以一个遗
迹为单位的做法，把整个墓地作为一个研究单位，开创了中国
考古学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成为国内外
同类考古中领先的范式。

1961 年，张忠培赴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1972 年创办吉
林大学考古专业并于之后组建考古学系。

带着学生外出田野考古时，张忠培一直主张苏秉琦“坑边
摸陶片”的教学方式，苦口婆心地嘱咐学生要练就“摸陶片的
功夫”，“一定要摸到陶器和陶片的精髓里、血液里，做梦都是
梦的摸陶器、陶片”。

考古工地上，他跟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提醒学生要“被
考古材料牵着鼻子走”，把考古材料放在第一位，有一分材料
说一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

今年 3 月份，他在跟吉林大学考古专业 1986 级的研究
生、现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田建文的一次谈话中感慨，
“观察陶器，不能只看制法，而是观察陶质、陶色、色度、纹饰、
制法、制陶技术这六个方面，当年苏秉琦先生就是这么观察
的，我们这一代有少数人坚持了下来，你们这一代，行吗？”

爱徒如子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吉林大学校园里，这个总跟墓地
遗址打交道的考古专业老师，衣着简朴，一边抽烟一边不紧不
慢地“说着只有入室弟子听得懂、口音很重的长沙话”，给学生
传授着自己的一套考古学理论。

站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外近百米长的吊唁队伍中，吉
林大学考古学系教授赵宾福说起这位导师时，用了“外冷内
热”“爱徒如子”八个字，“先生对学生要求非常苛刻、严格，特
别是学术问题毫不含糊，学生见了他会发怵。”

学生时代的许卫红，私下里跟她的同学称呼这个霸气耿
直的湖南老师为“张大帅”，“对他又怕又敬，每次想去见他，都
要先做好接受批评的思想准备。”

多年来，每晚 9 点通电话，已经成了张忠培、田建文师生
间雷打不动的习惯。而耐心倾听导师的训斥也变成了田建文
日常的一种仪式。

田建文把老师的训斥编成了 300 多篇的《师说》和《新师
说》，发在微信朋友圈里，作为对自己考古研究上的鞭策。今年
4 月 3 日晚 9 点的电话里，张忠培告诫他：“你要成为学问家，

光靠手舞足蹈、猫弹鬼跳是不行的，一定要冷静到了冰点。”还
给他开玩笑说，“你知道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吗？就是 52(岁)
了还有人每天训你。”在另一次通话里，张忠培说“今天就不训
你了”。

写硕士毕业论文时，赵宾福被张忠培要求做半坡文化研
究。至今回忆起来，赵宾福仍觉得那么大的题目“研究起来相
当难”，“以往很多考古大家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先生又要求
在此基础上有所拔高，研究问题具有前沿性。”

张忠培鼓励他，“要想成为一流的考古学者，就要跟一流
的学者较量。”

赵宾福现在依然感激先生这种“用大题目锤炼学生”的方
式，“做这样的研究，要下苦功夫、啃资料，一旦完成了研究，就
是考古学上的标志性成果，甚至成为每个学生一生的代表
作。”

上世纪 80 年代，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已经成了与北大考
古系齐名的院系。

课堂之外的张忠培，用“爱徒如子”来形容其实欠“精
准”——— 苏恺之印象中，父亲苏秉琦关爱学生比关爱子女更
多，“对学生极其关爱，对子女无所谓，父亲生前总说，张先生
这一点最像他。”

张忠培晚年时曾对张晓悟说起过，自己对学生要求严格，
培养出众多优秀的考古人才，却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有过失”。

这位田建文心中“如师如父”的老师，总给学生说“做了我
的学生，我就当你终身的老师”。在吉大时，他邀请家境贫寒的

学生到家里吃饭，摸得透每个学生的脾气。离开校园后的 30
年里，他依旧注视着学生的考古研究，常打电话了解学生的近
况，“有学生生病住院或离了婚，他都会担心”。

“每次看到学生在学术上的进步和成就，张老师都会表露
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开心。我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后，去北京见老
师，他还带着我们学生去密云水库游玩。”1986 年曾师从张忠
培、现任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的张星德回忆说。

2016 年 5 月，张忠培被诊断为肺癌。去世前的一年时间
里，除了家人和三四个学生，他不愿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病
情。“他总是对学生极其关爱，却不愿意看到学生为他担心。”
在追悼会现场，田建文这样说起相识了 51 年的老师。

故宫“看门人”

1987 年，张忠培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第二年，山西
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摄影家梁子明来到故宫，从午门、太和门
到神武门，为张忠培拍了一组照片。事后张忠培把照片拿给老
师苏秉琦看，老师笑眯眯地说：“你是故宫的看门人嘛。”

然而，这位看门人“很不走运”。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上
任不到两个月，就遭遇了两次小偷一把火。小偷抓着了，火被
灭了，却烧毁了一座明代的景阳宫。”

更让张忠培忧心的是，他到任后才发现“故宫是个不完整
的故宫”。在当时的故宫里，除了故宫博物院外，还零零散散分
布着 14 个单位，“故宫的文物，除民国政府运台的以外，境内
就有两个单位占着故宫近 20 万件文物。”

故宫的不完整，让张忠培觉得，“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很
不体面的”。

在任的 4 年里，张忠培为了一个“完整故宫、安全故宫、历
史故宫、学术故宫”的目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锐意改革，提出
“保护”和“特色”是故宫博物院管理的两大核心问题，重新确定
了故宫保护范围，编制了故宫 7 年发展规划。

原来分布在故宫里的一些单位陆陆续续搬了出去，原本
商贩遍地的午门广场得到治理，御花园得到了重点保护。这些
改变之外，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副所长王光尧认为，更重要的是
张忠培为故宫设计了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故宫的管理结束
了混乱的局面，从此有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体系。

苏恺之回忆说，“张先生不在意在任时取得多大的成绩，
他总是想着为故宫做长远的打算”。

南京朝天宫保存库是抗战时期为保存 1 万余箱故宫博物
院南迁文物而建设的。新中国成立后，除部分运回北京外，仍
有 10 万余件文物留存在朝天宫库房。

王光尧清晰地记得，老院长在任时一直在跟南京交涉，希
望这批文物归还故宫。

2015 年 10 月，张忠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深感遗憾的
是，至今的故宫仍是不完整的。”

这位曾经的“故宫看门人”，直到生前几个月里，还在四处
奔走呼吁南京留存文物尽早回到故宫。

张晓悟回忆，6 月 27 日，张忠培的学生、中国文物学会副
会长许伟在故宫研究院作学术报告。“父亲很重视，想去看看
他，又不想打扰他，就在研究院大门前站了一会儿，坐车回家
了。”

当天早些时间，刚从协和医院体检完的张忠培，让张晓悟
陪着，专程到故宫的午门前照了相。这位曾经的故宫博物院
“掌门人”，似乎在向这座古老的宫殿做最后的告别。

绝笔之作

2014 年，已经 80 岁的张忠培，回望了一生经历过的中
国考古学历程，从约 25 部著作和近 300 篇文章中精选出代
表作，以“中国考古学”为主题，分别以“走出自己的路”“说出自
己的话”和“尽到自己的心”为名，开始着手 3 卷书稿的写作和
编选。

前些年里，苏恺之到张忠培家里探望时，总看到这个“岁
数大了眼睛不好、又不会操作电脑”的师兄，弓着背趴在桌子
上涂涂写写。“他的书完全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家里书
桌上常备的是涂改液，写错了涂了再写。”

张忠培总喜欢让田建文给他一些批评意见，有时田建文
说不出来老师的书哪儿不好，还会遭到老师的一顿训斥。

田建文 2017 年 3 月 9 日记录的《新师说 6》中，张忠培言
语间表露出了些许责怪，“我的‘自序’就没有不对的地方吗？一
个看不出别人错误和不足的人，就没有好好看书。明天，你用
鞭子狠狠地抽我(的文章)，怎么没有人说我不好啊？”

3 月 12 日记录的《新师说 7》中，这位老师又向学生感
慨：“我们那时对苏秉琦先生，不像你这样对我的，我的什么事
在你看来都是好好好，这不行。苏先生给我讲了，有什么不同
意见我就说‘苏先生，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教学相长，互
相切磋，这样才能进步。”

病魔并没有打乱张忠培的著书计划。高蒙河回忆，在生命
的最后一年里，先生为了 3 本书，常要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
直至去世前一周。

“‘元君庙的前前后后’这一部分，几经修改，到今年他仍不
满意，竟然不顾身染沉疴，再度披挂上阵，直到生命的最后一
刻。这三卷著作真是张先生‘呕心沥血’的绝笔之作。”田建文在
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

高蒙河评价说，“这三卷著作评析了近百年中国考古学史
的典型人物、代表人物及其发现成果和创新成果，足以体现中
国考古学一百年来的思想精髓，堪称一部浓缩版的《中国考古
学思想史》。”

未了心愿

在张忠培去世前几个月里，他过着跟此前多年一样的生
活，不停地给学生打电话，了解他们的学术进展。5 月份他还
去故宫给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的师生讲了《故宫考古、保护和
研究——— 兼谈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

6 月 30 日是苏秉琦先生逝世 20 周年的日子。9 月份，苏
秉琦先生生前的《西安考古调查报告》经整理后将出版发行。
在张忠培的设想中，他要为此筹办一次新书发布会，作为对已
故老师的纪念。

“我本想 6 月底给师兄打电话，问问要不要我准备发言，
老伴说天热先别打扰他。再过几天他就去世了，没来得及打电
话，他有好几个事没做完，就撒手了。”苏恺之努力控制着悲痛
的情绪，缓一会儿说一句地讲着张忠培生前未了的心愿，说完
已泣不成声。

此前一些天里，在北京小石桥胡同 11 号院的故宫宿舍
里，他还像往常一样，牵着老伴马淑芹的手在院子里遛弯，见
到老人、小孩都上前打声招呼。

59 岁的物业工作人员李俊生印象中，这个“从来不端着、
一点架子没有”的老爷子，在院子里总是很热心，“谁家赶上事
儿了，总会去过问过问。邻居家屋子刚装修完，他嘱咐着多放
放(甲醛味儿)，别急着住进去。”

7 月初的那几天，李俊生隐约察觉到了一些异常。院子里
总有一辆小面包车进进出出，她问了司机才知道是“老爷子把
家里一屋子的藏书全部捐给了故宫”。

张晓悟眼中，父亲是个工作狂，“一年里常常有 10 个月在
野外考古，家里的事从来不管、不问，每天早出晚归，把家当成
了旅店。”

张忠培喜欢看激烈的对抗场面，在大学时爱打篮球。到了
晚年，这个倔强的老爷子还迷着看 NBA 比赛。子女们担心他
的身体，每次球赛开始前，都会为他准备好速效救心丸、硝酸
甘油和一杯茶。

这个多年来常为工作顾不了家的老人，总觉得老伴操持
了一辈子家里的大小事，很不容易。临终前几天，他一再嘱咐
张晓悟“要照顾好母亲”，藏了一肚子想对老伴说的话，也没力
气说了。他就把心头的千言万语浓缩成一句“老马万岁”。

张晓悟后来听母亲说，7 月初的那几天，父亲晚上睡觉时
一定要抚摸着母亲的手，对她恋恋不舍，“他很眷恋这个家，很
眷恋这个关心他、爱护他的世界。”

7 月 11 日 10时，在回荡着李叔同《送别》曲的告别厅里，
苏恺之向这位相交了 60 年的师兄做了最后的告别。随后被老
伴搀扶着，从告别厅颤颤巍巍地走了出去。当走到门外一侧的
电子屏幕前时，这位 80 岁的老人突然停住。

这张循环展示着张忠培生前影像的屏幕上，恰好切换到
一张苏秉琦和张忠培一起坐在沙发上的老照片。苏恺之盯着
那张两位已故父兄的合照，一滴眼泪从他眼角滑落。

52 岁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何流，在听到张忠
培去世的消息时，心中生出一句感慨，“真是大师的时代要过
去了”。

站在吊唁队伍中间，她说起自己总有一种奇特的感
受，“跟参加别的追悼会觉得心酸想哭不一样，这次总感觉
老先生并未远去，他身上那种老一辈考古大家的精神一直
都在。”

(文中资料部分参考了高蒙河、田建文回忆张忠培先生的
文章)

“大家”张忠培：求索中国考古学之道

65 年的田野考古中，张忠培踩

过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的

泥土，触摸过浙江杭州良渚文化遗址

挖掘出的文物，走过华北、东北及内

蒙古东部历史文化区的土地。从黄河

流域到长江流域，他的足迹拼接起来，

几乎就是一块中国考古遗址版图
“先生不再是考古专家，而是考古

大家”，这个“大”字，体现在张忠培浓

缩了中国近百年的考古史，完成了中

国考古大题，为中国考古学建构了属

于自己、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

体系，未来将引领一代又一代的考古

人将中国考古事业向前推进

▲张忠培 1990 年在山西省太谷县白燕村工地库房观察陶鬲。（图片由张晓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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