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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 

源远流长之 中国文化 ，在从历史维度 向当下理论活动持续提供丰富思想资源的同时，也具 

体构成 了现 实理论语境中的对象与 问题。对于美学研 究来说 ，在 中国文化 的意义阐发 中发现 

和展开 自身的当代发展路径 ，在理论生长的现 实需要 中不断走向文化 自觉的 内在确立，无疑应 

成为一种特定的建构 立场。许 多年前 ，宗白华就曾专 门说过 ，美学研 究须从 中国材料 出发 ， 

“研究中国美感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找 出中国美学的特点，找出中国美学发展史的规律来”。 

对此，本期发表的两篇文章都有着很好的体现：结合考古成果与文字、文献材料的互证研究，张 

法教授 力图从三足酒器的演变看出其 中的文化与 美学 内蕴 ；站在回归中国文化传统 的建构立 

场上 ，祁海文教授提 出了构建“中国古典生态美学”的具体 可能性。应该说 ，努力从广大深厚 

的中国文化之 中寻获美学的当下课题 ，正体现 了这两篇文章共同的学术意图。(王德胜) 

三足酒器在远古中国的文化和美学内蕴 
— —

基于对眢益 一眢鹃 一益酹 一鸡彝演进历程的探讨 

张 法 

摘 要 ： 远古 中国东、西、南、北地域文化的最初融合 ，在考古器物上，三足酒器的演进 

最具代表性。文章将考古研究成果与文字 一文献结合起 来，互证地呈现 出三足酒器的 

演进历程 ：从 东南太湖地 区的薷与盔，到 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的鬻鹣和江南地 区屈 家岭 

一 石家河文化的盔碥，鬻鹁和盔隔在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的酉尊互动，形成二里头文化 

的三足酒器，文献称之为鸡彝 ，考古学称之为封顶盔。三足 酒器的演变，象征 了各族群 

的大融合，这一复杂演进历程 ，内蕴着丰富的文化和美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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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中国东、西、南、北地域文化的融合，文献上讲述的黄帝、炎帝、蚩尤之间的战争和舜、禹对三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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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黎的征战，属于先秦史官对几千年前往事的追述，无论从文献本身进行互证，还是从考古上进行补证， 

都空 白甚多。从考古器物角度进行迂回旁证 ，或许对远古文化融合的遥远事物，会有一些新的思考。彩 

陶图案的演进 ，体现了西北 的庙底沟文化与东 、南、北各族群互动 ，形成最初中国的文化核心，但 当彩 陶 

演进到以黑陶为代表的工艺更高的龙山文化时期 ，这条演进之线就断了。鼎从裴李 岗文化产生 ，向东南 

西北漫进 ，到二里头文化的铜鼎 ，是一条有头有尾 的大线 ，但中间空白甚多 。相对而言 ，酒器的演进却更 

为细致 ，一个大的框架 由之呈现 出来 。在西北 ，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尖底瓶——酉 ，在仰韶文化 的广大 

地区 ，由饮器演进到酒器 ，并成为礼器的核心 ，又 由酉演进为尊 ，既成酒器之名 ，又为礼器之称 ，完成了地 

域内的文化一统。在东南的河姆渡和马家滨文化中，一种平底酒器加上三足升高，成为考古学上命名的 

鬻与岙 ，然而进入山东 ，成为大汶口文化的主要酒器 ，又进入江汉 ，成为考古学上与大汶 口酒器名 同形异 

之器 ，最后 ，东方大汶 口和南方的屈家岭 一石家河 的鬻岙型酒器与西北之尊，在 中原互动融合 ，形成了二 

里头文化的新型酒器 ，考古学称为封顶岙 ，文献上称为鸡彝 。与尊一样 ，彝不但是酒器 ，而且是整个礼器 

之称。文献上 ，黄帝来 自西北 ，夏禹兴起于西羌 ，与尊在西北地区的一统相应合 ，尧舜 禹称帝于 中原 ，与 

彝的形成相应合。因此 ，远古中国的文化融合 ，从酒器上看，首先是酉在西北兴起及 由酉到尊 的演进 、勰 

与盂在东南兴起及在山东和江汉的演进 ，然后 ，尊 、鬻 、岙在 中原互动，形成彝 ，即考古上的封顶岙和文献 

上的鸡彝。这一演进 由酉到尊甚为清楚 ，而由鬻与岙到彝非常复杂 。本文主要以由酉到尊为背景 ，对鬻 

与岙 的演进一线进行分析。远古饮器有一个 由饮器到酒器的演进 ，之后成为礼器中的主导 ，因此 ，为了 

突出主题 ，本文皆用酒器 。 

一

、三足酒器的考古拼图 

三足酒器 ，起源在东南 ，在河姆渡文化二期 出现了所谓的鬻与岙 ，成就于中原 ，二里头文化 的所谓的 

封顶岙成为最有代表性的器物。三足酒器产生之后 ，蓬勃于东南又进入中原 ，遍于各地，类型甚多 ，高广 

仁 、邵望平列出了难以进行器形和意义把握 的各器形 ，见图 1。 

河姆渡鬻 陕西神木石峁盂 孟津小潘沟鬻 煤山二期鬻 北阴阳营盂 新繁水观音盂 

图 1 

资料来源：高广仁、邵望平 ：《史前陶鬻初论》，《考古学报》1981年第 4期。 

各种类型 的鬻与岙 ，透 出了三足饮器 自发性产生 ，所谓 自发性 ，并非其产生时没有 自己的内在动力 

和外在助力 ，而是指这些三足器酒器在整个远古三足酒器的演进 中远离了演进 的主线 ，不为主流定义所 

概括。正因为有如此众多的器形不为主流所笼盖 ，显 出了远古 中国东 、西 、南 、北 、中观念互动的复杂缠 

绞 ，又正因为在如此众多的器形中呈现出了主流的演进大势 ，远古 中国东 、西 、南 、北 、中地域文化的复杂 

互动中，又有内在逻辑突显出来。 

从河姆渡到二里头 ，三足酒器的演进 主流是 怎样 的呢?从 五种考古学著述 中可 以拼出一幅全图。 
一

、黄宣佩《陶鬻起源探讨》讲 陶鬻有两大类 ：实足鬻 ，起源于海岱地区 ；袋足鬻，起源于太湖地 区。后者 

在时间上早于前者，成为鬻的起源，“发生与发展脉胳清楚”。①海岱的袋足鬻由太湖地区传人。二、高广 

仁、邵望平《史前陶鬻初论》讲鬻(以及作为鬻的变体的盂)起源于山东地区，然后向各地演进，主要呈现 

了鬻在山东地区的体 系性 展开 ，以及进入 中原 的演进 。该文重要性在于彰显 了山东 鸟形三 足器 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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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①三、杜金鹏《封顶盂研究》把在河南兴起的封顶岙作为一个独立体系，与山东、江汉以及各地的鬻、 

岙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尽管承认其有所关联 )，给出了三足酒器演进到最后阶段 的定型史。②四、吕琪昌 

《青铜爵、晕的秘密：从史前陶鬻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在前三种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 

两点新意：第一，勾出了三足器演进的大线：鬻盂起源于东南的太湖地区，进而向四处传播，最重要的两 

路 ：一入山东地 区，一入江汉地区，最后汇人河南，形成夏之鸡彝和商之聋 ；第二 ，强调 了鬻岙由太湖进入 

江汉 ，再由江汉进入河南这一线对鬻盂定型的重要性 (认 为由山东进入河南 的因素可 以忽略不计 )。③ 

五、邹衡《试论夏文化》认为考古上的封顶盂就是文献上的鸡彝，启发研究者把考古与文献结合起来去 

思考三足酒器演进背后的观念演进。④这样 ，三足酒器从河姆渡到二里头漫长时期的演进 大线 ，基本呈 

出。然而 ，五种论著中关于三足酒器在商以前的名称 ，各家定义不同，倘要进入具体的进程描述 ，会出现 

术语混淆 ，因此 ，先对基本术语进行厘定 。 

二 、三足酒器：命名与实际之谜 

迄今为止 ，始于太湖地区终于二里头文化的三足酒器研究 ，基本上用 了两个在器形上有所 区分、在 

体系结构上难以分开的概念 ：鬻与盂 ，加上鸡彝 ，共 三套用法 。高广仁 、邵望平主要是用鬻 ，认为盂是帮 

的一种变型 ，简而言之 ，三足酒器的顶部 ，敞流为鬻，管流为益。黄宣佩和吕琪 昌从高 、邵之说 ，其论著的 

目录中，只提鬻 ，在列表中，与高 、邵约同，用鬻、盂连相 ，明显 鬻为总名。高、邵和 吕琪昌的论著都包括了 

二里头文化的封顶岙。吕著把杜文中的封顶盂 ，名为鬻之一类(即鬻的 G类 )。杜金鹏研究 以二里头为 

中心的陶盂体系 ，不讲 鬻，只讲盂 ，明显 以岙为总名。邹衡 则说封顶岙 (他 用的词是 “封 口岙”，词异义 

同)乃文献上的鸡彝。这样，高、邵、黄、吕讲的鬻，在邹衡那里，都是鸡彝的前身。用鸡彝去统整个鬻 

盂。他说 ：“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第一 ，鸡彝的形状 ，无论是敞流的所谓 ‘鬻’，还是筒流的所谓 ‘岙 ’，其外 

形都象鸡，因此得鸡名。第二，鸡彝大约产生于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来在东西方的龙山文化中普 

遍盛行。夏文化中的封 口盂是由龙山文化中的卷流鬻直接发展 而来。”⑧王小盾《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 

研究》指出，大汶 口之鬻所象之形并非鸡而乃 鸟。这样 ，三足酒器从东方向中原 的演进 ，是从鸟形之鬻 

向非鸟形之岙 的演进。⑥这涉及复杂内容 ，以后详论。总之，在三足酒器命名上 ，高、邵 、黄、吕与杜 、邹在 

总类术语上各持一方。前者 以“鬻”统“岙”，后者以“岙”(鸡彝)统“鬻”。本文从远古三足酒器演进总 

体框架和主要特征出发 ，在尊重概念研究史的基础上 ，加进新 的义项 ，让这三个概念统一起来 ，并对统一 

的术语提供 与其内容相符的可互换的表述 ，以便让 旧概念接纳新 内容而在新旧互融中具有新意。 

三足酒器最初用“鬻”来命名，始于大汶口文化的鸟形器，其演进最后定型在二里头的封顶盂，被邹 

衡用文献中的“鸡彝”来命名。从三足酒器演进的宏观框架看 ，鸟的观念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 ，突出这 
一 作用有利于讲清器形演变背后的观念内容。因此 ，本文以鸟的基本框架来对三足酒器的命名进行新 

的阐释。第一，三足酒器的起源，无论高、邵将之定在海岱地区，还是吕琪昌将之定在太湖地区，两者举 

的图列 中，都是从非 鸟形器 开始 的。“益 ”字元鸟意 ，因此 ，纯几何无鸟意 的三足酒器 可名之为“益 ”。 

“鬻”是在大汶 口考古 中命名 的，其三空足饮器的鸟形特征 明显 ，因此鸟形的三足饮器可称之为“鬻”。 

非鸟形之盂与鸟形之 鬻构成三足酒器的两极 ，中间有大量不是鸟形而有鸟意的三足器形。因此 ，从三足 

饮器的拟形上讲，可把鸟形之鬻和非鸟形之蚕之间的器形称为鸟意型。鸟意，本就在象鸟和非鸟的有无 

高广仁、邵望平 ：《史前陶鬻初论》，《考古学报》1981年第 4期。 

杜金鹏：《封顶岙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 1期。 

吕琪昌：《青铜爵、晕的秘密：从史前陶鬻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邹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0年版，第 150页。 

邹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0年版，第 152页。 

王小盾：《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 507—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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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器形众多 ，把握甚难 ，论者一般把鸟意更浓 、与鸟形器接近的归于鬻 ，鸟意更淡 、与非 鸟形器接近的 

归于岙。整个三足酒器的演进 ，高、邵文中的“陶鬻(岙 )源 流关系示意图”，提 出三足饮器从 山东兴起 ， 

在鲁 一苏北 、苏南 一浙北 、赣 一闽地区的整体演进①，吕著“海岱系统陶鬻渊源及概略发展状况示 意图”， 

提出三足饮器在浙北 一苏南兴起 ，从此区发展到苏 中、苏北 一皖中、鲁南、腭东 一鲁北、豫西 ，都是鬻岙并 

列 ，但以鸟形器之鬻占绝对优势 ，以盂为零星辅助。②不过盂虽然不多，却 占据 了起点和终点。所谓 的起 

点和终点 ，以及漫长 曲折 的中段 ，更应从区域文化差异和特点不同去看 ，但这一头一尾和 中间长段 的不 

对称 ，令人思考 。杜文的“封顶陶益演变图”呈现盂在长 江地 区、中原地区、关中地区的演进⑨，吕著“中 

原系统主要 陶鬻岙源流关系示意图”呈现长江中游地 区、河南地区、陕西地区鬻盂的演进 ，④二人除了在 

源流上观点不同 ，呈现器物基本相同，除了极个别 的器物有鸟形外 ，大部分为非鸟器之岙 ，小部分为有鸟 

意而偏于岙之器。只是杜文因强调岙的河南起点和二里头主流 ，图中之器 以顶上有管流为主 ，吕著突出 

由江汉人河南 ，图中大力强调石家河文化 中晚期之器 ，以平顶敞 口为多。二图的主色都是非鸟形之岙。 

邹衡将 足酒器演进终点的封顶岙称 为“鸡彝 ”，这一基于先秦文献 的命 名应 当更为可靠。这样 ，三足 

酒器的演进 ，在器形上 ，不算起点上短暂 出现的完全非鸟形 ，是鸟形之鬻到非鸟形之盂的演进 ，从名称上 

看 ，是无鸟意的 “鬻”一“蚕”之名 到有鸟意 的“鸡 彝”之名 的演进 。器形 和名称 正好两两 相反 ，令人 

思 考 。 

三足酒器命名应当怎样才妥贴 呢?下面把文字 、器形、观念三者结合起来 ，做一思考。 

三足酒器的起源 ，无论如高广仁、邵望平那样定在山东地区 ，还是如黄宣佩和 吕琪 昌那样定在太湖 

地 区，在器形上 ，都是从非鸟形的盂器开始。其演进 终点 ，又被杜金鹏命名为“岙”。“岙 ”字的被 引用 ， 

是以 自宋代以来学人对一种酒器在器形特征上 的共识 为基础 的。因此 ，我们从“岙 ”字开始展开探讨 ， 

《说文》日：“调味也。从皿禾声。”⑤显然许慎对“益”的定义，不太重器形，而强调烹调过程。但烹调必 

有器，“盂”字的器“皿”没有 足。《古文字诂林》中引“盂”字的金文 22字，20字所指之器皆平底器，只 

有两字似有足⑨，见冈 2。 

(伯毫父盍)堇曩(伯靠岙) (伯毫父盍) 界(伯靠岙) 
图 2 

资料来源：李同：《古文字诂林》第五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03页。 

后一字有足但是 上“禾”下“鼎”字 ，强调在鼎中调味 ，突出了“盂”字重在调味的本质和过程。前一 

字中的器似 而有足，联系到大多数“岙”字的无足 ，恰如河姆渡和马家滨的盂 ，或有足或无足，见图 3。 

⋯  一  

图 3 

资料来源 ：吕琪 吕：《青铜 爵、翠的秘密 ：从史前陶鬻到夏商文化 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30页。 

但岙 的演进历程是从器之足或有或无 到以有足之器为主。“岙”在文字上 只有金文 ，反 映了殷商 以 

① 高广f：、邵望平 ：《史前陶鬻初论》，《考古学报》1981年第 4期。 

② 吕琪吕：《青铜爵、野的秘密：从史前陶鬻到夏商文化 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 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O0页。 

③ 杜金鹏：《封顶盂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 1期。 

④ 吕琪 昌 ：《青 铜爵 、辈的秘 密 ：从史前 陶鬻到夏商文化 的起 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 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94 

页 。 

⑤ 《说文解字段注》，上海 占籍出版社 1981年版，第 397页。 

⑥ 李同：《古文字诂林》第五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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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盂器之形 ，而非此前的盂器之形。而反映殷商之前 的盂器 ，与酒器之岙最相关、具有概括性的字有 

二 ：一是“ ”(吴盂)，呈现把禾 以及 由禾象征的食物倒进器皿 之中进行调 和；二是 “奋”(伯春盂)，呈 

现在酒器中进行调和。王国维《说益》日：“岙者，盖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①把与酒器 

相关的基本因素关联起来 ，并与灌礼结合起来 ，可点 出观念性 的几点 ：一 、禾关系到农业与天地 的运行规 

律 ；二 、禾以成酒 ，内蕴着天道的转化规律 ；三 、把酒按礼 的规定进行调和与施行 ，遵循 天人合一的规律 ； 

四、在前三者的基础上 ，为了增强酒器的神圣性 ，平底之器加三足 以升高成为礼器；五、虽然在禾的观念 

体系中包含着鸟的观念 ，然而由于这类三足酒器的观念渊源 由禾所代表的农业天道而来 ，因此器形上并 

不着意强调鸟形 ，因此器形上，以非鸟形器 出现 。整个观念加上这五点 内容 ，“盂”可用 于三足酒器之 

名。酒器成礼器，是与灌礼结合在一起的。《礼记 ·明堂位》把灌礼中酒器称为“灌尊”。尊是仰韶文化 

的酉器在礼器上的升化。“尊”字强调的是本质和过程 ，“盂”字强调 的也是本 质和过程。“尊”字是没 

有三足的 ，是西北地区的酒礼器，酒礼器从整个远古到夏商周的演进 ，最初是无足且无鸟形 的壶 、酉 、尊 ， 

最后也是无足且无鸟形的觚、卣、晷 ，但 中问是有足的鸟形器。把礼器作为一个整体 ，从本质和过程来把 

握 ，并从古汉语“浑言不别”的原则看 ，把“岙”用于三足酒器 ，特别是非鸟形酒器 ，并不算不对 。只有 当 

在现代汉语把“析言有别”原则扩展到浑言中时，“岙 ”字 的精确性有问题了。然而盂 的“天道 一农业 一 

酿酒”内容又已嵌入到三足酒器之 中，因此 ，用“盂 ”名器 ，又有理可寻。 

三足酒器体系的出现 ，首先是 在大汶 口发现的鸟形器，然后是二里头的封顶益 ，后 者被邹衡名为 

“鸡彝”，前者在器形 ，后者在名称 ，都与鸟相关。大汶 口的三足鸟形酒 器在城子崖 刚被发现时 ，考古学 

人“为便于称谓计”而依《说文 ·鬲部》之“鬻”来命名。②自此以后成为这类三足器的约定名。但也有质 

疑者 ，文字学家唐兰就认 为不妥 ，他认 为大汶 口的三足器 是一种陶温器 ，而按文献的解释 ，《说文》说 

“鬻”是三足釜，为炊器。与之同意或意同形异的字还有“荫”(《说文》：鳆属)、“敲”(《说文》：三足鳆 

也)、“筠”(《说文》：组也，江淮之间谓釜日绮)、“鳆”(《说文》：釜大VI者)，等等，都是炊器。因此，唐兰 

认为 ，这种陶温器不应为鬻 ，而应是青铜 爵的前身 ，可名为 陶爵或原始 的爵。⑧不过 ，原始陶爵是从周代 

之眼光看 ，如果从夏代 的视点看 ，应称原始陶彝 ，即大汶 口的三足陶温器是夏代鸡彝的前身。如果再 向 

上溯 ，西方仰韶文化区称灌礼之器为灌尊，大汶 口的鸟形三足酒器就是东方的“灌尊”。但东方 鸟形酒 

器有足 ，不同于西方无足非鸟形酒器之尊，应 当怎么称呼呢?这里关系到远古酒器演进 中的复杂 问题 ， 

“鬻”从字形上，与“黼”和“敲”一样，牵扯到大汶口文化中作为陶温器的三足鸟形器与仰韶文化中作为 

炊器的三足鬲的复杂互动 ，按 吕琪昌之说 ，还有南方的屈家岭 一石家河文化参入到这一复杂互动之 中。 

这样，从三足酒器的起源、演进中的地域差异、最后的综合定型等方面考虑，可大致分为四类酒器：太湖 

地区三足和平底兼有的酒器 ，山东地 区以鸟形为主的三足酒器 ，江汉地 区以非鸟形为 主的三足酒器 ，中 

原地 区略有鸟意的三足酒器。这四大地区尤其是前三个地 区的灌礼酒器 ，应 当怎么称呼呢? 

三 、鬻岙 、鬻鹩、岙酾 ：三大地区酒器的命名、美学外观、观念内容 

太湖地区的酒器，可沿用固有词语“鬻”、“岙”予以命名，但对之加上新的内涵。在起源时，酒礼器 

如上面文图所呈 ，有足无足皆有 ，三足的称为 “鬻”，平底 的称为“岙 ”，以突 出“鬻”字中“鬲”的三足和 

“岙”字中“皿”的平底。平底之酒器，仅从太湖地区的器形上看，更应命名为“毽”。如果说，“鬻”字借 

自西北地区的三足鬲，在地域上不甚妥，那么，“麓”取自南方的平底鬯器，内蕴了酒器之前的香水之器， 

① 王国维：《观林堂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第 72页。 

② 鬻之命定名，始于李济总编辑、傅斯年等执笔：《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南京：国立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4年刊印本。 

③ 唐兰：《论大汶121文化中的陶温器一写在 <从陶鬻谈起 >一文后》，《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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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鬯”上加“矩”，表明与鬻一样，进入礼器，具有天下尺度的作用。“麓”不但有“岙”的内容，而且与“鬻” 

形成互文。但“麓”讲解复杂，“盂”则简而易懂，且已用上，从长时段与后来的演进状况看，还是以“岙” 

为名稍好 。言归正传 ，益定型后 ，平底消失而全为三足 ，三足酒器 中有 鸟意和无鸟意之器兼有 ，吕琪 昌将 

之分为 A和 B两类 ，A型有 3型(I型 4式 ，II型 、III型各 I式 ，共 6式 )，B类有 3型(各 1式 )，共 2类 6 

型 9式。基本以鸟意形为主 ，以几何形为辅 ，①见 图4。 

≤ 粥 
A类 i型 1式 A类 I型 2式 A类 I型 3式 A类 I型 4式 A类 iI型 A类 III型 B类 I型 B类 U 型 B类 III型 

图 4 

资料来源：吕琪昌《青铜爵、辈的秘密 ：从史前陶鬻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40—41页。 

有鸟意或有鸟形 的可称为“鬻”，这里不按“鬻”的原义 (即不按西部之 鬲的具体器形去理解 )，而从 

太湖酒器 自身的特征(仅把“鬲”理解为三足器)去解说。《说文》释“规”日：“有法度也。”表明此三足器 

进入到了礼的核心。这具有“法度”的核心是以鸟体现出来的 ，三足器的鸟意鸟形乃天(太阳鸟 )之运转 

原则 ，法度 (规 )之象征。无 鸟意或无 鸟形的称为“岙”，“岙”彰显其地 (禾 的生 长)的生长原则 ，粮食 

(禾)经过酿造而成酒之奥理。这样 ，以“鬻”、“岙”称太 湖地 区初起和成型时的三足酒器 ，是按古代汉 

语 的动态性质进行定义 ，并且两词之义互渗整合 。当三足酒器进入 山东地区和江汉地区时 ，“鬻”、“岙” 

之义仍内蕴在其 中，只是不同地区有了不同的特征 ，需要用新词予以命名。 

山东地区以鸟形为主的三足酒器 ，可以用一个古词来命名 ：“鹁”。高广仁 、邵望平把 由大汶 口兴起 

发展至龙 山文化的整个三足酒器系统分为鬻与岙。鬻有 5类 22型 24式 ，加上归类在其中的蚕有 2类 3 

型 ，共 27式 ，单列出来的岙有 3类 4型 ，二者相加共 31式 。②其 中山东地区的三足酒器 ，无论袋足还是实 

足 ，其顶 口之流 ，上竖或平展 ，皆为突伸 ，如鸟头之貌 ，鸟形特征甚为明显 ，如图 5。 

+  

第l类 (大汉 口) 第2类 (四平山 ) 第3类 (姚官庄 ) 第4类 (两城镇 ) 

图 5 

资料来源：高广仁、邵望平：《史前陶鬻初论》，《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西方的酒礼器为无足酉形之尊 ，东方的酒礼器为三足鸟形器 ，二者融合产生的结果正好是鹁。《尔 

雅 ·释鸟》：“南方 日翟 ，东方 日鹞，北方 日稿 ，西方 日鹁。”⑧杜预注《左传 ·昭公十七年》说 ，鹅为西方 的 

工正 ，与陶酒器工艺之精湛相合。④ 从各族群互动融合的角度来看这一段话 ，可理解为 ，酉器之尊在与 

东方的互动中成为鹃 。东方本无鹃器 ，与西方结合之后方有鹃器 。因此在东方人看来 ，鹅乃西方之器 ； 

① 吕琪吕：《青铜爵、辈的秘密：从史前陶鬻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0 
— 41页 ，因行 文需 要 ，文中将原文的“型 一式 ”改为 “类 一型 一式 ”。 

② 高广仁 、邵望平：《史前陶鬻初论》，《考古学报》1981年第 4期。文中对类型的划分，以“式”为大类 ，“型”为小 

类 ，本文统 一进 行了调整 ，以“类 ”为大 ，“型”为次 ，“式 ”为小 ，内容不变 。 

③ 李学勤主编 ：《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④ 李学勤主编 ：《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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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人看来 ，西方本无三足之鹅，在与东方互动之后才有 ，鹁应为东方器。实际上 ，鹅器虽是东西方器 

形在中原地区结合的产物，当东方的鸟形酒礼器尚无自名时，可暂用此来称东方之器。为照顾已有之 

名 ，也可称为“鬻鹊”。加“鬻”于“鹁”上 ，表明起源于太湖地区的三足酒器 中鸟形 、鸟意的一面在 山东 

地区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与突出。 

江汉地区以非鸟型为主的三足酒器 ，也可以用一个古词来命名 ：“酾 ”。吕琪昌认为江汉地 区的三 

足酒器来 自太湖地区，因此按太湖地区的分类呈现其在江汉地 区的演进 ，从其所呈之 图像 ，可以明显看 

出江汉地区的三足酒器仍是鸟意器形为主，但鸟意之减弱趋势甚强，其平口捏流之 口，伸向短小而不突 

出，几乎 已是非鸟意器形 ，①如图 6。 

A类I型1式 A类I型2式 A类II型2式 A~III型1式 A~III型2式 B类II型1式 B类ⅡI型 C类I型2式 

湖南临澧太山庙 湖北通城尧家林 湖北郧县青龙泉 湖南平江陀上坪 湖北石首走马岭 湖北天门石家河 湖北天门罗家泊岭 湖南华容轱山 

图 6 

资料来源：吕琪昌：《青铜爵、翠的秘密：从史前陶鬻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61—63页。 

西北仰韶文化的酒器为非鸟形而无足的酉 ，南方江汉文化的酒礼器非鸟形而有 足，似西北方 之鬲 ， 

鬲是三足炊器，将之用来盛酒或温酒，成为酾。《说文》释“酮”日：“醑也”，段注：“《广韵》日：下酒也， 

按 ，谓滴沥而下也 。”这里已经把鬲的炊器功能转为酉的酒器功能。从文化交流 的角度来说 ，当江汉地 

区的三足酒器出现时，在西北之人看来，正是把尖底瓶的酉器加上鬲的三足而成，而这种组合的创意又 

应是在江汉地 区非鸟形三足器的影响下形成的。当江汉之人看到西北的酉形酒器和鬲形炊器之后 ，同 

样应更能理解本地区的非鸟形酒礼器 ，用这两器形结合的“酮 ”字来表达。当江汉地区的非鸟形酒礼器 

尚无 自名时 ，可暂用此词来称南方之器 ，为照顾传统说法 ，也可称为“岙酮”。把 “岙”加在“酶”上 ，表 明 

起源于太湖地区的三足器中，非鸟形、非鸟意的三足酒器在江汉地区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与突出。 

四、鸡彝 ：美学外观与文化内蕴 

中原地区的三足酒器，《礼记 ·明堂位》曰：“灌尊，夏后氏以鸡夷。”②西方之酉尊，东方之鬻鹅，南 

方之益酾 ，在中原地区互动 ，产生 了二里头 即夏文化 的三足酒器。杜金鹏把 中原地区、江汉地区、关中地 

区的三足酒器作为一个整体，分为 6类 15型(A类 2型，B类 1型，c类 4型，D类 4型，E和 F类各 1 

型)，中原地区的三足酒器在杜文 的“封顶陶盂演变 图”中呈现的是 ：以中原具有独特性 的 A类 II型作 

为起源，在三地区演进。在中原的演进主要有 2类 4型 ，即 C类 I型，D类的 I、II、III、IV型，如图 7。⑧ 

吕琪 昌只把江汉地 区和中原地区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归纳出6类 25型 48式。④ 演进历程是 由江汉 

① 吕琪昌：《青铜爵、聱的秘密：从史前陶鬻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61 
— 63页。 

② 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③ 杜金鹏：《封顶益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 1期。 

④ 吕琪 昌：《青铜爵、 的秘密：从史前陶鬻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54 
— 74页。具体为：A类 7型共 18式(I类 2式，II类4式，III类 3式，IV类2式 ，V类 2式，VI类 4式，VII类 l式)。B类 3 

型共 5式 (I型 1式 ，II类 3式 ，IⅡ型 1式 )。C类 2型共 3式 (I型 2式 ，II型 1式 )。D类 3型共 4式 (I型 1式 ，II型 2式 ， 

III型 1式)。E类 3型共6式(I型 2式，II型3式，III型 1式)。F类2型2式。C类 5型共 1O式(I型 l式，II型4式，III 

型 3式 ，IV型 l式 ，V型 1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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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I(二里头) CI(--}~头1 DI(二里头) DII(二里头) DIII(二里头) DIV (东下冯) 

图 7 

二里头二期早段 二里头二期 二里头二期晚段 二里头三期 二里头四期 二里头五期 

图 8 

资料来源：吕琪昌：《青铜爵、翠的秘密：从史前陶鬻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 67—68页。 

二里头三足酒器的正式名称如邹衡所说，应是“鸡彝”。郑玄注《礼记 ·明堂位》“鸡夷”日：“夷读 

彝 。”这里透出了两项信息 ：第一 ，夏代的酒礼器 叫“鸡夷”，即“鸡彝”。“夷 ”，可释为器形 的三足和鸟 

形 ，主要来 自夷 ，即与产生地相关 ，这里“夷 ”可指山东地区的东夷 ，也可指江汉地区的南蛮 ，还可溯源到 

太湖地区的东南夷 。“夷 ”又可释为秋之肃杀 ，还可释为规律或常道 ，与观念体系的建构有关②。夷之为 

彝 ，应体现了从个别 (东方的大汶 口文化 、南方的屈家岭 一石家河文化)向一般 (东 、西 、南方在中原地区 

融汇后的龙 山文化 )的演进和从礼的具体功能 (酒器 )向观念体系 (天人关系 )的演进。第二 ，鸡彝用于 

灌礼 。龙山时代 的鸡彝用于灌礼 ，仰韶文化的酉尊 、大汶 口文化 的鬻鹅 、江汉文化的岙酮也应用于灌礼 。 

在性质上 ，三类酒礼器都可称为灌器(灌礼之器 )。灌器之本质是建立在藿的观念上 的。远 古时期 ，形 

成了以藿为核心的观念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绞缠的内容(有另文详论)，这里且以文字方式简约言 

之 ：“藿”既为禽鸟(鹳)，又为花草(萑)，与太 阳的性质相连(金乌 )，与风 的性质有关 (飙)，最 主要 的是 

与水相关(灌 )，关系到人对世界本质的认知(靓 )，联结 到人在世界 中的根本喜悦(歆 )。这些 丰富的观 

念内容集中在原始仪式中，并 以灌礼的形式体现出来。正是在 由农业之水而来的藿的世界观中 ，产生了 

东 、西、南、北方各类的灌礼和不同的灌器。从这一远古宏观图景看 ，西 、东、南三方的灌礼器酉尊 、鬻鹁 、 

益酮 ，在 中原地区的互动 ，在器形上产生了平视略带鸟意 、俯视呈神鸟面或神鸡面或神人 面的三足酒器 

(见图 9)，联系到殷商时代同一器形的俯 视图，会对夏代鸡彝器 形俯视 图的内容在命名上有更深的理 

解 ，在名称上却是鸟意十足的鸡彝 。这一名称 的最 大特点 ，是在 突出了中原地 区和江汉地区的鸡的同 

时 ，又强调了鸟形特征不明显 、甚至鸟意特征也不明显 的彝。这一名称 ，包括 了灌礼酒器在两个方面的 

变化 ：一是从东方与中原的演进线上看 ，东方之鸟变成中原之鸡 ，二是从西方和南方到中原 的演进看 ，西 

方之尊和南方之酮变成了中原之彝 。 

可以说东 、西 、南方三足酒器互动演进的主要内容 ，都凝缩在“鸡彝”这一名称上。 

① 吕琪昌：《青铜爵、翠的秘密：从史前陶鬻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67 
— 68页。 

② 《说文》释“夷”日：“东方之人也。”《尔雅 ·释诂》：“夷 ，灭也。”《小尔雅 ·广言》：“夷，伤也。”(《小尔雅义证》， 

黄山书社 1911年版。)《逸周书 ·武穆》有“夷德”之语，孑L晁注：“夷：常。”(《逸周书汇集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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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早期陶盂俯视图 二里头晚期陶盂俯视图 二里冈铜盎俯视图 殷墟早期铜盂俯视图 

图 9 

资料来源：杜金鹏《封顶盂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 1期。 

五、鸡彝命名与远古酒器演进的新型观念 

在器形上 ，鸡彝从正面看不是鸟形 ，顶多略带鸟意 ，与鸟形 明显 的山东地 区三足酒器相 比，甚至可说 

是非鸟意器形 ，但在命名上充满鸟意，鸡 ，鸟之殊种 ，“彝 ”内含着鸟。在器形非鸟而名称有鸟的两极互 

渗中形成的内蕴，从“彝”字上透了出来。 

“彝”在 甲骨文中为 ： 

t奁(前五⋯ 三)麽(甲二九三二)~(3932) 
“彝”在金文中有 ： 

蘸(作且乙尊)霪(向簋)母i(亦壶)帮(史颂簋)篾(父丁尊)却(蔡姑簋) 
“彝”在契文中有 ： 

寤蕈(古文四声韵)窬(说文) 
从三种古文字中可见 ，甲骨文 中“彝 ”字 主要是下面双手与上面鸟形 ，以及鸟旁一竖形物 ，可短可 

长，或为中杆，或为树 ，或为戈钺 ，应与神圣象征关联 。在金文 中，竖形物消失而变为两点或三点，应为定 

形“彝”字的“米”字之源，同时鸟的尾部穿连的。或口形，是定型“彝”字中部的“系”字之源。在契文 

中，鸟形变抽象 ，米和系开始成形出现 。这样 ，“彝”字内蕴具有鸟观念的鸟形灌器(鬻鹅)和具有禾观念 

的几何形灌器(盂酮)于一体 ，还体现出行礼过程中的敬 意。薛 尚功说 “彝字极古”，罗振玉说其谊 (义) 

不可知也 ，刘节说彝之来源甚多 ，①都讲 出了彝字的复杂性。这类从太 湖地 区出现的三足酒器 ，在 山东 

地区和江汉地区形成体系，又在与仰韶文化的互动中、在进人龙山文化后演出新形，必然是相当复杂的。 

但其主体构成，如罗振玉、商承祚、刘节、李孝定等所释，象两手奉(或持)鸟，只是为何种鸟，多数认为是 

鸡，刘节说是玄鸟。文献最后定为鸡彝，释为鸡不错，但三足酒器是在大汶15成鸟形特色。王小盾指出， 

鸡文化的主要地区是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 ，河北磁 山文化最早显示了养鸡业的发达，湖北屈家岭文化以 

多种陶鸡显示 了以鸡为内容 的观念体系 ，而养鸡及其观念在大汶 15 一山东龙 山文化 家蓄业和观念 中比 

重甚小。②王小盾主要依据《中国古代农业考古资料索引(九)》③中的资料，这一资料中关于鸡的真实 

性 ，虽然得到大多数学人 的支持 ，但也遭到考古界的质疑④。质疑者主要认为资料 中的鸡骨不是鸡骨而 

是雉骨，考虑到古人的鸟禽分类学与今人的差异，特别是古人的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与今人的差异，资 

料表中“鸡”是“雉”基本不影响本文所谈 的问题 。这样 ，在这些资料和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鸡 ”字，都将 

① 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九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264—1267页。 

② 王小盾：《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503—505页。 

⑧ 《中国古代农业考古资料索引(九)》，《农业考古》1985年第 2期。 

④ 支持的有赵兴波等：《全新世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家鸡驯化》，《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2014年 l2月；王 

铭农、叶黛民：《关于养鸡史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中国农史》1988年第 1期。质疑的代表作有袁靖等：《中国古代家鸡起 

源的再研究》，《南方文物))2Ol5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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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解 为包括雉科 的鸡类 ，当然这一“包括 ”是建立在远古观念 和远古思维的基础上 的。当然 ，王小盾 

以及宋艳波进一步修正后①，都指出东部文化中，鸡类不 占优势这一现象还是存在的 ，而这义正好透出 

了彝型酒器形成历程的复杂性 。 

大汶口是鸟文化 ，鸡在鸟的体系之 内。因此从总名上来讲 ，大汶 口的i足器如图所呈 ，彰显的是鸟 

的体系。可以想象 ，东 、西 、南 三方的互动中，庙底沟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鸡雉与大汶 口文化的鸟进行了 

文化和美学上的融合 ，形成了龙山文化的鸡彝。这一以中原为中心 的互动融合中 ，有着磁 山文化和裴李 

岗文化底层基础的庙底沟文化之鸡和屈家岭 一石家河文化之鸡 ，占有 了主导地位 ，从而形成 了鸡彝酒 

器。这一新融合的新名之所以能够成功，又在于鸟文化与鸡文化本有共通之处。《左传 ·昭公十七年》 

讲到了东方的少吴氏时代各 种 以鸟为名的鸟 氏：“凤鸟 氏，历 正也 ；玄鸟 氏，司分者也 ；伯赵 氏，司至者 

也 ；青鸟 氏，司启者也 ；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 氏，司徒也 ；鸣鸠 氏，司马也 ；鸬鸠 氏，司空也 ；鹅鸠氏 ，司 

寇也 ；鹘鸠氏，司事也 。五鸠 ，鸠民者也 。五 ，为五工正 ，利器用 ，正度量 ，夷 民者也。九扈 ，为九农工。” 

众多的族群形成 了众多的鸟类。这些 不同鸟类 的分类核心是什么 呢，是 由天地运转而来的季节变化。 

季节变化最重要 的二分(春分 、秋分)、二至(夏至 、冬至)、两开(立春 、立夏 )、两 闭(立秋 、立冬 )，相关 的 

鸟为：玄鸟 、伯赵 、青鸟 、丹鸟 。东部文化以鸟作 为天地季节变化 的象征符号 ，西部 和中部同样也用鸟 的 

符号去把握，这从庙底沟彩陶上的随日鸟形和大河村彩陶展翅鸟形等可以看出，但最为重要的是 白磁山 

文化开始中原地区鸡类的重要地位。如果说东部 的鸟在季节有规律的展开和循环 中具有关节点 的作 

用 ，那么 ，鸡则通过每 日晨鸣将一年四季的变化具体为每一天的到来 ，《说文》日：“鸡 ，知时畜也。”这个 

“时”是具体到每一天的，如《玉篇 ·鸟部》所释：“鸡，知时鸟，又称鸡，主呼旦。”《说文》归鸡为畜是从六 

畜(马、牛、羊、鸡 、犬、猪)体系来讲鸡，《玉篇》归鸡为鸟是从禽(鸡、雉、鸟)的体系来讲鸡。当在东方鸟 

体系中并不甚重要的鸡与在 中原鸟体系中甚为重要的鸡互动时 ，鸡在整个文化中的建构就显得重要起 

来。“鸡晨鸣”这一每日开始的标志与作为天上之中的北斗关联起来。《春秋 ·运斗枢》日：“玉衡星精 

散为鸡。”②北极、极星、北斗带动天下万物的运动是通过 日、月、星的运转进行的，《春秋 ·运斗枢》又把 

鸡与太阳运行关联起来，又引《说题辞》日：“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离为日，积阳之象也。火阳精物，炎 

上 ，故阳出鸡鸣 ，以类感也。”形成了本体北斗 一中介太阳 一每 日鸡鸣的观念体系 ，这一观念体 系影 响了 

人文状况，如《周易纬 ·通卦验》曰：“鸡，阳鸟也，以为人候四时，使人得以翘首结带正衣裳也。”⑧这一 

天人的互动增加了鸡在天人关系中的地位，《山海经》中的《西次二经》《北山首经》《北次二经》《中次 

经》《中次八经》《中次十经》都有“祀鬼神以雄鸡”的内容，其地理方位又正与考古上鸡在西部和中原的 

重要地位相呼应 。而在龙山文化时代东 、西 、南、北方 的互动中，鸡进入到了重要位置。《周礼 ·春官宗 

伯 ·鸡人》云：“鸡人掌共鸡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呼旦，以警百官。凡国之大宾客、会同、军旅、丧纪， 

亦如之。凡 国事为期 ，则告之时。凡祭祀面禳衅 ，共其鸡牲。”④这里透 出的是鸡 进入文化 中心之后 ，把 

自然功能 (夜呼旦)和文化功能(警百官)结合起来 ，进入到宾客、会 同、军旅 、丧纪等各项重要仪式之 中。 

这一鸡向礼乐文化的全面展开，应是与鸡向凤凰的演进同步的，《山海经 ·南山经》日：“丹穴之山，有鸟 

焉 ，其状如鸡 ，五采而文 ，名 日凤皇。”⑤在石家河的玉器 中，有鸡头之凤 ，又有鹰头之凤 。当凤凰形 成之 

后 ，鸡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但 因在 向凤凰演进的过程中，曾有过巨大的辉煌 ，因此在之后 的文化中仍有虽 

非中心而仍重要 的位置 。对于鸡在龙 山文化时代各族群 的互动 中所起的作用 ，且把《中国古代农业考 

① 宋 艳波 ：“整个新石器时代 ，海岱地 (包 括北辛 、大 汶 口、龙 山诸 文化 )发 现有鸡类 (包括 雉科 )遗存 的遗址数量 并 

不多。各遗址的材料，数量上均不占任何优势 ，且大部分遗址并未提及判断为家鸡的具体依据 ；而且很大一部分遗址直 

接说明其为雉科，并非驯化的种属；有描述判断依据的遗址如西公桥和玉皇顶遗址 ，都是参照磁山遗址的判断标准(这一 

标准受到袁靖等的质疑)。”(宋艳波：《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山东大学 2014年博士论文，第 6l页。) 

② 《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 I994年版。 

③ 《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④ 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⑤ 袁珂校 释 ：《山海经》，上海古籍 出版社 198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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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资料索引(九)》的材料按本文的逻辑重新编排，如表 1所示。 

表 1 龙 山文化 时代各地域 考古文化 中的“鸡”遗存 

仰 韶文化 屈家岭 一石家河文化 北辛 一大汶 口文化 

西部 黄 河中游 长江 中游 东部 

陕 西宝鸡北 首岭 一鸡骨 河南新郑裴李 岗 一鸡骨 湖北荆 山屈 家岭 一陶鸡 山东滕县北辛 一鸡骨 

陕西西安半坡 一鸡 骨 河北武安磁 山 一家鸡 山东泰安大汶 口 一鸡骨 

甘肃 兰州西坡呱 一鸡骨 河南安阳后 岗 一鸡骨 

甘肃东乡林家 一鸡 骨 河南陕县庙底 沟 一鸡骨 

山西临汾陶寺 一陶鸡 湖北 天门石家河 一红陶鸡 山东淮县鲁家沟 一鸡骨 

河南伊川 马回营 一陶鸡 

资料来源：《中国古代农业考古资料索引(九)》，《农业考古》1985年第 2期。 

仰韶文化 以陶绘为主的尖底瓶酉器 ，与大汶 口文化以鸟器形为 主的三足器、江汉文化 非鸟形三足 

器 ，进行东 、西 、南地域文化的多元互动 ，经龙山时代 的融合 ，终于演化 出新的酒礼器一彝。彝 ，在观念 

上 ，内蕴着酉的天道观念 ；在形象上 ，以中原的鸡观念为核心 ；在器形上 ，以东部和南部 的三足器为基础。 

三足酒器在东部的大汶口，是以鸟形为主，在南部 的屈家岭 、石家河 ，以几何形酒 器和鸟意形酒器为主。 

当太湖地区的三足器进入到江汉地区，仍是鸟意器形为主，但鸟意之减弱趋势甚强，乃至如图6所呈，为 

非鸟意器形。太湖地区有鸟意器形，进入到江汉地区鸟意减弱，原因甚多，可以考虑是因为东部鸟观念 

与中原鸡意象冲突而产生妥协 ，让一种非鸟意的类似于几何 的第三型产生 了出来 。正是几何器形具有 

综合特征 ，在数量上 ，三足饮器主要 由以鸟意器形 (鬻冁)为主转 为几何器形 (岙酮)为主。多种三足酒 

器 ，最后基本统一到二里头文化 的鸡彝上。 

太湖地区之鬻盂 、山东地区的鬻鹩 、江汉地区的盂酮三种灌器体系相互 比较 ，并与二里头定型为鸡 

彝的灌器体系进行比较，一条基本的大线呈现了出来：第一，三足饮器在太湖地区产生，是以具有鸟意形 

之鬻与无鸟意之盂构成两极互渗的交织体系。第二，太湖地区的鬻盂传到山东地区，与大汶15文化互 

动 ，产生了以鸟形三足饮器为文化特色的鬻鹅体系。第三 ，大汶 15的鸟形体系反过来与太湖地区鬻盂体 

系互动 ，极大影响了苏北 一皖中地区的鬻岙体系 ，使之与浙北 一苏南地区在鸟意三足器与无鸟意三足器 

之间摆动的鬻盂体 系区别开来 ，成为在鸟形三足器与鸟意三足器之 间摆动的鬻盂体系。第 四，太湖地区 

的鬻盂体系，经浙江、安徽、江西三路进入江汉地区，在文化互动中，鸟意特征明显减弱，形成了江汉地区 

以非鸟形为主的岙酮体系。第五 ，江汉的屈家岭 一石家河文化的非鸟形盂酾体系从南方进入中原 ，山东 

大汶15文化的鸟形 鬻鹅体系从东方进入 中原 ，仰韶文化庙底沟酉尊体系从西北进入中原 ，在三大文化的 

复杂互动中，随着二里头文化的产生，酒器在以鸡彝为主的三足酒器上得到定型。鸡彝这一器形，比起 

西方的酉尊器 ，有 了三足 ；比起山东的鸟形器来 ，几无鸟意；比起江汉的非鸟三足器 ，有一上竖之管而约 

带鸟意。由上往下看 ，鸡彝顶上平面显出神鸡或神人之面形。总之 ，从器形角度 ，鸡彝平视无鸟意 ，俯视 

有神相 ，名称上有鸟意，而这有鸟意的名称 ，以鸡突显 中原中心 ，以彝包容各方 内容 ，与二里头文化容纳 

天下相一致 ，以灌器来象征容纳天下的新综合。 

鸡彝之名 ，应是以中原之鸡观念为基础的 ，在与西、东 、南方各文化 的互动中，鸡意渐弱而彝意渐长 ， 

鸡彝是酒器的专名，而彝乃礼器的通名。在这一意义上，各族群的融合在酒器上的体现，最后应是落实 

在“彝”字的字义扩张上。 

彝又演出了怎样丰富的器形和观念，《1LiE·明堂位》讲的灌礼之酒器从夏代鸡彝到商代 和周代 

爵的演进 ，又是两个很复杂很悠长的故事了。 

(责任编辑 ：若 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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