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氏，一个曾经横扫北方草原的马

背民族。 战国时期，他们便在中国北方

过着游牧生活 。 对月氏西迁前的原居

地 ， 中外学术界在地域推断上差异巨

大，难以形成共识。

《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 ,月氏原

来居住在“敦煌、祁连间”。 “敦煌、祁连

间 ” 在哪里 ？ 有学者认为在今河西走

廊 ， 俄罗斯有学者认为在今阿尔泰山

地区。 王建新研究认为，公元前 2 世纪

以前 ， 古代月氏人和乌孙人的活动中

心应在东天山一带 ， 这恰好符合 “敦

煌、祁连间”的文献记载。

东天山指天山山脉的东段， 即今天

以新疆哈密地区为中心的天山区域。 汉

文典籍里，东天山被称作“祁连山”，并记

载这里是月氏、 匈奴等游牧民族政权的

统治中心， 也是汉代中央政府与北方游

牧势力争夺西域的前沿阵地。

“汉代文献中的‘祁连’不是指今天

的祁连山，而是指天山，就是东天山。 东

天山在汉代文献中被称作‘祁连山’‘天

山’‘祁连天山’。 ‘祁连山’是音译的名

称 ，‘天山 ’是意译的名称 ，而 ‘祁连天

山 ’是音译加意译的名称 。 ”王建新介

绍 ，“今天的祁连山在汉代文献中称为

‘南山’，昆仑山则称为‘西域南山’。 更

重要的是 ，在汉代文献中 ，南山和祁连

山是在一段话中同时出现的。 ”

从 2000 年开始， 王建新带领西北

大学考古学术团队在甘肃和新疆进行

了持续 18 年的考古调查、 发掘与研究

工作。

长期以来 ， 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

为 ，游牧人群的生活状态是 “逐水草而

居，居无定所”，这一认识直接影响到考

古实践，导致考古学主要进行墓葬的发

掘与研究，忽视了居住遗迹和聚落遗址

的存在及岩画与聚落遗址的共存关系。

王建新提出古代游牧人群存在定

居地 ， 在理论和实践中纠正了传统认

识；全面揭示了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址

在东天山地区普遍存在和季节性分布

的规律，提出了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对古代游牧文化遗

存的基本要素———居住遗迹、 墓葬、岩

画进行“三位一体”综合研究的方法，极

大丰富了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的内

容，在理论和实践上具国际领先水平。

2001 年以来，在新疆当地文物管理

部门的协助下，团队在以哈密为中心的

东天山南北两侧，发现 4 处早期游牧文

化大型聚落遗址 ，分别是 ：东天山北麓

巴里坤县境内的岳公台———西黑沟遗

址群 、石人子沟 （东黑沟 ）遗址群 ，东天

山南麓哈密市境内的乌拉台遗址、西山

遗址。 王建新判断，这些大型聚落遗址，

应属古代月氏、匈奴等早期游牧民族的

最高等级的王庭、单于庭遗址。

据介绍，石人子沟遗址群从东到西

分布着红山口 、石人子沟 、西沟 、小黑

沟 、大黑沟 5 个遗址群 ，遗迹分布面积

达 36.43 平方公里， 已发现石构居住遗

迹 800 多座、墓葬 2000 多座，刻有岩画

的岩石 4000 多块。 这是东天山地区具

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古代游牧民族的

大型聚落遗址。

2006 年至 2007 年， 西北大学团队

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该遗址

南部中心地带， 在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

究的理论及方法上取得突破和进展。 发

掘出一座石筑高台 、4 座石围居住遗迹

和 12 座中小型墓葬。这是整个新疆地区

首次对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址的科学系

统发掘， 也是我国对古代游牧文化聚落

考古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获得 2007 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王建新说：“在东黑沟 （石人子沟）

遗址和巴里坤黑沟梁遗址，都发现了在

墓葬的封堆下或墓坑内埋葬被肢解的

人牲的现象，这些人牲也有随身携带的

武器 、工具和装饰品 ，甚至还有被打碎

的陶器 。 伴随人牲出土的遗物特征表

明，他们应属于以岳公台———西黑沟遗

址群为代表的公元前一千纪在东天山

地区延续发展的土著文化。 ”

经过持续 18 年的工作， 王建新认

为，自公元前 1000 年以来，在东天山地

区先后分布着两类游牧文化遗存，月氏

的文化属其中之一。 他说：“古代月氏考

古学文化的确认，必须找到西迁中亚的

大月氏遗存，与东天山的文化遗存系统

互证。 ”于是，他们把目光聚焦中亚，进

入中亚阿姆河以北的西天山地区开展

工作。

东天山探索 18 载，

揭开尘封千年面纱

拜松市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

苏尔汉河州， 位于西天山南麓的一个

小盆地。 在发掘撒马尔罕市撒扎干遗

址的同时， 考古队还分出人手前往拜

松市调查，并进行小规模的发掘，希望

能找到月氏的墓地，结果未能如愿。

“倘若没有发现拉巴特墓地， 我

们就走进死胡同啦！” 梁云说， “找

不到月氏的墓地， 没地方可挖， 再辛

苦也是白搭！”

2016 年底 ， 为了给次年的发掘

选点， 梁云带队沿着苏尔汉河周边跑

了一个星期， 但五六天跑下来一无所

获。 最后一天， 在拜松河边意外发现

断面上有灰土 （即人类活动的文化

层）， 下面有人骨暴露 （墓葬）。 梁云判

断： “可能有戏。”

2017 年 ， 他们布下两个探方后 ，

10 厘米以下表土一揭 ， 露出了条形的

石堆。 乌方一位老教授在石堆的西侧用

手铲掏， 竟掏出了人头骨。 “我们赶紧

又布了几个探方， 很快就揭开了 20 多

座墓， 密密麻麻的， 这个墓地就是拉巴

特墓地。” 梁云说。

条 形 石 堆 搅 得 梁 云 寝 食 难 安 。

“这是个啥东西 ？ 如果是地表的坟堆 ，

它应该是圆形的。” 后来他联想到苏联

学者上世纪 50 年代发掘的贝希肯特墓

地 ， 这才茅塞顿开 ， 理解了它的墓葬

形制 。 原来 ， 条形石堆是墓道里的填

石———墓葬的上部已经被老乡推土给

推掉了。

继续发掘了几座相对完整的墓

葬 ， 他 们 完 全 确 认 了 偏 洞 室 墓 的

墓形 。

梁云解释说， 就是在地上挖一个竖

穴墓道， 在墓道的西侧掏一个偏室， 把

人塞进去， 然后在墓道里填满石头， 在

地表起一个坟堆。 当然拉巴特墓地的坟

堆早就被破坏了。

梁云向记者透露， 今后五六年间，

寻找月氏的王庭 （首都） 和早期贵霜的

中心 （首都）， 确认大宛文化和康居文

化， 是他们要做的四方面考古工作。 寻

找月氏和早期贵霜两个首都非常重要，

它们就在乌 、 塔两国境内 。 贵霜的早

期历史也一直不太清楚 ， 文献记载非

常简单。

《史记 》 记载 ， “ （月氏 ） 过宛

（费尔干纳）， 西击大夏 （巴克特里亚）

而臣之， 遂都妫水 （阿姆河） 北， 为王

庭。” “妫水北， 为王庭” 是张骞当年

亲身所至、 亲眼所见， 也是他给汉武帝

汇报的。

“要想找到月氏的王庭， 就得把整

个月氏文化范围内的所有遗址， 梳理个

遍， 太不容易了！ 不是一两年就能解决

的 ， 可能需要若干年甚至很长时间 。”

梁云说。

“多年来， 学术界公认的月氏的

墓地或遗址， 一处都没有找到， 今天

你说这个是， 明天他说那个是， 但没

有一处是确凿的、 确定的。” 7 月 13

日， 征尘未洗的梁云教授接受了记者

的采访。

他刚从乌兹别克斯坦回到西安。

作为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的发掘领

队， 他今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发掘现场

工作了两个多月， 这是他第 9 次中亚

之行。 梁云向记者勾勒了在西天山找

寻大月氏的始末。

《史记》 记载的 “妫水北” （阿

姆河以北）， 即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东

南部、 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的 “北巴克

特里亚” 地区， 是学界公认的月氏西

迁后的居住地。 但长期以来， 一直没

有找到和确认月氏留下的文化遗存。

“月氏文化是比较出来的， 我们

首先把康居文化的面貌、 特点识别出

来 ， 然后就找到了大月氏的文化遗

存， 识别出了月氏的文化。” 梁云说，

“如果康居文化找不到， 就没办法比

较。 月氏文化跟康居文化的面貌特征

不一样， 打个比方， 咱俩的面貌特征

不一样 ， 别人一看就知道 ， 哪个是

你， 哪个是我。”

“找到了月氏文化， 掌握了它的

特点，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以后要再找月

氏的东西， 它就是标准。 拉巴特墓地建

立了一个标准， 跟它距离再远， 只要跟

它的文化面貌特征一样， 就可能是月氏

文化。” 梁云说。

据文献记载 ，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

域， 除匈奴外， 先后经历大宛、 康居、

大月氏、 大夏四个地区； 第二次出使西

域， 张骞到达乌孙， 然后分遣副使到其

他邻国。

为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

化遗存，2009 年以来， 西北大学中亚考

古队与乌兹别克斯坦同行一道， 在乌兹

别克斯坦南部的西天山区域， 开展了连

续的系统考古调查。近年来，他们先后在

撒马尔罕西南的撒扎干遗址和拜松市拉

巴特遗址展开考古发掘， 取得一批重要

成果。

2015 年、 2016 年， 在撒扎干遗址

1 区发掘大型墓葬 1 座， 发现项坠、 耳

坠、 管饰等金器 80 余件 ， 出土铜器 1

件、 铁器 2 件。 初步确定康居时期的贵

族墓葬。 在遗址 2 区和 5 区， 又发掘小

型墓葬 5 座， 石围居址 1 座， 出土一批

陶器 、 石器 、 骨器 、 铜器 、 铁器等文

物。 这是中国人首次发掘到的古代康居

文化的遗存。

撒扎干遗址地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

带， 是一处古代游牧文化的中型聚落遗

址。 梁云说， 通过与周边考古材料的比

对， 目前基本可以确认撒扎干墓葬属于

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的康居文化

遗存。

2017 年 5 月至今 ， 拉巴特墓地已

发掘出 94 座小型墓葬， 出土器物数量

丰富， 有陶器、 铁制的武器和工具、 人

体装饰品三大类， 人体装饰品包括铜、

铁材质的服饰， 大量石质类的玛瑙、 青

金石等， 还有很多串饰和早期玻璃的串

珠。 发掘表明， 该墓地女性墓多出装饰

品， 男性墓多出武器。 女性的陪葬品多

于男性。 与史书中关于大月氏有女王主

事、中亚古国“贵女子”的记载相吻合。

发掘研究表明， 公元前 2 世纪末期

至公元 1 世纪前期， 在乌兹别克斯坦东

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的所谓 “北巴

克特里亚 ” 地区 ， 分布着一种共性很

强 、 面貌特征相当一致的游牧文化遗

存， 代表性遗址有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

墓地、 塔吉克斯坦贝希肯特谷地的阿鲁

克陶墓地、 图尔喀墓地等。 可以作为一

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来看待， 其年代在

大月氏西迁之后、 贵霜帝国建立之前，

与月氏在中亚的活动时间相吻合。

“这个时期， 北巴克特里亚是大月

氏直接统治的地区， 有其王庭。 大月氏

是当时北巴克特里亚的主体民族和统治

民族。 这种文化遗存与大月氏的分布范

围相吻合。” 梁云说， “这支考古学文

化的时空范围、 文化特征与西迁中亚后

的大月氏完全吻合， 应是我们寻觅多年

的大月氏的文化遗存。 拉巴特墓地和塔

吉克斯坦的贝希肯特墓地的代表性器

物， 无论是陶器、 装饰品， 还是武器，

都表现出同一种风格； 墓形和葬俗也都

完全一致， 它们应该属于同一支文化，

即月氏文化”。

“大约从公元前 2000 年的青铜时

代开始， 阿姆河北岸主要支流苏尔汉河

河谷平原地区， 一直生活着从事灌溉农

业的人群。” 王建新教授告诉记者， 作

为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一部分的早期贵

霜人是农业人群， 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初生活在这一平原。 公元前 130

年左右迁到阿姆河以北的月氏人是游牧

人群， 生活在苏尔汉河流域、 瓦赫什河

流域周边的山前地带和山间草原， “已

有的历史文献、 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表

明， 月氏人和贵霜人是不同的人群， 大

月氏对包括贵霜部在内的大夏 （巴克特

里亚） 五部实施的是间接统治， 大夏五

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 其后的贵霜王

朝是贵霜人建立的 ， 不可能是月氏人

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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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 世纪 ， 古代月氏人在匈奴和乌孙的打
击下 ， 被迫西迁中亚 ， 从而引发了张骞出使西域以
及丝绸之路全线贯通的壮举 。 对古代月氏的研究 ，

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学术课题 ， 也是世界性的
难题 。

月氏西迁前的原居地在哪里 ？ 西迁后大月氏又生
活在哪里 ？ 这是国内外学术界数百年来持续关注的月
氏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 然而， 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
遗存一直没有得到确认， 其与大夏 （巴克特里亚）、 贵
霜、 粟特等古代国家和人群的关系也难有定论。

今年 6 月 5 日 ， 在乌兹别克斯坦泰尔梅兹市举

行的中乌联合考古工作会议上 ， 中国西北大学中亚
考古队披露的最新发现令国际学术界为之振奋 。 西
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梁云教授报告说 ： “公元前 2 世
纪末期至公元 1 世纪前期 ， 在所谓的 ‘北巴克特里
亚 ’ 地区 ， 分布着一种共性很强 、 面貌特征相当一致
的游牧文化遗存 。 可以作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来
看待 。 这支考古学文化的时空范围、 文化特征与西迁中
亚后的大月氏完全吻合， 应是我们寻觅多年的大月氏的
文化遗存。 遵循惯例， 可将其命名为月氏文化。” “拉巴
特墓地的发掘以及月氏文化的认定， 对月氏的考古学探
索， 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已知点和出发点， 在学术史上具

有突破性的意义。”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主任王建新教授报告说,

初步确认古代月氏在中国境内的原居地应该是以东天山
为中心的区域， 初步认为约从公元前 500 年至前 200 年
期间 ， 生活在东天山地区的游牧人群应该是月氏人 。

“月氏人和贵霜人是不同的人群”， “贵霜王朝是贵霜人
建立的， 不可能是月氏人建立的”。

这些成果得到与会的中乌两国政府官员和考古学家
的高度评价。 近日， 王建新、 梁云两位教授再次分别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 向记者解读了团队在东天山和西天山
地区月氏研究的最新成果。

文汇报：关于月氏文化研究，目前

国内外的现状如何？

王建新： 丝绸之路考古主要的研

究资料和成果在国外，不在国内。很多

国家为此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成果。

中国学者主要做了国内丝绸之路考古

研究，走出国门的丝路研究还很少。中

国最早开始丝绸之路考古的是西北大

学的黄文弼教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开始在甘肃、新疆做研究。

要最终确认和解决国际公认的问

题， 就要把在中国境内的古代月氏的

遗存，与西迁中亚的大月氏的遗存，进

行系统对比、 互证， 包括各方面的互

证，甚至包括 DNA，需要系统的证据，

我们正在做。

通过对东、 西天山地区古代游牧

文化遗存， 以及西天山地区古代游牧

文化遗存与农耕文化遗存的系统比较

研究， 我们确认了古代月氏的考古学

文化遗存， 也有望在厘清古代月氏与

大夏（巴克特里亚）、贵霜、粟特等关系

方面， 获得全面系统的考古资料和科

学依据，在月氏研究上取得突破，发出

我们中国自己的声音！

文汇报： 我们月氏文化研究下一

步的重点是什么？

王建新： 古代月氏研究是国际历

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若干

个学界、 学科共同关注的重大学术课

题。展望未来，我们一是要通过系统证

据， 确认古代月氏人的考古遗存有哪

些，通过系统证据的呈现，使我们的认

识得到国际公认。再有，就是拿出系统

的证据， 推翻国际上的个别已有的观

点和结论，重新来做。比如，“贵霜王朝

是古代月氏人建立的”、“古代月氏人

是印欧人，用的是印欧语言”等认识，

可能会被推翻。推翻它是肯定的，只是

需要过程而已。 这是个要获得系统证

据并得到国际公认的过程。

文汇报：我国这个领域的研究，在

国际上地位如何？

王建新：就古代月氏的研究来说，

第一，我们目前在这个领域研究，掌握

了国内外的一手资料， 占了一个领先

的地位。第二，在古代游牧人群考古的

理论和方法体系上， 我们处于领先地

位。

通过这一二十年的研究， 在国际

上，我们游牧考古的理论、方法和实践

处于领先地位。 我们率先提出的游牧

聚落考古的基本思路和方法，2009 年

正式发表在《考古》上。

文汇报： 你创立的游牧聚落考古

理论和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的分布

规律研究，有哪些重大成果？

王建新： 游牧遗址的分布规律研

究是我们的突破。过去，历史文献包括

西方文献都说，游牧人的状态是“逐水

草而居，居无定所”。我们认为，游牧中

有定居， 是古代甚至是近代游牧生活

的普遍状况， 是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

族从古到今的基本生活方式， 并不是

特殊状况。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游牧民族没

有文献， 是由生活在农业国度的人写

的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的事，他们没有

生活过，看到的都是夏季场景。

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地区， 是游

牧人群的主要分布区， 纬度高、 海拔

高。 到了冬天， 所有游牧人都必须定

居， 定居的场所一般在山脉的南侧和

东南侧。 所以，冬季定居是普遍的、必

须的、永久性的，冬季的营地对游牧人

来说，夏季也使用。 夏季，青壮年都出

去放牧了，一些“老、弱、病、残、妇、孺”

便留守在这里，一年四季使用它。

夏季，一般的牧民“逐水草而居”

了， 但贵族、 部落首领和更高的统治

者， 会在夏季牧场附近建立夏季的统

治中心， 所以游牧人最高统治中心就

是王庭、 单于庭， 也有冬庭、 夏庭之

分。

文汇报： 对游牧文化和月氏文化

研究， 我们提出的理论体系有何重要

意义？

王建新： 过去研究游牧文化和月

氏文化， 国内外主要研究的是墓葬资

料，因为想当然认为没有聚落。我们提

出居住遗迹、墓葬和岩画，是古代游牧

文化聚落遗址“三位一体”的基本要素

后，就使游牧文化的研究立体化、全面

化、系统化了。

我们调查走过的地方， 都印证了

这一认识的正确。 国外一些学者由于

缺乏这一认识或认识有偏差， 在中亚

考古上给我们留下了空白点， 因此在

游牧考古领域，我们是领先的。

文汇报：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

中心未来研究有哪些重点？

王建新： 近几年主要以中亚为重

点，还要做南亚考古，包括尼泊尔、印

度、巴基斯坦。 近两三年，中亚考古可

能会有一些突破，今年到明年就会有

突破。 南亚考古跟两件事相关联，一

个是（丝绸之路）南亚廊道，另一个是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其中的考古和

遗产保护很重要。 我们建议开展“综

合科考”。

今年和明年， 我们中心要开两个

国际会议，搞两个成果展，今年 12 月，

在乌兹别克斯坦举办 “中乌联合考古

成果展”。 明年 5 月，有望在西安举办

一个“丝绸之路考古成果展”。

让月氏研究
发出中国声音

中亚苦寻大月氏，踏破天山人未老

“没有拉巴特墓地， 我们就走进死胡同啦！”

寻找大月氏
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

拉巴特墓地 M36 墓出土的金饰片。女性墓多出装饰品， 图为串珠。

考古队员在发掘清理人头骨。 （均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供图）

乌兹别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一号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