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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建
本报通讯员 赵军 楚翠萍

平阴县城南12公里处、105国道西侧有一山名
为孔子山，此山不高，但据考证，这里有曲阜以外
的唯一一处孔子教书堂遗址，因曾建有孔子庙、孔
子塑像、竖“杏坛遗响”碑，而享有盛名。

孔子三游孔子山

孔子山原名紫盖山。鲁定公七年(公元前503年)，
49岁的孔子携弟子北上，来到鲁国西北边城京兹(今
平阴县孔村镇)，授徒传教，隐居求志。相传，秋后一
日，孔子与弟子出游，忽见一山，山巅紫云笼罩，久聚
不散，孔子甚喜，曰：“山有祥云定有福地，此乃紫盖
山也！”紫盖山因此得名。

紫盖山风景优美，明代万历年间平阴知县姚宗
道这样描写山上景色：“山之巅哉！及陟降之麓，见流
水襟带於其前，文峰印墩俱呈，巧献秀於膴原之间，
奇哉，此真乾坤之隩。”据说，山上美景让孔子师徒如
痴如醉，此后孔子就移坛于紫盖山讲学。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69岁的孔子又两
次游历紫盖山。孔子第二次前往紫盖山经由水路，

《庄子·渔夫篇》写道：“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
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据明代平阴县儒
者刘敬业和张承宠考证，缁帷河就是平阴的紫柳河
(今紫柳沟子)，孔子登岸处有一土台，旁边有一棵杏
树，这里便是杏坛，后有杏坛村(今王屯村)，张承宠
夜宿杏坛村时还作诗一首：“邹鲁当年聚友生，缁帷
林下一经横。祗今风教如凫峄，入夜犹闻弦诵声。”

当年除夕，孔子又驾车来到紫盖山。传说邑人听
闻孔子的车马声，纷纷挂起灯笼为孔子照明，在路旁
点燃火堆为孔子驱寒，这叫做为圣贤“照廷”。直至今
天，平阴县仍有除夕夜在家门口点火堆，为圣贤“照
廷”的习俗。

据北宋时期编修的《名山志》记载：“紫盖山在平
阴县，上有夫子教书堂。”据考证，东汉时，山顶有杏
亭，亭内竖有“杏坛遗响”碑。北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
年)，于孔子教书堂遗址处修建孔林书院，亦称孔庙。
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知县姚宗道将孔庙从
山顶迁至山东坡。因孔庙故，紫盖山亦名孔子山。

宏伟的建筑群

经过历代重修扩建，孔子山孔庙成为长120米、
宽80米的建筑群，整体为三进大院外跨两楼，十分壮
观。

平阴县退休干部李庆余年幼时经常到庙中玩
耍，据他回忆，那时的孔庙风光旖旎，环境幽雅，苍松
翠柏，虬枝盘旋，树干苍劲，郁郁葱葱，整个院落被绿
荫遮蔽。

据平阴县杏坛文化研究会的王大庆介绍，孔子
山孔庙依山而建，大平台台阶为13级，大门、二门和

大殿平台前台阶均为9级。大门左侧是讲书楼，右
侧是奎星阁，两楼楼身并楼台高约10米。一进院内
南北各有三间廊厦式瓦房，南为过道房，为接待客
厅，北房为学堂。二进院内同样南北各有三间廊厦
式瓦房，两房內是孔子弟子及后世儒家先贤的木
主牌位，共79名。三进院内有五间大殿，殿顶脊顶
和檐角饰有龙头凤尾、飞禽走兽，殿内叠床架屋、
雕梁画栋，正中一间供孔子塑像，左右两间为颜
回、曾参、孔伋、孟轲塑像。

孔子山孔庙曾盛极一时，每逢二八月丁日为
孔子山庙会，四邻八县的人都会来此祭祀孔子，祈
求圣人恩泽。明《兖州府志》有诗曰：“紫盖郁苍苍，
孤峰标圣堂。四时谁俎豆，万仞见宫墙。圣运千年
在，风流自世长。高山多仰止，宁北旧甘棠。”《平阴
县志》也记载有赞美孔子山孔庙的诗：“紫盖山中
云树苍，传来孔子教书堂。列侯霸业烟销尽，唯有
尼丘圣泽长。”

“文革”时期，孔子山孔庙建筑群被毁。如今，
沿山路上山，看不到任何建筑遗迹，只有散落在道
路两旁的青砖、巨石以及杂草中的巨大碑座还提
醒着人们这里过往的繁华。昔日的大殿如今是一
片果园，殿前的四根青石八棱柱半掩在泥土中，果
园中一棵杏树正茁壮生长。王大庆说杏树生长的
位置便是当年孔子塑像的所在处。

三块杏坛碑

与其他地方的孔庙一样，孔子山孔庙在修建
的过程中留下了众多的碑刻，其中最著名的是三
块杏坛碑。

三块杏坛碑中最古的是隶书“杏坛遗响”碑。

关于此碑的书者有所争议，一说赵岐(公元108年—201
年)所书，另一说是文中子(公元584年—618年)所书，郦
道元(公元469年—527年)的《水经注》云：“夫子领徒
所止，狄水之间有杏坛古碑。”这说明郦道元生活的
年代“杏坛遗响”碑便已存在，因此王大庆认为碑文
出自东汉赵岐之手的说法更可靠，此碑竖立年代早
于曲阜孔庙内的杏坛碑，是中国最古老的杏坛碑。

“杏坛遗响”碑原立于孔子山山顶，万历二十四
年随孔庙一起搬迁，当时此碑已断为四截，工匠们将
其小心搬运，用铁条锔合立于孔庙门台左侧。“文革”
时期，“杏坛遗响”碑被毁，残石或者被卖，或者被用
来修水渠，只剩下一张1960年拍摄的照片，让人们可
以一睹它的容颜。

孔子山东坡长满了翠柏与杏树，林中有一片房
屋，古时称为“黉堂林子”，相传为孔子弟子所建。明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平阴知县张性诚手书“杏
坛”二字，立于此处，此碑是三座杏坛碑中唯一一座
双面刻字的，并且两面的字迹还不相同，相传为张性
诚两次所书，刻碑工匠不知如何取舍，遂一并刻上。

十二年后，孔庙便搬迁到“杏坛”碑所在处。此碑在史
籍中虽有记载，但一直未见实物，2010年，孔子山村
村委会大院施工，挖掘机从地里挖出两块石头，正是

“杏坛”碑残石，上面还有完整的“杏”字和“坛”字的
一部分，以及“大明万历十二年平阴知县关西张性诚
教谕杨林训”的落款。

在孔子山村东侧，立有一块大清“杏坛遗响”碑，
此碑为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平阴知县汪偀所书。碑
高3 . 5米、宽1 . 7米，楷书字体，据说它与山上的东汉

“杏坛遗响”碑相对，两者相距999鲁班尺。“文革”期

间，此碑亦在被毁之列，危急时刻，孔子山村一
位名叫王保甲的生产队长建议将碑用来修渠或
架桥，此碑遂幸免于难，但碑的左下角仍被砸去
一块。

“金声玉振”今犹在

孔子山孔庙内曾经有6块大匾和一副木制
长牌对联，其颜色和匾文分别是：大门外面为白
底蓝字“生民未有”；大门里是褐色底黑蓝字“斯
文在兹”；二门上为白底天蓝字“德侔天地”；大
殿门上为红底红字“与天地参”；殿内孔子塑像
阁上的大匾是黑漆底金字“金声玉振”；讲书楼
内有白底黑字“春风化雨”。大殿内孔子像两旁
为金色碎屑底天蓝色字长牌对联：“盛德同天地
马迹车尘到处春风化雨，斯文炳日星宫墙俎豆
此间即泗水泥山。”

除“金声玉振”匾外，其他的匾悉数被毁，有
的被打成了桌椅，有的直接被当柴禾烧掉。仅存
的“金声玉振”匾也是饱经沧桑，这块匾制作于
咸丰五年，曾经被生产队当做切菜的案板，又被
放入牛棚用来盛放草料，后由孔子山村村民孔
庆栖用一包烟换回保存。

进入山脚下的孔子山村，一间小卖部十分
引人注目。小卖部的墙壁被辟为一块块黑板，上
面写满了传统文化知识以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
策。这间小卖部的主任是孔子的第73代孙孔庆
栖。

上世纪70年代，孔庆栖开始收集孔子山孔
庙的遗物，碑刻、匾、磬、瓦……凡是能看到的，
他都会想方设法收集起来，他家的院子里堆满
了孔庙石刻残石，轻的用肩挑，重的就用三轮
拉。“收起来好往下传承发扬，没有了想再看就
难了，作为孔子后人，我也有责任收集这些东
西。”孔庆栖说。

用了30多年的时间，孔庆栖几乎将所有的
孔庙遗物收集全了，他说算是了却了一个心愿，
同时他又十分后悔：“早收就好了。”

如今，孔庆栖最大的心愿就是孔子山孔庙
能够早日修复，“到时我会把手上全部的东西都
捐献出来，让它们再回到孔庙。”

■ 探访齐鲁文化遗产

鲁定公七年，49岁的孔子携弟子北上，来到鲁国西北边城京兹，授徒传教。

孔子山孔庙：碑匾诉说杏坛遗响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朱紫瑛

1953年发掘郑州二里岗商代中期城址时，出土
了一部分牛骨，其中一件牛肋骨上密密麻麻地布满
了未知符号；1985年和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长安花
楼子遗址陕西龙山文化地层中，再次发掘出12片带
有神秘符号的骨头；1996年至1997年淄博文物局等
单位联合发掘的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岳石文化祭祀
器物坑，又一次发现了刻有类似符号的兽骨。

甲骨文难道不是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之前的文
字又是什么？

日前，记者采访了骨刻文发现者、山东大学美术
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听他分享骨刻文发现
的故事。

骨刻文的身世之谜

2005年，刘凤君受济南一个张姓收藏家的邀请，
去鉴定一块骨片。“我看到那个骨片上的两个字符大
吃一惊，当时就说这是早期的文字。因为这块火柴盒
大小的骨片是史前遗物，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东
西，距今四千年左右。”在这样的一块史前遗物中
发现文字，这无疑将中国最早文字出现的历史又向
前推进了一千多年，当时在场的许多收藏家都被刘
凤君的这一大胆论断吓了一跳。

刘凤君却对自己的论断十分有把握。“这些年
我一直在做中国早期文字与书法艺术研究，搜集了
大量陶器符号，这些陶器符号都是大汶口文化、仰
韶文化时期的，距今五六千年。而甲骨文最早距今
3200年左右，那这之间一千多年就是一个空白期。
但我相信这个空白期肯定不是空白，这个时期肯定
有一种文字或者一种符号起到一种承上启下的作
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甲骨文的源头。现
在看来，我当初的结论是没错的。”

近几十年，考古工作者在田野工作时经常遇到
刻有文字符号的骨片，当地群众深翻土时也挖出很
多。只是因为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多把它们
误认为是草根腐蚀或虫蛀的骨片，还有的则被认为
是自然形成的骨花。

刘凤君打趣说：“几年前，在山东省桓台县史
家遗址，一位教授捡到了一些有刻划痕迹的骨片，
大家都笑话他，说他捡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草根腐蚀
的或是虫子咬的，毫无价值，这位教授觉得脸上挂
不住就全部扔掉了。这实际上就是学界对于骨刻文
本身的一种误解。”

“我为什么就认定它是最早的文字？为什么能
够确定它不是草根腐蚀的或者是虫子咬的？”刘凤
君解释，首先，骨刻文很明显是人工刻划的，造型
讲究而且力求完美，多数都由弧线构成，深浅不
一，刻划底部大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线条流畅、
均匀且在凹线底部保有多处划痕。而虫蛀往往是一
个圆点接一个圆点，线条既不流畅也不均匀。除此
之外，草根腐蚀的痕迹往往浮于表面，线条既没有
规律，也没有深度。被腐蚀的线条底部光滑平整，
在一个水平线上，也未发现利器划痕，因此不难看
出骨刻文必是人工所做，非自然所成。

当然，也不乏早就注意到骨刻文价值的考古学
家。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著名的考古学家和鉴
定家史树青先生，生前曾对一位找他鉴定骨刻文的

赤峰收藏爱好者郝先生说：“这些东西你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但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文物，你好好
收藏着，以后会有人来找你的。”9年后，去赤
峰调查骨刻文资料的刘凤君果然找到了郝先生。

2010年11月，刘凤君把寿光市城东北角圣城
古文化遗址龙山文化晚期灰坑出土的“寿骨60”
骨刻文，送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年代测定，
确定“寿骨60”的年代距今有3700年历史，再一
次坚定了他研究骨刻文的信心。

造型各异的骨刻文

刘凤君向我们展示了近期发现的3块刻有骨
刻文的骨头。这3块骨刻文均大小不一，最大的
长约15厘米，最小的长约5厘米，形状各异。其
中最大的是一块猪下颚骨，粗壮的兽齿依然坚
固。远看，这些骨头的表面呈土黄或暗黄色，沾
有细土，但隐约可见细小纹路。拿放大镜仔细端
详，文字脉络可清晰辨识，线条刻划深浅不一，
但多呈放射状，字间大都呈无序状排列。

为证明骨刻文与虫蛀和草根腐蚀以及骨花等
骨头的根本差别，这些年刘凤君一直带领他的学
生在田野勘测，寻找各种实物标本。他也根据自
己的经验总结出了骨刻文出土的规律：一是在大
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及商代遗址中才
会发现这种骨刻文；二是一般小遗址不见，多发
现在几十万平方米以上的大遗址中，这些大遗址
有的已被确定为早期城址；三是只有在生活区边
长一百米或二百米范围内才能发现骨刻文。这说
明骨刻文虽说主要流行在龙山文化时期，但经推
测，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经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到
岳石文化和商代。

“可见，骨刻文的使用和制作不是很随便
的，它应该是政治中心或者是统治者、高层人士
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传递手段。”刘凤君说。

2011年的圣诞节，刘凤君带领两个研究生赶
往昌乐县任家河史前遗址调查，因为在这个遗址
上曾经发现过骨刻文。任家河遗址东西各有一条

河，背后是一座山，南面是一片开阔的地带，很有
利于生存，刘凤君据经验判断这肯定是一个重要的
遗址。“我们就在那里展开调查，在河沿边的陡坡
上发现了一个灰坑，稍微做了一下清理。挖了30厘
米左右，我们就挖到了骨片，两个研究生惊讶地叫
了起来。为保持原汁原味的原象，我们不断地拍
照、取证，为的就是告诉大家这是真实的，这不是
我们放进去的，的确是在灰坑里挖出来的。当我们
完成清理工作之后，小心翼翼地把骨片取出来，一
个视力很好的同学发现骨片上面有字，我当时高兴
得不得了。由于当时那个骨片是湿漉漉的，不能随
便采取措施，回来用小刷子轻轻地清理干净之后，
果然发现有五六个字。现在骨片已被送去进行年代
测定，以确定它的真实年代。”

目前，刘凤君已详细分析了一千多块骨刻文骨
片和属于骨刻文时期的8件刻字玉石器、7件刻字陶
片，约计3000多个字符。

刘凤君表示，骨刻文字体造型较为常见的有写
实物象型，主要表现的是人物和动物的行动。主干
分枝型较为特殊，其造型主要是由一根粗长主线为
基础，然后在主线的左右两侧分刻出一些短细线，
类似于树枝形。中心圆型或似圆型，此类骨刻文中

间可以是椭圆形、方形、长方形等近似圆形，
周围向外划很多密集的线条，一般可代表远古
人类对太阳的崇拜，也可指自然界一种常见痕
迹。

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

骨刻文真的是甲骨文的源头吗？
刘凤君在研究中，逐渐梳理出甲骨文和骨

刻文之间的联系。
骨刻文与甲骨文意义相近。大体上都属于

指事、象形和会意系统。但骨刻文更为明显，
具备书画同源的特点。

现在发现商代甲骨文的地方都能够找到骨
刻文，虽然二者处于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层之
中，但足以证明甲骨文和骨刻文两者间的地域
性关联非常密切。2003年大辛庄遗址在商代晚
期地层之中出土过甲骨文。一个遗址的商代中
晚期地层同时出土骨刻文和甲骨文，而且风格
特点的源流传承关系较为明显，更说明了骨刻
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

早期的骨刻文作为记事的比较多，发展到
距今3300年到3500年的时候，它的祭祀现象已
经十分普遍，甚至出现了宗教占卜痕迹。“我
们发现的‘龙骨2’是一块动物的肩胛骨，其
正面上部排列着几个刻凿的长方形槽，槽内底
有明显的烧灼痕。肩胛骨下部刻划了几个文字
符号。在骨头上凿槽烧灼的占卜祭祀活动，可
能起源的更早一些，但占卜祭祀之后，把占卜
祭祀的内容和结果用文字符号刻划在同一块骨
头上，‘龙骨2’应是目前所见较早的实物，
显得弥足珍贵，并且为甲骨文直接继承。”刘
凤君说。

既然骨刻文与甲骨文二者如此相像，骨刻
文会不会就是甲骨文呢？

对此，刘凤君表示，骨刻文与甲骨文
虽然联系密切，但仍有一定区别。

甲骨文的物质媒介多为牛的肩胛骨和
龟板；骨刻文则较为杂、乱，在猪骨、牛
骨、羊骨、鹿骨、象骨甚至于人骨上都有
发现。甲骨文常用于占卜之事，多为王室
文字；骨刻文占卜、记事均有，可能带有
一定的社会生活属性，因此多为普通百姓
使用。甲骨文多为王室所用，往往使用金
属道具刻画而成，因此线条多数圆滑、笔
直；骨刻文多数使用石质工作刻划而成，
所以弧线、圆线、曲线较多。甲骨文已是
六书具备的成熟文字，但骨刻文的六书不
全，前期仅包括了指事字和象形字，处于
文字产生的初始阶段。

另外，商代的甲骨文主要集中在济南
和安阳一带，周代的甲骨文出现在陕西扶
风县；骨刻文则出现在黄河流域、辽河流
域、淮河流域。所以说骨刻文在距今3300
年到4600年之间的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
辽河流域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骨刻文解读任务艰巨

刘凤君非常重视骨刻文的解读工作。
他说：“发现一种古文字很重要，把它释读
出来同样重要。因为只有释读出来，才能得
知古人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刘凤君坦言：

“在2009年之前，我已经解读了十几个字，
有尧、舜、龙、凤、豕、犬、鹿、人、鸟、狩猎等。
后来我发现骨刻文解读的问题还应该好好
地琢磨琢磨。这不是一个人的工作，亦不是
一时半刻的工作，是十几年甚至于一个世
纪或更长时间的工作。”

刘凤君说：“解读骨刻文应该科学
地、严格地按照三个步骤进行：首先要仔
细观察一块骨头上保存下来的文字组合情
况，按组合解读较科学，尽量避免单独解
读；其次是如果把骨刻文描成书写字，必
须一丝不苟，严格按照原造型、原笔划、
字与字之间的原布局描写成书写体；最后
是解读，解读要和古人思维接轨，要追寻
古人的原始的认识境界，而不是按现代人
的认识去解读。”

刘凤君总结前人的解读经验，认为释
读骨刻文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种，即考古
类比直读图像解型法、历史考据法、指事
组合破译法、与甲骨文金文比较顺读法和
彝文比较解读法。刘凤君介绍说：“以上
五种方法在运用的时候，很少单独运用，
经常是以某一种方法为主，配合其它一种
或几种共同解释一个字或一个词组，这是
科学的解读法。”

经过多年的努力，刘凤君已出版《骨刻
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骨刻文
发现与研究丛书·寿光骨刻文》和《骨刻文
发现与研究丛书·龙山骨刻文》三本骨刻文
专著。尽管骨刻文的身份在学界还存有争
议，但刘凤君始终不曾放弃。

被遗忘的中国最早文字

□ 本报记者 王 建

孔庙作为祭祀孔子和宣扬教化的重
要建筑，曾经遍布中国大大小小的城
市。一座城市一般只有一座孔庙，而平
阴县有三座孔庙，除了位于孔子讲学处
的孔子山孔庙，还有县学文庙和东阿镇
孔庙。

平阴县学文庙位于旧县城东南隅，
新县城府前街的西端，始建于北宋元符
年间 ( 1098年—1110年 )。县学文庙旧称
“学宫”，据《平阴县志》记载：“学
宫，旧在城西北隅，宋元符间，知县虞
芹，因地洼下迁东南隅。”历经元、
明、清各代修葺扩建，形成了规模宏大
的古代建筑群。

平阴县学文庙，坐北向南，南北长
l98米，东西宽80米，占地1 . 3公顷。建筑
布局分三路：中轴线上自南向北有棂星
门、大成门、大成殿、明伦堂等。东侧
建有忠义祠、名宦祠、文昌庙、三代
宫、东斋。西侧有节孝祠、西斋。四周
砖砌花墙，前有柏林照壁，后有林园花
圃，石碑林立，庭院井然。

主体建筑大成殿，是一座单檐歇山
顶木石结构建筑。大殿面阔5间长22米，
进深3间宽1 l米，高1 1 . 8米，斗拱式建
筑，重梁起架，歇山式九脊顶，上覆琉
璃瓦。大殿正面有6根八棱高浮雕盘龙石
柱，配以云朵，十分精美，柱下为仰覆
莲圆柱础。殿内金柱8根，泥柱10根，金
柱高5米有余，柱下是鼓径方形石柱础；
金柱上承五架梁，四周檐部均有巨大的
重昂五彩镏金斗拱。室内的木构架及隔
扇均刷红色油漆，大殿东西北三面为檐
墙，墙体抹红灰，殿内地面铺有方砖。
殿前设有方形月台，月台东、西、南三
面设踏步，共五步。整个建筑群布局合
理，宏伟壮观。

平阴县学文庙1981年被平阴县人民
政府公布为平阴县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1995年济南市政府公布为济南市
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底省
人民政府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东阿镇孔庙原为老东阿县的县学文
庙。东阿镇位于平阴县西南部，是济
南、聊城、泰安、济宁四市交界处，是
一座历史古城。春秋时期为谷邑，曾为
齐相管仲之食邑；秦代称谷城；明朝洪
武八年(1375年)始为东阿县驻地。新中国
成立前夕，因行政区划变革，东阿县城
驻地移往铜城，原址则划归平阴县而成
为一个镇，老东阿县县学文庙也便成了
平阴县的第三座孔庙。东阿镇孔庙在
“文革”期间被毁，棂星门至今尚存，
背面刻有“太和元气”四个大字。

·相关链接·

平阴的三座孔庙

孔子山孔庙复原图

东汉“杏坛遗响”碑照片，摄于1960年。

金声玉振木匾.

发现的骨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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