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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姜健 张继才

淄博市临淄区敬仲镇白兔丘村，位于临淄
城区北部约十公里处，淄博的母亲河淄河从村
东流过。沿着河西岸一条土路南行，几分钟
后，一个绿植环绕的院落里，出现了一座郁郁
葱葱的“山丘”，高大的汉白玉石像、密密麻
麻的碑林、路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碑石，都在告诉世人，这里就是高傒墓。

高傒，字白兔，谥号敬仲，又称高子，春
秋时期齐国上卿。他身历四朝，拥立了两位齐
国国君，辅佐齐桓公成就了春秋首霸大业，是
个在齐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笔墨的忠贞之臣。

监国上卿明大义
辅佐小白成国君

高傒，生于公元前728年，是春秋时期齐国
缔造者姜太公的后代，属于齐国的贵族。他还
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当时周天子赐封的齐国监
国上卿，这是一个地位比后代宰相还要高的官
职。《春秋左传杜注》记载：“国子，高子，
天子所命，为齐守臣，皆为上卿。”在春秋时
期，各诸侯国的上卿都由周天子任命，肩负着
守国的重任，有点类似现在的中央特派员。这
里说的高子就是高傒，国子则指国懿仲。

据史料记载，齐襄公在位期间，荒淫无道，政
令无常。因为担心遭到杀害，所以就由管仲伺奉
齐襄公的二弟公子纠，去了纠母的国家鲁国避
难。同样是为了避难，由鲍叔牙侍奉齐襄公的三
弟公子小白，去了小白母亲的国家莒国。

齐襄公十二年（公元前686年），在葵丘驻守
的大臣连称、管至父，因为齐襄公不按照约定派
人替换他们回都城怀恨在心，勾结同样对齐襄公
怀恨在心的齐僖公侄子公孙无知，策划叛乱。这
年12月，齐襄公到姑棼游玩，在沛丘打猎的时候，
因为受到野猪的惊吓，从车上掉下来摔伤了脚。
公孙无知和连称、管至父等人听说齐襄公受伤，
便率领手下袭击了齐襄公的住所。将齐襄公杀害
后，公孙无知自立为国君。

公孙无知更是昏庸，再加上自立之事名不
正 、言不顺，最终引起了公愤。自立的第二
年，也就是公元前685年春天，公孙无知到雍林
游玩的时候，被雍林人偷袭杀死。

国不可一日无君。公孙无知死后，大臣们
就商量着立君之事。潜心研究齐文化多年的高
氏后裔高洪智告诉我们，依照周礼祖制，客居
鲁国的公子纠是第一继承人，然而，齐国的使
臣去了鲁国，并没把公子纠请回来，反而是带
回来鲁国的一封信，大概内容是鲁国索要铜
铁、匠工和土地若干等，当作鲁国抚养公子纠
多年的报酬。

铜铁、匠工和土地，都是当时国家最重要
的东西，身为监国上卿的高傒无权、也不能同
意这件事。于是，他和国懿仲暗中安排使者去
莒国请公子小白回国。鲁国听说以后，也派兵
送公子纠回国，同时派管仲带兵，在莒国到齐
国必经之路上堵截公子小白。两兵交战，管仲
一箭射中了小白的衣带钩，小白假装倒地而
死，随后躲在帐篷车里日夜兼程赶回了齐国，
并在国懿仲、高傒两大齐国贵族的支持下成为
国君，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齐桓公。

而在得到管仲射中小白的“捷报”后，鲁国护
送公子纠的队伍放慢了前进速度，六天后才到了
齐国，此时小白早已成为国君。愤怒的鲁庄公和
公子纠并不甘心失败，组织了大军向齐国杀来。
在这紧急关头，齐国上下意见不一，有的要迎战，
有的要迁都，危难时刻，高傒挺身而出，力主迎
战，并亲自指挥大军，将鲁国大军打得溃不成军，
使近万鲁军成了瓮中之鳖，迫使鲁庄公向齐国妥
协，并满足了齐桓公提出的所有条件，包括处死
公子纠，交出管仲等。

改革治齐佐桓公
春秋首霸有其功

众所周知，齐桓公继位之后，不计前嫌拜
管仲为相，君臣同心，励精图治。而高傒在辅
佐齐桓公继位之后，在辅助齐桓公和管仲进行
改革治齐的过程中，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桓公既得管
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
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
人皆说。”

管仲治理齐国的一项重大内政改革就是实
行了“叁其国而五其鄙”的政策。“国”就是
国都及其郊区，“叁其国”就是把“国”划分
成二十一乡，工商乡六个，士（农）乡十五
个。《国语·齐语》记载：“士商十五乡，公
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
高傒在齐国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鄙”就是乡村，“伍其鄙”就是规定三
十家为一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设一卒
帅；十卒为一乡，设一乡帅；三乡为一县，设
一县帅；十县为一属，设一大夫。全国乡村共
分五属，分别由五个大夫管理。

内政改革之后，管仲认为，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人才的推荐、选拔和任用。按照规定，五
大夫每年正月例行向齐桓公报告属内治绩，负
责推荐贤能。官吏采用选举制度，推举贤能，
人才由乡长向上进贤、长官书伐考评、桓公亲
自策向，称为“三选”。地方官吏如果埋没压
制人才，治以“蔽贤”“蔽明”之罪。

齐国对于人才的考察 、管理都有具体分
工，职责明确，标准清楚。《管子·大匡》记
载：“高子识工贾之有善者。”“令高子进工
贾，应于父兄、事长养老、承事敬，行此三者
为上举，得二者，为次，得一者，为下。”还
告诉高傒说：“工匠 、商人，出入不顺于父
兄，接受任务不严肃对待，而违背老人、行事
诡诈，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凡是对父兄无
过，州里称赞的，官吏应该举荐，国君即行任
用，做得好也无赏，有过也无罚。但官吏应荐
不荐，则废除其职务。对父兄虽然无过，但州
里无人称赞的，官吏举荐，国君也可任用，好
的给上赏，不好则官吏受罚。”《国语·齐语》
则记载：“国子 、高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
里，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就这样，由
高傒 、国懿仲总管，齐国加强治理，层层负
责，哪怕一个普通的人做了好事，也可以得到
表扬，做了坏事，也要受到处分。

高傒是掌管齐国军政大权的上卿，在齐国
军政改革、建立完整的军事体制中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齐桓公强调寓兵于农，规定国都中五
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
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
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
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
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
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
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二千人，二千人为一
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
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乡帅，卿
也。国子、高子皆齐上卿，各帅五乡，为左、
右军”。《管子·小匡》则记载：“国设三军，
有中军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

这样一来，齐国百姓就和军队组织紧密结
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提高
军队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
徙，团结居住，做到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
就辨别出是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
大家就能认识。齐国兵力迅速增强。

相机行事平鲁难
忠义存心留英名

高傒不仅对内主军、主政，对外也曾代表
齐桓公安定鲁国之乱并称盟诸侯。

齐桓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62年），鲁庄公
去世后，鲁国发生了争夺君位的内战。鲁庄公
的庶兄庆父杀死了鲁君公子般，立公子启为
君，也就是鲁闵公。齐桓公二十六年，庆父又
欲自立为君，派大夫杀死了鲁闵公，鲁国由此
大乱，史称“庆父之乱”。齐国派大夫仲孙湫
到鲁国慰问，仲孙湫回来后报告齐桓公说：
“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齐桓公二十七年冬，高傒奉齐桓公之命，带
“南阳之甲”3000余人，到鲁国帮助安邦定国，拥
立了鲁僖公即位，还帮鲁国修复了鲁国都城从鹿
门到争门的城防，稳定了鲁国的政局。《公羊传》
记载：“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存
鲁……鲁人至今以为美谈，犹望高子也。”“犹望
高子”的典故就由来于此。

对此，《春秋谷梁传》评曰：“高子能深
执忠臣之义，勉其君以霸。因事制宜，立僖公
而盟之，鲁国遂安。以此见，权在高子。高子
之为人臣，忠也，从义不从命矣。”意思是
说，高傒平鲁乱立僖公而安鲁，是奉命行事；
但盟会以礼当是诸侯国君主间或由君主授权人
的事，高子未得桓公授权“立僖公则盟之”，

与盟是违礼的。然而《春秋谷梁传》却没有指
责他违礼，而称之谓“因事制宜”，这样做对
安鲁更有利，并能睦邻，是“从义不从命”之
举。由此可知，高傒在齐国位之高、权之重，
而其“深执忠臣之义”之心更甚，从而得到了
桓公的信任、国人的拥护和历史的赞许。

公元前647年，周天子以管仲攘戎扶周的勋
功，欲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谦谢道：“齐
国天子二守国、高在”，只接受下卿之礼，可
见高傒在齐国的崇高威望和其重要的地位。

老骥伏枥显神威
再拥齐国立国君

齐桓公四十三年，高傒已是85岁高龄的老
人，本是在家颐养天年的年纪，偏偏齐国又出
现了动荡，历史再一次将他推到了前台。

这一年，做了43年齐国国君的齐桓公也已
经73岁了，而且病得卧床不起，齐桓公晚年宠
信的宦官寺人貂和厨师易牙心生叛意，派兵把
守住宫门，对外只说是齐桓公要清静，不耐烦
与人说话，不准任何人进宫问安。过了三天，
齐桓公还没死，两人就把伺侯齐桓公的宫人，
不论男女，一概赶出来，在卧室四周垒起三丈
多高的围墙，墙底下只留一个小口子，像狗洞
一般。每到夜里派一个小丫头钻进去打探一下
齐桓公的生死。最终，一代霸主被活活饿死。

得知齐桓公已死的消息，两人马上和齐桓
公的长子公子无亏勾结起来，不顾齐桓公生前
选定的继承人是三子公子昭，伪称齐桓公遗旨
改立公子无亏为君，结果遭到了高傒的极力反
对。由于高傒带头反对，朝中的国氏、管氏、
鲍氏、隰氏等大臣也都纷纷响应，集体抵制二
人另立的公子无亏。寺人貂和易牙恼羞成怒，
干脆实行兵变，直接在朝上指挥侍卫对大臣们
进行攻击，十几个不服气的大臣被杀，还有不
少人受伤。高傒由于威望太高，叛军怕引起众
怒而有所顾忌，因此没有遭到毒手。

见势不妙，高傒只得另作打算。原来，齐桓公
晚年虽宠信奸佞，但是在齐国，他最相信的还是
当年把他扶上国君位子的上卿高傒，于是他就将
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公子昭托付给了高傒。当年葵
丘会盟的时候，齐桓公就和宋襄公有过协议，一
旦双方国内有叛乱发生，可相互帮助镇压，而当
时，公子昭已经是定好的继承人。所以当公子昭
不能顺利继承国君的时候，宋襄公就有义务帮助
公子昭继承君位。于是，高傒安排公子昭出城向
宋国求助，自己则在齐国作内应。

送走公子昭后，都城临淄并没有平静下
来。齐桓公其他的三个儿子见公子无亏不遵守
王命而要自己做国君，都不服气，奸臣开方听
说寺人貂和易牙立公子无亏做国君，就对公子
潘说：“太子昭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无亏凭
什么做国君？难道你就不应该当国君吗？”公
子潘就和开方把早就准备好的家丁全部集中起
来，占领了右殿，叫人通知各位大臣来这儿承
认公子潘是国君。公子商人得知了这个情况，
也赶紧跑过去跟公子元说：“我们都是先君的
儿子，齐国的江山也有咱们的份，无亏和潘为
了争做国君，现在打起来了，难道咱哥俩就不
该做国君？我看咱们得赶快去占住左殿，通知
大臣们来咱们这儿开会，或者你做国君，或者
我做国君，谁打咱们，咱们就跟谁打。退一万
步说，也得把齐国分成四份，各分一份。”公
子元认为很有道理，两人就带上自己的家丁占
住了左殿。一霎时，哥儿四个你打我，我打
他，他打你，乱哄哄地一齐开了仗，一直打了
67天。齐桓公的尸身发了臭，也没有哪个儿子
去管。

这时，高傒实在忍不住了，他不顾劝阻，
冒着生命危险，前去痛骂这四个只知道争国君
位而不管父亲尸首的混账公子，这才把公子们
骂醒，于是四个人又都去抢着给父亲发丧，结

果又变成了四个公子抢尸首。最后公子无亏抢
到了齐桓公的尸体，他刚刚草草把齐桓公埋
葬，公子昭就搬来了宋国大军。这时齐国四个
公子才罢兵言和，决定先打退公子昭和宋军之
后再来解决内部问题。

高傒听到公子昭搬来救兵的消息后非常高
兴，于是就设鸿门宴杀了寺人貂，然后召集国
氏、管氏、鲍氏、隰氏等大臣，联合起来带兵
攻打王宫，里应外合，把公子昭迎进城。

最后，易牙逃亡鲁国，人们将怒火烧向了
公子无亏，公子无亏成了替罪羊战死，其他人
投降。这次夺储之战，公子昭在高傒的帮助下
成为齐国国君，也就是后来的齐孝公。这也是
高傒最后一次在齐国发挥他的影响力。

百姓众力堆坟茔
高氏子遍布四海

齐孝公六年（公元前637年），高傒逝世，
谥号敬仲，葬于齐国都城临淄以北十公里处。
高傒墓东靠淄水，西临齐燕大道，南览齐都临
淄，北临齐北接燕地之平原，以示来往燕、戎
之商客，也表国人之敬畏。

由于高傒的一生对齐国以及整个周朝都产
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他的帮助下，不仅立
了两个齐国国君，还帮助鲁国立过国君，民众
对他的评价甚高。据说，他的墓就是当年老百
姓自发用衣服兜土堆起来的。

因高傒号白兔，故其墓也叫白兔丘。高傒
乃天子命卿，在齐桓公时期，其权位仅次于国
君，故去世后丧葬崇隆，驻有大批卫士护墓，
这些卫士带家属定居墓北，世代相沿，久而久
之，形成了一个村落——— 白兔丘村。据村碑记
载，白兔丘村，“周代立村”。而白兔丘村所
在的乡镇，也被人们称为敬仲乡。

1958年，敬仲乡被临淄县人民政府命名为
敬仲人民公社，1982年又更名为敬仲镇，而高
傒墓也早已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临淄墓群中的重要墓葬之一。上世纪七十年
代，白兔丘附近还出土了一件重要文物“高子
戈”——— 当年高傒部队车战中使用的一种曲头
进攻性青铜兵器，上有阴文“高子戈”三字，
现藏于齐国历史博物馆。

高傒是高姓、卢姓、柴姓的祖先。据《广韵》所
载，姜太公六世孙齐文公的次子受封于高邑（今
山东禹城，或说河南省高县 、山东省邹平县东
北），称为公子高，也就是高傒的爷爷。高傒以他
爷爷的封邑高为姓氏，他和他的一部分子孙于是
就都姓高了。高傒后来因迎立齐桓公有功，被齐
桓公赐食邑于卢（今山东省长清县西南），所以他
的一部分子孙后代以卢地为姓，此为卢姓的由
来。柴姓的祖先是高傒的十世孙、孔子七十二贤
弟子之一高柴，高柴的孙子柴举，以祖父的名字
“柴”为姓，世代相传。

高傒逝世后，其子孙世袭上卿之职，并兼
守国之重任。春秋末战国初年，田氏代姜，高
氏在齐国的政治地位完全丧失，高氏纷纷出走
齐地，迁居到南越、楚国、鲁国、赵国等地，
而渤海高氏已经成为当今高姓族群中最庞大的
一支。

目前，据民间族谱统计，湘 、鄂 、川 、
赣、皖、滇、苏、豫等省都有明确记载为渤海
高氏名人后裔的家族，粤东、港台和海外泰、
马、新等地区和国家，均有高氏后裔生活。

如今，在高氏后人的努力下，高傒墓及周
边已经建成了中华高傒文化园。2016年10月15
日，第四届世界高姓宗亲会在中华高傒文化园
举行祭祖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余名高氏
后裔到场，共同缅怀这位在齐国历史上留下浓
重笔墨的先人。

■ 齐鲁名士

公元前647年，周天子以管仲攘戎扶周的勋功，欲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谦谢道“齐国天子二守国、高在”，

只接受下卿之礼，可见高傒在齐国的崇高威望和其重要的地位。

高傒：春秋首霸背后的忠贞之臣

□ 陈巨慧 张继才 崔立来

在齐文化博物馆内，展示着一件国家一级
文物——— 春秋时期青铜兵器高子戈，出土于淄
博市临淄区敬仲镇白兔丘村高傒墓附近，高傒
后裔、中华高傒文化园管理委员会主任高洪智
是当年高子戈的发现者之一。

1970年春节前，高洪智刚好15岁。那天是
农历腊月二十四，学校放寒假的第一天，他和
高洪俊、崔庆明同学三人一大早就凑到一起，
到村东几十米外的淄河边玩耍。

时值腊月，河面早已结了冰，冰面在清晨阳
光的照射下闪耀着银亮的光，景色十分迷人。三
人沿河崖堤坡而下，顺着河边走了几十米远，高
洪智忽然被脚下一个看上去很稀奇的小物件吸
引住了。“那是一个形似'小贝壳'的物件，很好看，
好像是实心的，拿在手上有一定的重量，用它在
砖面上划，能留下明显痕迹。”高洪智说。

这让高洪智他们三个感到很好奇，从小在
淄河边上长大的他们，确信这个“小贝壳”绝
不是淄河里的产物。好奇的高洪智又在小物件
四周寻找着，试图发现点什么。很快，不远处
崖壁上的一块异常泥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意
识到“小贝壳”的来源应该就在这崖壁上，便
起身向崖壁奔去，果真看到崖壁上有个似露非

露、像个坛子一样的东西。
高洪智招呼另外两个同学，一起攀上崖壁察

看，发现的确是个残缺不全的“土陶罐”，而且陶
罐还被几近风化的崖土盖住了一大部分，露在外
面的部分也已严重风化，残缺不全。从破损处能
看到，里面还有不少“小贝壳”，和他手中的一模
一样。他判断，手中的这枚“小贝壳”绝对是从这
土陶罐中滚落下去的。

随后，他们找来树枝、瓦片等，用力把土
陶罐挖了出来。由于陶罐早已风化，随着崖土
的破碎碎成了几大片，罐子里的“小贝壳”也
随着挖掘出的崖土散落了下来。他们三个还有
些不甘心，就在陶罐四周继续寻找。

突然，一块看似不大的青色泥块引起了高
洪智的注意，用树枝掘出青色土块，去掉外边
的覆盖的泥土，一个连体的铜环出现在他的眼
前。“连体铜环一头是大环，直径在5厘米左
右，一头是小环，直径在3厘米左右，两环之间
有四五厘米长的连接体，呈‘○―○’型相
接。随后，在我们三人的合力挖掘下，又发现
了6节类似的铜环，其中有一节铜环的大环还套
在一段骨头上。这时我们三人几乎同时意识
到，这里可能是一个死人的墓穴。大家不由地
有些毛骨悚然，我们毕竟还是十五六岁的孩子
啊，在墓穴旁感到恐惧也是很正常的。”

他们定了定神，稍作休息，本想抓紧回家，但
好奇心和捡铜卖铜换零花钱的诱惑，驱使他们继
续挖了下去。没成想，不到一顿饭的功夫，他们又
挖出了9件青铜物件，其中有一把没有剑鞘的青
铜剑，被他们不小心从剑柄根部弄断了。

经过一个早上的挖掘，又累又饿的三人便
急匆匆地收起挖出的战利品回家去了。在他们
回家吃饭的时候，一个比他们小的孩子用镐头
把宝剑的剑柄刨走了。

在他们挖掘的那些青铜器中，还有一件完
整的器物，因为常从连环画上看到过一种叫
“戟”的兵器，虽然这件东西不是“戟”的形
状，但高洪智他们还是给它起了个“铜戟头”
的名字。“在我的记忆中，此物件总长在20厘
米左右，在直刀刃的侧面又延展出约8厘米的刀
刃，铜戟头的宽面还有看不清的字迹。”

高洪智他们把挖掘来的那些“废铜”全部
放在了高洪俊家，并商量好饭后一起到废品收
购站去卖掉换钱。饭后，他们三人一同来到白
兔丘收购站，什么话也没说，就把所有的“废
铜”都放在了秤盘上等待收购员称重。“记得
收购员的名字叫常兆禧，他并没有急着给我们
称重，先是问我们从哪儿搞的这些废铜来卖，
之后又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毫无隐瞒地把事
情的经过向他说了个究竟。老常也没多说什

么，称重后给了我们5 . 97元钱。当时我们很高
兴也很激动，也没有人去问是多重、价格是多
少，接过钱就往回走。我跟高洪俊每人分了
2 . 00元，崔庆明分得1 . 97元，三人都很高兴，
毕竟发了个意外之大财。腊月二十六是白兔丘
大集，我用分得的钱买了一大盘爆仗、两支最
长的礼花，高兴地过了个不寻常的好年。”

至于他们从崖壁上掘出的那些 “小贝
壳” ，高洪俊家大人以为，既然收购站不收
购，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又因快到春节了，忌
讳是死人堆里来的东西，会给家人带来晦气，
就把它们都扔到村外的垃圾场去了。

“我从小就有个毛病，就是遇到好奇的事
总想问个究竟，要不然就睡不好觉。这年春节
过后不久，我从村外的垃圾场中又找回了几枚
‘小贝壳'，在水里洗刷干净后放在了窗台上，
本意是等机会再让别人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东
西，究竟干什么用的。后来听说我们村崔元良
的父亲很有学问，我拿着它们来到崔元良的
家。”高洪智说。

论辈分高洪智要管崔元良的父亲叫大爷
爷，当讲述完发现“小贝壳”和那些青铜器的
全部经过后，这位大爷爷接过他手上的“小贝
壳”，仔细端详了好大一会儿说：“根据你说
的情况，那些青铜器中像戟头的东西和那把剑

应该都是兵器，那些套着骨头的连体铜环应该
是一种刑具或者是一种叫马嚼子的东西，至于
那些铜套或铜箍样的物件，因为没见到具体实
物，我也不好说是些什么东西。”

大爷爷又在手中掂了掂“小贝壳”说道：“这
种贝壳来自于深海中，在先秦时期是用这种海贝
来当钱用的，古书上称它是‘贝币’，这都是几千
年的事了。”当时高洪智并不能完全听懂大爷爷
的那番话，只是很佩服老人家，觉得他是个很有
学问的人。

就这样，转瞬十余载。1986年10月的一
天，高洪智和东营来的几位朋友到齐国故城遗
址博物馆参观，在展台上看到了春秋时代青铜
兵器——— 高子戈。高洪智心里一阵狂喜：这不
是当年我们三个同学掘出的“铜戟头”吗？
“我看得非常仔细，文物下方的标签上清晰地
写着：春秋早期兵器——— 高子戈，1970年出土
于白兔丘村高傒墓附近。”

激动之余，高洪智自豪地对朋友说：“这
件文物就是我们发掘出来的！”当时，在场的
朋友以及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向他投来了疑
惑不解的目光。

曾经担任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馆长的杨英
吉回忆说，因为临淄地下埋藏着大量的文物，
当时负责文物收集工作的临淄区文化馆，经常
会安排工作人员到废品收购站查看废品中有没
有意外流出的文物，高子戈就是这样被从废品
中发现的，工作人员还从收购员口中了解到了
高子戈的发现经过。“一开始并没有发现铭
文，拿回来清洗后文字才显露出来。”

1973年，临淄区文物管理所成立后，包括
高子戈在内的文物全部被移交给文物管理部
门。1982年8月，经山东省文物主管部门认定
为全国一级文物。1985年，齐国故城遗址博物
馆建成后，高子戈被放进博物馆，供世人欣
赏。后并入齐文化博物馆。

·相关链接·

春秋高子戈出土纪实

中华高傒文化园里的高徯墓

高傒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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