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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档热映的动画电影《姜
子牙》给观众呈现了一个和传统
印象中不太一样的姜子牙———
身为神界静虚宫的大弟子，姜子
牙一战成名，但为了求一个公
道，却放弃成为众神之长的机
会，蛰伏十年终得偿所愿。我们
以往了解的姜子牙，大多是通过
明代传奇小说《封神演义》或其
演绎作品，而史书中的姜子牙有
着另一番风采。

首先，姜子牙的名字就不简
单——— 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
尊称太公望，号飞熊——— 这常常
被作为解析“姓氏”的经典案例。

在秦汉以前，“姓氏”包含
“姓”和“氏”两层意思。同一个
“姓”随着后代开枝散叶，会细分
出不同的“氏”来。姜子牙姓姜，
其先祖曾做四岳之官，辅佐夏禹
治水有功，被封在吕地，所以他
的氏为吕。

姜子牙的出生地有两种说
法，一说是东海之滨，另一说在
牧野之地。史书中关于姜子牙的
记载，最年轻的记录也到他50岁
时了。《韩诗外传》说：“吕望行年
五十，卖食棘，年七十，居于朝
歌。”这说明姜子牙50岁以后确
实穷困，以贩卖小吃为生。虽然
生活穷困，但他一直在学习天文
地理、军事谋略等，期待有朝一
日实现抱负。

姜子牙的人生转折点是“渭
水垂钓”———“昔吕尚年八十，钓
于渭滨，文王载之以归，拜为尚
父，卒定周鼎。”姜子牙在渭水边
垂钓，当地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奇
人。渐渐地这事就传到了周文王
姬昌的耳朵中。周文王这时正在
筹划进攻商朝的大业，暗自认为
姜子牙定然不是等闲之辈，亲自
带人去拜访姜子牙，两人一见如
故。《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
在渭水见到姜子牙时，说祖父太
公曾经说有圣人入周，周就会兴
盛，您就是这圣人吧？太公“望”您
很久了！于是尊称他为“太公望”。

《史记·周本纪》还记载了“飞
熊”这个号的来历。周文王遇见姜
子牙前带队出猎，曾占卜到自己
这趟得到的“非龙非影(螭)，非虎
非黑”，而是霸王的辅佐。不过这
个“非黑”被误传为“飞熊”了，后
来元代《武王伐纣平话》，就说文
王梦见一只长着双翼的老虎，儿
子周公解梦说这就是飞熊，所以
姜子牙在后世有了飞熊的别号。

岐周在姬昌的祖父时还是
一个为吃喝发愁的小部落，后来
搬家到岐山脚下才得以安稳发
展。姬昌的父亲武力鼎盛，四处
征伐，得到了西方的方伯之位。
但是在经济文化方面，他们与中
原的殷商还是差得远。因此，见
多识广的姜子牙，对于岐周来说
就无比重要了。

在姜子牙的主持下，岐周实
行农人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
税，八家各分私田百亩。大小官吏
都有分地，子孙承袭，作为俸禄等
经济政策。这规范了井田制，促进
了生产的发展，为岐周崛起打下
了经济基础。对外他主张事殷商
以恭顺，用来麻痹纣王，暗自却积

极扩张势力拉拢邻国，实现了周
文王的三分天下有其二。

这些改革后来都随着西周
建立推广至全国，成为礼法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春秋战
国，在礼法制度的废墟上又兴起
了诸子百家，所以儒、道、法、兵、
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
尊为“百家宗师”。

虽然周文王尽心筹划自己的
人生大业，但是最后还是含恨而
终。留下了自己的儿子继承其事
业，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周武王。周
武王的谋略并不输父亲，而姜子
牙依然在其身边辅佐。武王为表
示敬重，将其尊称为“师尚父”。

周武王准备好讨伐纣王，事
先占卜结果为凶。但是姜子牙力
主出兵，姬发顺从了他的意见，出
兵在牧野与纣王的军队相遇。姜
子牙其实就是这场战事的总指
挥，因为他不但一手打造了岐周
的政治军事，他还了解东方的地
形与军队情况。反观纣王的军队，
商人的主力还在东方镇压东夷，
而牧野之战是仓促应战，兵员不
足只能驱赶大量奴隶进入战场。
最后这些奴隶纷纷倒戈一击，帮
助岐周军队杀入了朝歌城。纣王
引火自焚，殷商就此覆灭。

灭商后，周公旦负责政治管
理，姜子牙则继续带着军队扫平
不屈服的殷商军队。战事暂时平
息以后，姜子牙获得了齐国封
地。姜子牙到齐国就封后，五个
月就完成了建国，这在当时分封
的各大诸侯国中是最快的。

姜子牙到达齐国主要做了
四件事，第一件是打败来犯的莱
夷人。第二件是诛杀司寇营汤和
当地“贤人”狂矞、华士兄弟。第
三件是顺其风俗，简化礼仪。第
四件是开放工商业，开通与中原
国家的商路。

姜子牙这四件事，一方面打
压了当地蛮夷势力，为建国开创
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一方面诛杀
当地官员和“贤人”，宣示了对当
地土著的统治权。最后顺应当地
人的风俗，并开放工商业打通与
内地诸侯国的商道，为当地人争
取了实际的贸易利益。

姜子牙在齐国的时候，修明
政事，顺其风俗，简化礼仪，开放
工商之业，发展渔业盐业优势，
因而人民多归附齐国，齐成为大
国。这也为山东日后的经济文化
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齐国的开国形势稳定之后，
姜子牙交给自己的三儿子丘穆公
驻守。自己则与大儿子齐丁公姜
伋在周朝首都镐京任职。后来纣
王的儿子武庚发起三监之乱，姜
子牙再次带兵配合周公旦平定了
叛乱。其中，齐丁公还带着一队偏
师灭掉了河东的古唐国，后唐国
被分封给姜子牙的小外孙唐叔
虞，这就是后来的晋国。到了周康
王六年，姜子牙卒于周首都镐京。
其大儿子齐丁公继续辅佐周康
王，成为仅次于首辅召公奭的次
辅，继承了姜子牙的爵位和遗志。

姜子牙一生沉浮，做过屠牛
小贩，也主政过一国一朝。他人
生的丰富性暂且不谈，单是他留
给后世的财富就是取之不尽的，
比如追认他为始祖的诸子百家。
尤其是在兵学领域，中国古代的
兵论、兵法、兵书、战策、战术等
一整套的军事理论学说，就其最
早发端、形成体系、构成学说来
说，都始自齐国，源自太公，所以
说太公为兵家宗师、齐国兵圣、
中国武祖是当之无愧的。

在唐宋以前，姜子牙被历代
皇帝和历代典籍尊为兵家鼻祖、
武圣，唐肃宗封姜子牙为武成王，
武庙就是来源于武成王庙的简
称。宋真宗时，又封姜子牙为昭烈
武成王。到了元代，民间对姜子牙
增加了一些神话传说。到明代万
历年间，许仲琳创作了《封神演
义》小说，从此，姜子牙由人变成
了神，并且为民间广为信奉。

□云韶

10月10日，洛阳考古博物馆正
式开馆。这座考古遗址博物馆位于
隋唐洛阳城遗址南城墙西段，展陈
面积约3000平方米，由洛阳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负责建设、管理并陈列。
在该馆下沉式遗址展示区，可以看
到洛阳多个朝代遗留的城墙遗迹。

“日后还会推出到考古现场参观等
体验活动，让广大群众更直观地了
解考古知识，培养考古兴趣。”洛阳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保管信息中心副
主任侯秀敏说。从这段话中，我们可
以看到洛阳这家考古博物馆与其他
博物馆的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让
考古走向大众。

“考古”这一名词，在汉语中出
现得很早，如北宋时期的学者吕大
临就曾著《考古图》(1092年)一书，但
当时所谓的“考古”，仅限于对一些
传世的青铜器和石刻等物的搜集和
整理，与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含义
有很大的区别。现在一般认为，考古
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
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
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学科。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曾
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
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
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是数千
年生物和文化历史的产物，我们祖
先所经历的一切，影响着我们的每
一个想法，每一个行动，对我们的生
存至关重要。

人类了解历史需要桥梁。一般
来说，学习历史有两个途径，一是古
籍，但是这对人的能力要求比较高，
必须掌握一定的文言文知识才能读
懂。二则是考古遗址及其所出土的
文物，人们借此可以直观地了解历
史上发生的事情。正因为如此，考古
学的价值便不仅仅是学术研究，还
担负着教育公众的责任。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很长
一段时间，考古学都被视为“冷门”，
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去研究、去了
解。考古学被人“忽视”，固然与一部
分人戴着有色眼镜有关，但考古学缺
乏走进公众的途径也是一个重要因
素。现在我们了解文物，基本上是通
过博物馆。但如今的博物馆，以历史
博物馆为主。相对而言，考古遗迹博
物馆与考古学的关系较为密切。

我国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出现在
20世纪50年代。1951年冬，时任中国
科学院副院长的著名气象学家竺可
桢教授到周口店遗址参观，提议在
此建立一个正式的陈列馆，以展示
周口店的研究成果。竺可桢的建议
迅速得到支持，1953年春，中国科学
院拨专款1万元在周口店遗址开始
筹建古人类陈列馆。同年9月21日，
面积300平米的“中国猿人陈列馆”
正式建成并于当日对公众开放，这
是我国第一个考古遗址博物馆。

自此之后，我国考古遗迹遗址
博物馆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北京
定陵博物馆、宝鸡北首岭遗址陈列
馆、乾陵博物馆相继建成。改革开放
后，各地纷纷建立考古遗迹博物馆，
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不
过，无论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还
是殷墟博物苑，虽然介绍了不少考
古学方面的知识，但是终究不成体

系，人们很难掌握。
有鉴于此，考古学界萌生了建

立专门考古博物馆的想法。洛阳这
家遗址型考古博物馆，便是国内首
家考古博物馆。据洛阳市文物局介
绍，洛阳考古博物馆是一座面向社
会公众展示洛阳历年考古成果的
综合性场馆，秉承发掘、保护、展
示、研究的初心，持续展示洛阳最
新考古成果，开展考古体验、研学
活动，打造洛阳新的文化高地和考
古文化交流窗口。根据报道，洛阳考
古博物馆设置了考古体验区的“考
古秘境”，目前已开放“史前水母”

“霓裳羽衣”“牡丹灯会”等主题区
域。游客在此可以领略到考古学的
魅力。

除了洛阳这家考古博物馆之
外，陕西也在西安筹建考古博物馆。
根据其官网介绍，该博物馆内部按
照科研和展示相结合的原则，分设

“一馆五中心”，包括了考古博物馆、
科技考古中心、资料信息中心、公众
考古中心、后勤动力中心及科研中
心。陕西考古博物馆将与陕西省历
史类、遗址类专题博物馆构成良好
的互补效应，室内陈列将通过多种
手段集中展示考古学家如何通过丰
富的地下物质遗存，来解读辉煌的
中国古代文明，以弘扬传统文化，增
强文化自信。室外展览将与景观融
为一体，以真实的古代人类遗迹、模
拟考古及考古标本展示来解读考古
学家探索古代文明的方法及过程，
鼓励公众参与，让“小众的知识变为
大众的文化”。陕西考古博物馆预计
在2021年向公众开放。

这两座博物馆的设立，对于考
古学来说意义非凡。这些年来，考古
学界一直在提倡“公众考古”的理
念，其使用语境与文化资源考古直
接相关，包括文化资源管理合规过
程、考古教育、公众阐释等行为，其
发生场所有学校、公园、博物馆等，
包括考古行为中所有与公众互动的
内容或可能存在互动潜力的内容。

我国很多考古工作者认为，考
古行业应当改变从考古“本位”出发
来对待公众的态度，应当努力去满
足公众的教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
需求。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考古工
作者渐渐走出了“象牙塔”，考古学
也逐步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这几年，
图书出版，考古类书籍越来越畅销；
文化旅游，博物馆成为很多游客必
去的打卡地；每一次重大考古发现，
都成为社会的热议话题。前两年热
播的《国家宝藏》，更是证明了“公众
考古”理念的正确性和可能性。

考古博物馆的设立，则是为“公
众考古”又添了一把火。人们通过参
观考古博物馆，不仅学习到了考古
知识，还会了解考古人员的工作，考
古工作本身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社
会支持，与此同时，人们的民族自豪
感和文化自信也会得到满足。

不过，人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虽然“公众考古”理念很火爆，考古
博物馆备受舆论推崇，但是考古学
走进大众的道路还是不平坦。前不
久，湖南一名高考生因填报了北大
考古系引起了轩然大波，足见人们
对考古学还是存在很深的偏见。这
表明，若想让考古学“飞入寻常百姓
家”，考古工作人员还有很多工作需
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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