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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衣即把许多四角穿有小

孔的i*H剐目盘丝、镕墼、锕

丝等缉蠕起米制作成韵女葬硷

服。史料中玉丧的记载最早见于

日汉刘欹的(西衷袅Z’，“汊

镕送M《珠糯i匣．Ⅲ形如铠

甲，连Ⅸ盍缕“．目盘缝i采．

所di丧R称。i匣。畦“i

押’．‘后及书礼倥志，女彝

。诸侯王、列侯、蛄封责^、o

主甍．皆令睹目§、i柙银缓．

太贵人、长公主铜缨6。i表g

专为羁识时期皇％取诸候i等±

届杈贵特制的，依等缳分为§绻

i衣、银缕主表．镕缕玉衣、＆

磐玉表普几种。墟年卑堂目各地

也陆续发掘了一批出有i袁的&

代墓葬．基主身份多为±、±

月、侯等，如河|t满城汉基MI、

M2，Ⅻ北邯郸郎村汉纂．Ⅱ苏

口扛甘亲M2，山幕济宁肖I庄波

基，珂南淮月北关M等。

Ⅸ代±衣形制美目，质量±

乖、制作技术成熟、精湛，但其

形成必然有其产生＆*的过程·

‘g＆g秋节丧篡'Z&。音球

鳞施6目“吉珠1施于口内．

4鳞施’册船于身±，即用玉*

t盎目R如鱼鳞般施于身±：商

同、两识时期．有在琵者睑部疆

“缀iⅢ幕、身±敢m冁玉衣服

的习俗．如E出±的山西∞录音

侯墓地战国缀玉疆面⋯、棘州子

唐山基地mⅡ徐州目楼山墓地西

&玉i罩”1、山幕临行!旋刘缸

基中的j衣套”等．学界基本认

定i表是由。目i面幕’和。缀

i衣服1发月日束．{“i衣”

的产生育一定的滞源“．也有^

认为它舸就是“玉丧4的肇彤

可“说玉表的形制发￡＆历了M

i覆面一玉i罩一玉衣套一玉表

的过程．

安搬音山县凌家滩遗址

07M23墓主人身±覆盖韵太t

i、石器，锟可能是捉代成熟玉

衰更早的雏形，i表的形成应该

gm了一十玉、石混台阶段．其

年代可追糯§新5器时代晚Ⅻ．

从“T几个方i加d推断：

■()幕上身份方向

07M239±身份高贵．担力

庞丈．与捏代玉丧圭^为目&杈

贵相一致。

首先．从墓葬所处位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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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墓主^地位的R赫。

407M23位}基地的南郝偏东大

致￡祭￡东南位置，靠近祭坛Ⅲ

∞。这|￡凌家碓摹№的棱一oE

域”，墓葬布局与祭坛的远近显i

基主^身*的高怔．这H#多新i

8时代m址中e碍到证实．

其衣+07M23＆±7大量高规

镕j礼#和神器．如戡、环璜、

块镯骚i龟、i警等．另外，其

墓口填±上E还放t有一件用纯^

#形成的i料雕刻■政的壁选88公

R的E型野猪(圉一)。镕在当时

№镕《n为＆财g与杈力的象征．

E湖北^璃、渐Ⅱ河姆瞌、大汶口

文化、目山文化中都发觋有猪的形

象这一E形i猪的出璁． 。Ⅱ昝

￡用来表明墓i人的地位，是财富

和担∞的敛征1． ‘墓主有目能￡

茧长、★Ⅲ司之类的&镕、军事和

神投领袖1。凌i滩遗址÷

07M23Ⅱ其他基算中郡出土了女量

的镀(目=-圈三)．锥也2墓主

^高舞地位的象《。浙Ⅱ采杭

1986年裳掘出土的＆渚文化反m墓

地中 多数制作糟良的i镶襻是发

Ⅸf一些贵族墓葬中“(国四)。

钱耀鹧先生认为：。一般照葬芹键

的i肄规模相对较太．T仅葬^等

4葬设施T同寻常．躏舞￡数量&

质t也部相对较好。⋯‘07M23中
^il键、5馘的出m向样袭明T

墓主人身份高贵，当量子贵族．

07M23内既有象Ⅱ杈力、地

口、身份、财富的高规格礼器．伺

对R存在i凿、5锛之凳的劳动I

其。有学右“为这与当时*处的历

史时期南关当时悬原始社宝向奴

隶#垂过渣时期贫富分化P重．

阶级产生．但此时的首领目拥有财

i，但仍}能完±T劳Ⅲ获．因

此，&他的墓葬中靛有#觋蝌■权

力的i礼器．也有反映重视劳动、

”l黻嚣滋=
＆n目i*∞^t H#“Ⅲ{

i审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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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农n±P的5锛、i凿．学者

的这#说*E说明 早期的4i

衣”材质尚处fi5％自阶段。

■ r 1 K、f，*n臻故·#

批Ⅱ⋯

07M23中j、5器的有序排

列．初#。j衣’《拙-

07M23＆±遗物扳为丰富

共计330件．99 06％为i、i器。

t器200件有璜、块、日、镯

等，*$较集中．5器97件．m

锯、凿、钮为主．*形较★．磨制

精美。玉、五嚣极’数i于棺外

^多数堆聃于棺内．棺内玉、5器

的排列并T是凌乱地随俚放置．而

￡i现‘人形4育序排列5器中

数量报多的石锛．“较集中地排列

在{坑＆鄂．占*了大目分g域，

￡本t都￡刃口帮北．南n§向排

列，东目并排放量5件圣4件#有

7排，￡使用&逮。．＆掘人＆推

测．4可能g￡^下葬时就赦在石

锛上面”(圉i)，这些石锛蚀平

＆为墓主^傲T一层身T铺垫．Ⅲ

墓主^身±，则覆盖了多件玉质和

5质的键，4i旗着居多．±要H

布基主±身酃位．位于腰部HT的

g形较★，也有少量旗置在墓坑Ⅸ

蝌。位}墓主身体中线上的铽基本

上W口朝靶，中线东西两侧的镶则

∞口H别嘲冉东、ii有个别钺W

能靠近棺t，棺木腐朽目跌落到坑

内并的谴±’(圄^)．速gi、

石镀排列有序．似乎X《l主^身

上做了一&覆盖。棺内其他的i、

石器也都镕鼎^体＆i。墓±^*

部摆放着精美的I环、i镯、玉m

苷．墓主^胸前攉放着十多件i

璜．￡#靠近两臂位t各放IO阵i

镪．T盥都攘放着3个{知何用建

的半圆箍Ⅳ器+Ⅲ韵底部并排放i

i酱形嚣R竖i向上摆放着i

女、t#等等。这gi、i8∞此

⋯■

穹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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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月≈％积t羹±^身体±T&

身体各部位明显2i目2月。

07M23[{a出目的遮一现象绝

非偶％可能}人们在当时条件

T*存意识的行为。有学者“

为．这样的捧列蕴i着丰l的末

#、文他内i．证胡凌家滩i月

始社会晚期．葬礼制E在彤成2

中．规制目&mAP格．但a＆

膏了一2的规《，t样镕放应该

￡与当时的信仰、R俗等有芒

系。果真如此．它W能就￡一*

t在萌芽、Ⅳ戚之中的“i衣’

葬制．

■ 【j)1，汉代t农儿存扮

}e他莽T娄掣

Ⅸi随葬由来已久i汊代

时．葬i规格更高种娄更多

有些在随葬i衣的目时．Ⅱ会随

葬#他类型的葬玉 比如i镕、

i握、九窍塞、i枕、玄璧和镶

玉棺等。07M23中球4排列紧凑

而密集．局∞层层叠Ⅱ”的i、

5器所组成∞。玉丧”2*，亦

出m了&代葬j中发现的弛奘菲

j．虽然仅仅*韧目端傀．也}

过是汉代葬i礼制中某粪葬t的

雏形．并目有些迂Ⅲi质∞非i

质．但它们的出m显i了§时葬

礼制发&的&矗．也女大增§7

当时‘玉衣1镕形存在韵可能

性。

1玉握凌家雄盘化中出±

了很多象征9∞。地位、财富的

玉璞(圉t、n．九)．

07M23中&#近墓主胸部位i出

±有10f@i璜，}为自半目形，

胸部右佣竖着放置f件．#采均在

脚前纵向有序排W。

中目葬玉伴制中．握十死者

手中的葬玉为i握 &代#见镕

形玉握(圈十)．月先辜以前多

mi璜为玉握+这在学#e＆定

论。07M23＆土i璜位十女±№口

i1E}“附m￡作为∞日■jEi

捏．但遗目能是i握的早期g态

随着时。t目目镕的变化im∞镕

趋位*＆萁作用有T《*．目束＆

R为j担．如i汊中山靖I刘胜的

月}中就各担一件璜形玉器．由m

日知．i璃应谊是先秦之后才发展

＆为i握的。

2玄●葬玉礼制中，摹±∞

胸和目背通常成组放置一种E鹫

深姆色硪青色是Ⅱ者升禾的一种

礼j“．如越王姜中荽主头顶身

下、脚底放t有雕龙i蟹，预示着

曼魂在龙的引导下通过“壁r】。麒

利升^*目”’(目十一)。

07M23中m璁有1件翠绿色的j毓

(隔十=)，靠*墓主头部位i．

±i育t小T^的M十管钻目孔．

＆面温淘光亮其颜色接近十；

壁，也有钻于L可H理解为墓主人

灵魂升*的通道．类似fi鼙曲怍

月。月外，随葬玄璧通常威组并有

一{∞排列顺序．=|ii07M23中出±

有IO件扁{目群i璜．放置十墓主

胸部位置，其中9件在胸前蹦向有

序排列．B*用的是璜i非量．Ⅲ

其功用应谆等同于或熟的葬i礼制

中i￡舯功用．

■(趔)砣切．钻孔技术的

应川

0 7 M 2 3&同遗址内的

07M19、07M20出土的★量i、

5睾上可d发现明＆的砣”和管拈

癀迹．表明当时i器制作技术e经

报先进．并存在一定规模的玉器专

门加I蟠所．羞家滩遗址内发现的

址大面积的嚣块分布场所就可能

与制作玉、石器有差。

07M1 9、07M'20中出土的

i、5器÷有许多较小的玉饰耳、

璃等以及^量残碎小i科和∞I后

的m角料，每件边角科的§个i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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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奇}同的切割&＆日辨认＆有

钱切割、陀Ⅻ割、S”割等t i#

的∞Igd《切技术女i逢寡m

&m的i器}i±往往会见到目Ⅺ

Ⅲ#*口∞E_}刀《m．&日出霍$

滩遗t％i技术的创新Ⅻ进#表

明5300年前逸g的古代先民B＆

隼先使用T砣∞I艺&术·

07M23中．差主头部位目擅i右

20多件i环．器件较扁薄．内壁有

钻孔痕迹孔径小者仅02厘米，

B部E÷位Em目的1件玉龟和2伴

i自社扁日形器ⅨⅡ#他的随葬器

％盘口i镀、{链、}签、5璧等上

i也都有钻n或两i州％．嘘单

i管钻．小而精致≈Hgi＆自

时管钻技术的高超水平。砣∞和钻

n技术的出Ⅸ为新石器时R“i

《’的制作提*了最基$的技女可

能。■■—■■■—-
安徽凌隶镕07M23中出±的

。{衣”并#&代i表早∞雏g的

孤证全国多个地方曲新5器肘n

晚期遗址中．也出±了粪似i在或

i衣譬形的随葬S，如。ii

表。、疆面、鼹罩等．开盅7。i

表“麓葬的先河．呈现出}期t

表舳％Ⅳ。目此“*学者a经有

了很多辜i豹Ⅵ究和论Ⅱ

f一)日g^墩}遗址中&现有

把i"放置在服《内用作眼罩的作

法．目县女墩}镕址#十大渡口文

化时期的遗m《令约6000年左

右《当}新5器时代跷期．张玉

和李国安先生据此认为，在距夸

6000年左右的新5器时代晚期

人们赣B经有了为逝者鬟盖身体或

身体某一部位韵思想意识”。

仁：l良音文化R山10号★摹中

出土一i牌饰(目十!) 《寺

50004{☆ ※目$先生“为

其功月与洛阳中州镕发掘的}独战

”堋毹艘甜糟赠嘎

研竞探索l 圈

娄试日

杌±氏"*鄙状缎目形认衙墓n对g文存南但．文可时＆

5表时周埠代发个黄矗

_含

很Ⅲ为．Ⅱ＆时M

i十形别李的们推m引

就前。卑

衡南此嚣引

新j嚣自目汉的一引睬

■徽

=星ⅫH《∞舯d㈨"M"¨Ⅻ林m㈣∞㈣∞％n：嚣”蝴#^∞辆㈦

％％辆“裥盯n黜Ⅲm

_№

j

m肌雅年m桁狂鲰体种或m始对怖文蚌∞选魏。

．局的说化的础

女7在R期E问i骓曹

■，

∞女对醐鼬化‰旺的身各衣．月息蛳南磕2

月有说日晨t文化擗．#R葬．时发期．1卧，■速¨镕钉jl邶№”獬“"¨Ⅻ：；：ⅫM㈨咻㈣锕¨Ⅷ㈣㈣㈣”％∞n警．蝴∞Ⅶ％M¨∽躲㈨m㈣lⅫ嚣燃㈣瓣㈣器糍燃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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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遗址中07M23§主的高贵身份．随葬

玉、5器摆放的”^。字形状，随葬有玉握

Ⅱ相当}玄t作用的i钝，＆现制作i采所

需i的最摹本的技术砣日和钻孔m&新i8

时代晚期墓拜中所出±的同类“i衣” i

疆i等诸方i来i，Ⅸ及专家学者的相*研

究．靳5器时代晚期出现i表雏*￡完±目

Ⅸ肯定舶t

当#凌聿滩遗t＆现的砣切和钻孔拄

术￡当时^们*58Ⅻ玉g的制作m逐渐探

索发目出来的．{时的^力物力“Ⅱ技术部

很有隔．远远比Tt汉代j衣制作挂术的先

进与完美．T蘸将‘H进行精m的镕料*

片、打孔、抛№等多道I序也还没有穿缱

成衣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意识．蛊此．

07M23【Ia出±的仅仅￡排列成衣而非穿线成

丧的。i表6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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