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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astern Territory”here refers to the present—day Shandong area
，
which was completely 

ruled by the Shang Culture in the early Shang Dynasty．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the Shang Culture declined and 

the aboriginal cultures got developing．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after conquering the Shang Dynasty
， 

King Wu began to enfeoff aristocrats of his own royal clan and marriage clans，which were mainly that of the Ji 

and Jiang Families，and members of the royal clan of the downfallen Shang Dynasty，in the “Eastern Territory ” ； 

at the same time，the Zhou court started punitive expeditions against the aboriginals，in order to establish 

govemance in this territory．To the late Westem Zhou Dynasty，the Zhou court spread the Zhou Culture to the 

entire “Eastern Territory”through a series of ritual reforms
，
and the aboriginal nobles also accepted the rule of 

the Zhou Dynasty．From this time on，the historic pattern of the governance of the Zhou Culture in the “Eastern 

Territory” was finally form ed
． 

西周王朝通过周初的分封，开始了国家 

化的道路，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就包括周文 

化进入 “东土”lll，并随着周王朝统治力量 

的强大，不断确立在东土的统治地位。此前 

学界对于 “东土”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商时期 

以及商文化的进退上，对于西周时期周文化 

在该地 区的演进问题涉及较少【2]。本文在梳 

理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结合金文和传世文 

献材料，讨论西周王朝国家化历程中周文化 

的统治地位在 “东土”的确立过程，并尝试 

重建这一时期 “东土”的历史态势。同时， 

希望本文研究涉及的西周王朝的国家化历 

程、统治政策的变化与统治秩序的确立、封 

国疆域与区域政治等，对于学界相关问题的 

研究能有所裨益。 

一

、 商代 “东土”的文化态势 

在周文化进入山东地区之前， “东土” 

一 直是商文化的分布区。商文化与土著文化 

此消彼长，构成了西周之前该地区的主要文 

化态势。 

(一 )早商时期商文化的分布 

山东地区在二里冈下层文化时期，还属 

于岳石文化固守的地区。但是在进人二里冈 

上层文化之后，山东地区也和其他大部分地 

区一样，开始受到商文化的入侵。在鲁南的 

前掌大 、北辛I 、尹家城 、南关I 、天齐 

庙 、潘庙 等遗址均发现有典型的商文化 

遗存。而这其中，前掌大遗址的等级似乎最 

高，在遗址中心及其周围的吕楼、大康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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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辈、觚、爵这样的铜礼器l9】。此外，鲁 

西南的安丘蝈堆遗址也发现有此时期典型的 

商文化遗存 。]。鲁东南商文化的进入要略晚 

于以上两个地区，据新近发表的材料，费县 

曹车遗址、苍山刘家堡、菖南虎园水库、沂 

源东安故城等都散见白家庄上层至殷墟文化 

一 期的商文化遗物⋯】。商文化既能控制鲁南 

地区，向西北挺进至沂水流域并非不可能。 

鲁北地区此时期材料最丰富的是大辛庄 

遗址，该遗址经过多次发掘，出土了大批遗 

物 。本阶段，大辛庄遗址似乎一直是商文化 

在鲁北的中心统治区。从二里冈上层文化阶 

段到殷墟文化一期，一直如此。2010年发掘的 

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的M139，出土有14件铜 

器，除鼎、基、壶等外，还出有大型铜钺和 

已知最早的一件铜觯 。其西的茌平南陈庄 

遗址也有此时期典型的商文化陶器发现口 ， 

其东的桓台前埠遗址、唐山遗址n 以及近海 

的阳信李屋遗址[1卅亦发现有相当于殷墟文化 
一 期的遗存。关于商文化分布的东界 ，王恩 

田先生曾指出可至青州的萧家遗址_】 。 

(二)晚商时期商文化的进退 

鲁南地区此时的商文化遗存开始减少， 

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的遗存还有发现，殷墟 

文化三期、四期的遗存已十分稀少，特别是 

可明确为殷墟文化四期的遗存几乎不见。此 

前遗物还比较丰富的尹家城遗址、天齐庙遗 

址和南关遗址均不见晚商遗存。潘庙遗址有 
一 些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或略晚时期的陶 

器 ，更晚的器形并未发现。前掌大遗址只有 

居址材料中还出有少量殷墟文化二期 、三期 

的陶器 叫和个别铜器 ，明确相当于殷墟文 

化四期的器物基本不见。凤凰台遗址有少量 

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或略晚时期的遗存 ]。 

泗水流域原定在商末的一批遗址 ，已有学 

者指出其年代下限均可进入西周 ”。不仅如 

此，我们还认为其中位于鲁南的遗址基本均 

是西周早期的而非商末。鲁西南的安丘垌堆 

遗址仍有少量本阶段遗物的发现，但是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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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殷墟文化四期的器物都是地层所出，无 

明确单位。据鬲、赢等器物足部绳纹已经到 

底的特征看，这些器物的年代可能已经进入 

西周，也就是说安丘垌堆遗址并没有殷墟文 

化四期典型单位的发现。有学者近年对殷墟 

所出商王朝征夷方的甲骨文，特别是帝辛十 

祀的大规模征夷军事行动考证后，明确指出 

属第五期的 b辞所见夷方与山东岛夷并无多 

大联系，其所指应为淮北l2 】。而考古所见， 

鲁南地区在殷墟文化晚期以前还是商王朝的 

东南边界，但是从殷墟文化三期开始遗址凋 

零，至殷墟文化四期已不属商王朝的地界。 

鲁北地区的情况与鲁南有所不同。首 

先，商文化在控制范围未缩小的前提下 ， 

统治还有所加强。就在青州苏埠屯墓地 ， 

出现了晚商除殷墟商王陵之外的唯一一座 

四条墓道大墓【2 ，墓中出土的大型铜钺上有 

族徽 “亚醌”，墓主很可能是商王在东土任 

命的具有军事统率权的君长，商王朝依仗其 

来抵御夷人的西进，从而确保对渤海沿岸和 

莱州湾盐业的占有。苏埠屯墓地的存在也说 

明此时期商文化依然没有真正跨过潍河，与 

上一阶段基本维持在同一边界。其次，鲁北 

与商王朝联系更加紧密，并出现许多族徽铜 

器，族系关系复杂。大辛庄遗址继续繁盛， 

仍然有此阶段铜器墓的发现，并发现有族徽 

“毂 ”。就在距大辛庄不远 ，济南市区的 

刘家庄发现有晚商时期的墓地，出土有族徽 

“役”[24]o长清区的小屯遗址1957年发现一 

批青铜器，其中卣、觯都是殷墟文化四期的 

器形，卣上有铭 “举祖辛禹亚预”[251，出现 

了复合族徽 “举” “亚预”。苏埠屯墓地M1 

出有族徽 “亚醌”，M8的铜容器上有族徽 

“融”L2 ，1931年出土的铜器铭文有 “葚” 

氏【2 。潍坊后邓村清理了一座残墓，出土铜 

卣、觯 、爵有族徽 “ )_u门”[281。在前一 

阶段有商文化遗存分布的桓台，此时期也有 

史家遗址的发现。该遗址除有环壕、房基、 

水井等居址材料外 ，还清理过几座墓葬， 



出土的商代铜容器上有族徽 “举”、“鱼”、 

“箕”等曙 。而在比桓台更靠北的滨州兰家 

遗址也发现了此时期的陶器和铜器材料，1 

件铜卣上还有族徽 “甾”[301e惠民大郭遗址 

发现一座墓葬，出土的铜铙、方彝、戈上有 

族徽 “戎”[31]0再次，遗址数量众多，并出 

现一批与盐业有关的遗址群。除内陆的章丘 

城子崖口 、邹平台头和东台遗址 、寿光桑 

家庄遗址 41、桓台前埠、唐山等遗址 ，近海 

还有刘集遗址群、北赵遗址群、坡家庄遗址 

群、南河崖遗址群、东北坞遗址群、大荒北 

央遗址群、双王城遗址群、王家庄遗址群、 

央子遗址群等一批盐业遗址群口 。以上说明 

晚商时期商王朝在其他地区全面退缩的情况 

下，依然保持了对鲁北地区的重点控制。 

鲁东南地区只有沂水信家庄发现有铜 

觚、爵和陶簋各1件 】，由于发表的图片不清 

晰，大致判断铜觚、爵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 

前后，陶簋为本地文化的产物。有学者新近 

公布该地区晚商遗存28处【3 ，但依旧罕见典 

型的商文化陶片，出土铜器除费县双丘遗址 

采集的铜爵可早至晚商外，其余可能均已晚 

至西周早期。从区域系统调查的材料看，鲁 

东南此时期可能是以土著文化为主I ]，也就 

是说此时期商文化在鲁东南地区的影响已明 

显衰退。胶东半岛是以珍珠门H叫和芝水二期 

遗存 为代表的夷文化控制区，其与鲁北的 

商文化以潍水为界，东西对峙。 

二、西周前期 “东土"的历史 
格蜀 

周初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周 

人灭商，周革殷命成为天下共主，于是整个 

“东土”的历史格局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由于以 “小邦周”而取天下，武王灭商 

之后即大举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室。现已知分 

封于鲁南地区可与考古材料相印证的有鲁国 

和滕国，据 《左传》记载均为 “文之昭也”， 

为姬姓封国。在滕州的庄里西墓地发现有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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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铜器_4 ，这里也被认定为滕国的墓地。就 

在其附近还发现滕国故城 ，因此庄里西一 

带为滕国的始封地所在。西周前期的鲁国遗 

存还未发现，但是在兖州李官发现有 “索 

氏”铜器I圳，由于文献明确记载 “索氏”为 

周初封于鲁的 “殷民六族”之一，西周后期 

的鲁故城内也分区埋葬着殷遗民墓葬和周人 

墓葬，因此鲁国的始封地极有可能就在现 

今兖州范围内。而见于文献的封于鲁西南的 

曹、成I5、郜等封国也都与鲁、滕类似，均为 

姬姓封国。在封建亲戚之外 ，周王朝还采取 

了另外一种措施巩固统治，即册封殷遗民贵 

族。不仅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还将 

商末叛商投周的贵族加以册封。如文献中所 

记封箕子于朝鲜，封微子于宋；墙盘记载的 

对微氏烈祖的任命，以及考古发现册封于泾 

阳高家堡的殷遗民大族戈氏等。而鲁南地区 

的前掌大墓地也正是此类性质的遗存，大约 

在商末，殷商大族—— “史”氏鉴于商纣无 

道，可能和其他大族一样叛商投周，在周初 

重新得到了周王朝的册封，并被委以重任镇 

守此地[4 。由于在商末，鲁南地区已经不属 

于商文化的控制区，因此周王朝很顺利地分 

封鲁、滕等姬姓封国，册封 “史”族至此， 

控制了鲁南地区。 

目前所见西周早期偏早阶段鲁北地区 

的周文化陶器 ，在考古学上虽不能细化到 

“段”的差别，但是可以感觉时代略晚于鲁 

南西周最早阶段的周文化陶器。这是因为周 

王朝对于鲁北地区的控制是在另一件重大军 

事举措后才基本完成的。 

在周初，由于周王朝刚刚取得天下，东 

夷叛乱不断。鲁北在晚商时期又是商王朝重 

点控制的地区，族际关系复杂，并且是商王 

朝盐业的主要供给区。因此，成王时期周王 

朝对此地进行了大举征讨。除文献记载外， 

还有成王时期涉及伐东夷的塑方鼎、旅鼎、 

保卣等铭文可以佐证。其中塑方鼎谈及翦灭 

“蓥”、 “薄姑”的战事，旅鼎、保卣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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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 “伐反夷年”和 “及东国五侯”之事。 

因此之前兴盛的遗址都迅速由盛转衰，苏埠 

屯墓地不再见到带墓道大墓，大辛庄或可延 

续至西周，但遗存数量已急剧减少，马安墓 

地 卅的墓葬数量同样急剧减少。齐国的分封 

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发生的。分封以征伐见长 

的太公至此，目的就是为了稳 固 “东土”的 

局势，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东夷。从目前的 

考古发现看 ，昌乐、青州 、章丘、济南 、 

淄JI『一带都有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周式陶器的 

出现，临淄大城东北部的东古村村北还发 

现有数件西周初年的铜车马器；临淄河崖头 

发现三座西周早中期之际的铜器墓，其中1 

件陶簋的底部还有 “侯”字H 】。所以营丘的 

范围可能也就在北到临淄、南到淄川、西至 

济南、东至昌乐这样一个大致的范围以内。 

此外，在茎国故地，齐国最晚在西周早期偏 

晚阶段设立了边防。太公封庶子于此地，并 

筑一座小城保护贵族墓葬和祭祀区l4 。鉴于 

如此严密的防守，西周前期齐国的北界可能 

也就大致在此。至于影响所及，滨州甚至庆 

云、乐陵一带也在其范围之内 。而就在齐 

国之西 ，有 “逢”国在西周前期一直居此， 

其墓地发现于济阳刘台子口 ，所以齐围的西 

北界也不逾济阳一带。关于齐国的东界目前 

无法确定，但是即便是影响范围，也不可能 

越过前一阶段商、夷对峙的潍河流域。文献 

记载中，齐国在分封之初就有 “莱侯来伐， 

与之争营丘”的事件。从考古学文化上看， 

在西周早期更多的也是夷文化对于鲁北地区 

的影响 ，这种影响直到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才 

减弱。胶东半岛晚商时期是传统的夷文化固 

守的地区，在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周文化对其 

地的影响还比较有限，表现在物质文化上只 

是绳纹装饰的出现，典型的周式陶器基本不 

见。这也涉及到胶东半岛地区历史格局转变 

的时间问题。 

晚商时期夷人势力强大，在西周早期 

仍不断反叛。在康、昭时期的铜器铭文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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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关于继续征伐东夷的记载，如鲁侯尊 

“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袁鼎 “王令遣捷 

东反夷”、小臣谜簋 “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 

夷”、保员簋 “晕伐东夷”、蜜鼎 “惟王伐 

东夷”的记载。以上部分铜器的器形虽可 

晚至昭王时期，但是铜器铭文多为追述 ，这 

些事件的发生可能多在康王时期。铭文所提 

“东夷”，由于此时鲁北内陆地区已分封有 

齐国，可能多指胶东半岛的夷人部族。从考 

古材料看，胶东半岛典型周文化因素的出现 

也是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这在归城遗址表 

现得最为明显 “，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开始出 

现铜器墓 。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有小刘庄 、姜 

家 、庄头l5 铜器墓的发现，小刘庄墓出土的 

启尊、启卣记载随昭王南征之事，可见至迟 

在昭王时期，胶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已纳入 

了周王朝版图之内，其上层统治者是接受周 

王朝统治的，此时期的归城遗址可能就是文 

献中的莱 国所在。这种统治 ，还可东至海边 

的威海和荣成地区，此地同样有西周早期偏 

晚铜器墓的发现I”]。而胶县西庵西周早期车 

马坑和西周中期偏早阶段铜器墓的发现 ， 

一 方面说明周王朝对于胶东半岛的控制已向 

南扩展至此地；另一方面说明鲁东南大部分 

地区可能在西周前期不属周王朝的控制地 

带，北边周文化因素的侵入要绕经鲁北才能 

迫近鲁东南地区，西边则只能通过鲁南地区 

东进至苍山附近。 

目前鲁东南只有兰陵东高尧发现有铜器 

和族徽【5 ，原简报将这批铜器的时代定在商 

代，但从出土铜觑、簋、尊的彤制看，都是 

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的器形，出土的细体铜觯 

多见于西周早期的丰镐地区但在殷墟罕见。 

同样的情况还有平邑洼子地、兰陵密家岭、 

兰陵晒米城遗址_5 ，出土的铜器应该都是西 

周早期偏早阶段的。平邑毗邻鲁文化分布 

区，兰陵晒米城在滕州史国东南，并出土有 

“史”铭铜器残片，说明周王朝的势力在周 

初可能已经渗透到平邑、苍山一线，这可以 



作为周文化在鲁东南东部边界的一个证据。 

从以上可知，鲁东南地区殷墟文化晚期是土 

著文化控制区，苍山以东的大片地区并不见 

西周前期考古遗存，与文献和金文中关于莒 

国地望在鲁东南地区的记载不符，这可能是 

鲁东南地区考古工作开展较少，与莒国相关 

的遗存尚未发现；但更可能是莒国在西周前 

期并不在此地，鲁东南大部分地区依旧是土 

著文化的控制区，只是这些土著文化的绝对 

年代进入西周与否我们尚无法确认。 

三、西周后期 “东土”的历史 
格局 

在西周前 、后期之交 ， “东土”的历 

史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上述诸 

如前掌大墓地、北沈马遗址 】、刘台子墓地 

等都迅速消失，连续发展的诸如陈庄遗址 

的性质由军事要地变为一般性遗址。另一方 

面，一批以周文化因素为主导的遗址开始兴 

起 ，周文化覆盖整个 “东土”，全境文化面 

貌呈现出很强的一致性。 

鲁南地区在原先的前掌大墓地之西有 

薛故城兴起，据现有材料可知，小城在西周 

后期之始已经修建，城内也发现了此时期的 

陶器 】。鲁故城遗址出现西周中期偏晚阶段 

的居址和墓葬，并发现了大量西周晚期以及 

更晚的材料，如城垣、城门、大型建筑、砖 

瓦、手工业作坊等 。鲁故城是西周后期以 

来鲁国都城的所在地，学界几无争议。此 

外，围绕着鲁故城遗址，在兖州还分布着西 

吴寺、尹家城和六里井等一般性遗址l6”，文 

化面貌虽有些许差异，但呈现出的一致性是 

主要的，均以周文化因素为主导。而春秋初 

年小邾国始封于枣庄地区，2002年在枣庄东 

江发掘了小邾国墓地，6座墓葬分属第一代 

国君邾友父及以下两代的小邾国国君及其夫 

人 。 

鲁北地区最重要的封国无疑是齐国。现 

知的临淄齐故城一般认为是周厉王时期齐献 

宣 !周文化统治的历史格局在 “东土”的形成 

公所迁的临淄所在 ，而齐国在此阶段的活动 

中心也就在临淄一带。陈庄遗址的性质发生 

了明显变化，城址开始废弃且不见修补，只 

是在西周懿王、孝王、夷王时期齐国内部动 

荡之时才重新受到重视，并在之后埋葬有周 

王委任的军事重臣。因此，西周后期齐国的 

北界已远远突破高青一带。 《史记 ·齐太公 

世家》记成王时太公被赐以 “东至海，西至 

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 

征之”的领土和权力。而文献中的齐国以渔 

盐闻名，此时期齐国可能已经控制了渤海沿 

岸甚至莱州湾的盐业生产。但是南界由于泰 

沂山脉的存在，不可能有很大的拓展。在西 

南界方面，济南王府遗址、唐冶遗址 虽以 

周文化因素为主导，但是本地文化因素同样 

有一定比例，可能已是齐国的西南边界。再 

西就是长清仙人台遗址 ，仙人台墓地几座 

大墓葬俗上流行腰坑，坑内有殉狗，葬具流 

行独木棺，且铜器铭文均有 “都”。就在仙 

人台西南仅 10公里的石都庄还发现有同样出 

“都”国铜器的墓 ，但墓葬等级低于仙 

人台墓地。可见 ，长清一带此时是部国所在 

地。由于都国墓地的下限在春秋晚期，而石 

都庄南2．5公里即是战国齐长城所经之地长城 

村 ，推测此地人齐境可能是在战国时期。至 

于齐国此时期的东南界，至少在临朐一带。 

临朐泉头村发现的两座春秋早期墓葬都出 

有齐国铜器，墓甲出土的铜匝还是 “齐侯子 

行”所作。此外，同出的曾国、鄂国铜器_6q 

还显示了此阶段封国间文化上的频繁互动。 

但是齐国的东界可能依然无法越过潍河，齐 

国跨过潍河可能已是齐襄公八年 (公元前 

690年 )纪侯为齐所迫，“大去其国”之后的 

事。 

胶东半岛的归城城址此时已经修建， 

在和平村、南埠村发现多座高级贵族墓，并 

出有纪国的媵器 ，结合文献可知此地应是 

莱国都城所在，是接受周王朝统治的。但统 

治的下层人群仍是夷人旧族，东营周家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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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贵族墓 的发现就是例证。与莱国相邻的 

是纪国，烟台上夼村、莱阳前河前村纪侯铜 

器的发现 ，表明莱阳至烟台一线可能属纪 

国所有。由于纪侯谮齐致使齐哀侯被烹，两 

国关系开始异常紧张，纪国势弱被迫不断东 

退，所以胶东半岛的莱国以南以东地区可能 

才是纪国的核心统治区所在。而乳山南黄庄 

和即墨北阡土著贵族墓的发现[ ，说明胶东 

半岛的上层贵族虽已接受周王朝统治，但是 

土著贵族的实力仍很强，下层平民则多为东 

夷旧族。 

鲁东南地区在西周后期开始出现可辨 

识时代和文化属性的陶器材料，同时相应的 

遗址基本以周文化因素为主导。姑子坪遗址 

具有地方特色的葬俗和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 

器物『7”，说明沂源一带可能与莒国的关系更 

近，而距齐国较远。Et照揪齐园和崮河崖遗 

址出土的鲁东南地区时代较早的陶器和铜 

器 ，以及西大庄铜器墓的发现 】，也都为寻 

找此时期莒国的统治核心区提供了线索。 

但是从以上遗址均以周文化因素为主导的现 

象看[ 】，其上层贵族无疑都接受周王朝的统 

治。在西周后期，鲁东南地区已明确划入了 

周王朝的版图。而防故城城址以及遗物的发 

现 】，说明鲁国的东界就在此地。 

四、周文化统治格局的形成 

从以上对于早商时期、晚商时期、西周 

前期、西周后期四个阶段历史格局的论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商文化在 “东土”的退 

出、周文化的进入 以及周文化统治地位的确 

立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动态发展过程。 

在晚商时期 ，商文化在鲁南地区呈现 

出明显的退缩之势，特别是殷墟文化四期阶 

段，基本不见商文化的分布。鲁北地区尽管 

商文化的控制有所加强，但是内陆地区的地 

方化现象依然明显。鲁东南和胶东半岛保持 

了相对的独立，都是土著文化控制区。 

但是在进入西周后，周文化开始迅速渗 

98(总698) 

透人 “东土”。西周前期周王朝在 “东土” 

分封姬姓封国、姜姓封国以及册封殷商大 

族。而无论是姬姓封国亦或姜姓封国，均赐 

有殷遗民。因此，西周前期 “东土”有周文 

化因素、商文化因素、本地文化因素、夷文 

化因素、混合型文化因素，其中数量最多的 

是商文化因素，所占比例只在胶东半岛不具 

绝对优势。尽管周文化因素普遍出现，历史 

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变动，政治上的统治局面 

基本形成，但周文化的统治地位尚未形成。 

进入西周后期，随着周王朝的强大以 

及一系列改革 I，周文化因素开始主导 “东 

土”。姬姓封国控制区的鲁南地区表现得最 

为明显，鲁故城的殷遗民普遍采用周式器 

物。姜姓封国控制的鲁北地区，由于齐国 

“因其俗、减其礼”的统治政策，本地因素 

仍占一定比例，但是周文化因素明显已居主 

导地位。同是姜姓封国控制的胶东半岛，上 

层统治者都是以周文化为主导的，土著贵族 

和下层平民遗存虽然本地文化因素浓厚，但 

周文化的影响同样明显。在鲁东南地区周文 

化开始强势进人，尽管仍有一定比例的本地 

文化因素，但是周文化从进入伊始就占据主 

导地位。从西周后期铜器师寰簋、史密簋的 

铭文来看 ，齐师和纪国、莱国的军队还要跟 

随周王指派的统领出征。师旗簋铭文还揭示 

了 “旗”被周王派到齐国作战的史实，引簋 

更是直接揭示出齐国动荡之时，周王直接任 

命引 “更乃祖 司齐师”。《左传 ·僖公十二 

年》也记管仲说齐国 “有天子之二守，圉、 

高在”，《礼记 ·王制》云： “次国三卿，二 

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君。”杨伯峻注： “齐 

侯爵为次国，二卿为天子所命，则国氏、高 

氏也，为上卿”。因此，无论姬姓封国还是 

姜姓封国，在西周后期和春秋初年都是接受 

周王朝直接统治的，周文化也控制了整个 

“东土”。至此，周文化统治的历史格局在 

“东土”形成。 

至于 “东土”历史格局的再次变动 ，就 



是自齐桓公始，大国争霸格局的形成，此已 

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附记：本文为中N,,'---民大学科学研究基 

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 

项目成果 (项目批准号为17XN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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