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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山文化发现和研究的历史比较早。
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吴金鼎在

进行田野调查时首次发现了位于山东章丘市龙

山镇的城子崖遗址。1930 年 11 月，李济主持了

对城子崖遗址的首次发掘。1931 年 10 月，梁思

永主持了第二次发掘，通过发掘确认了一种以

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命名

为“龙山文化”。1934 年，由李济、梁思永等

编著的中国第一部田野报告集 《城子崖———山

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正式出版。
这是由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独立完成的田野考

古报告。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和报告的出版是中

国史前考古研究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山东龙山文化的研究经历了龙山文化的发

现和确立，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继仰韶文

化发现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龙山文化处于中

国古代文明形成期，全面深入研究这一文化，

对于探讨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具有重要

意义。
从 20 世纪 30 年代龙山文化发现以来，经

过 80 多年的不断积累，已经发现各类龙山文化

遗址 1000 多处，经过系统科学发掘的遗址达 70
多处，具备了对其进行分区和分类型研究的条

件。同时各地区文化上的差异也受到学术界的

广泛关注。70 年代末，有学者对龙山文化提出

了两个类型的命名①。其后又有学者对龙山文

化进一步进行了类型的划分②。有学者将龙山

文化细划为六个地方类型，即城子崖、姚王城、
尹家城、尧王城、杨家圈和王油坊③。这些学

者在类型划分的区域和内容上不尽相同，但基

本上将鲁东南地区划分为一个独立的类型，将

其划分为龙山文化早、中期的一个类型没有异

议，因发现遗迹、遗物最丰富的为尧王城遗址

而将其命名为尧王城类型。

一、尧王城遗址的发现

尧王城遗址位于日照市高兴镇南辛庄村和

安家尧王村，遗址东北距日照市 17 公里，坐落

在一高出地表的坡地上。1954 年发现，1978—
1979 年临沂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遗址进行了抢

救发掘，发掘面积 200 平方米。1992—1993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两次发掘该

遗址，发掘面积 400 平方米。遗址堆积主要以

龙山文化早期阶段为主，发现龙山文化房址 20
多间，各类墓葬 50 余座。房址以方形和长方形

为主，均为地面式，面积一般在 10 ～ 15 平方

米。其建筑技术中最突出的成就是采用了土坯

错缝垒砌。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一般

无葬具，葬式皆为仰身直肢，头向东南。随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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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多寡不一。特别是在房址中所体现的一些新

的建筑技术和工艺，在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201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

队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启动了尧王城

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课题，同年开始对遗址

进行调查、勘探和试掘，通过 5 年的工作对尧

王城城址的性质、年代、规模等有了比较全面

的了解④。从 2012 年秋季开始至 2016 年秋季，

累计连续进行了 8 次发掘，发掘面积近 5000 平

方米。发掘的主要遗迹有城墙、环壕、道路、
建筑基址、祭祀遗迹、器物坑、灰坑、墓葬等。
清理器物坑、灰坑 542 个、墓葬 51 座、房址 48
座、祭祀台基 3 座⑤。遗址中出土大量丰富的

遗物，各类遗物近万件，其中主要有陶器、石

器、玉器、骨器等。重要遗迹简介如下。
1． 城墙

根据勘探的结果，首先发现了内城城墙，

内城的北城墙呈西北—东南走向，外侧有环壕，

通过发掘可知内城北城墙墙主体宽度约 26 ～ 28
米，东西长度约 300 米。城墙位于南辛庄村最

高的区域，北城墙中段留有一宽约 10 米的通

道。另外，在北城墙的北侧发现有宽 30 多米的

环壕，环壕的上层为灰色淤土，下层接近底部

堆积为黑灰色淤土，走向与北城墙大致平行。
西城墙沿南辛庄河东岸三级阶地边缘，走向正

北略偏东，墙体宽度与北城墙约略相当，南部

被南辛庄村建筑覆盖。东城墙与西城墙走向大

致平行，墙体宽度不明，南部延伸至南辛庄村。
内城城垣南北长近 500 米，东西宽约 300 米，

包含城墙的城址面积接近 15 万平方米，如果加

上外侧环壕的面积整个内城面积近 20 万平方

米。
内城北墙体保留最高处距当时地面接近 2

米，城墙堆积质地紧密，似夯筑而成。夯土堆

积较为纯净，靠近底部含砂量增大。在墙底部

生土上与墙基间发现有人工铺垫石块现象，为

两条与城墙走向平行的石条。由白色石英石构

成，北侧铺石宽 2. 3 米、南侧铺石宽 3. 1 米，

石块堆积密集，中心凸起，分选状况较好，石

块一般长 20 ～ 25 厘米、宽 10 ～ 15 厘米。据此

分析它的功能可能是为防止墙体位移而设置的，

相当于地锚。

内城北城墙的墙体下部发现有少量大汶口

文化晚期陶片。环壕内最下层出土的陶片时代

同样为大汶口文化晚期，推断北城墙始建年代

最早应为大汶口文化晚期。
2． 建筑基址

出土一批形状不同的房址，主要有圆形、
方形和长方形三种。

城内西北部为主要的生活居住区，集中分

布有房址、祭祀台基等。其中长方形房址的长

一般为 3. 5 ～ 4 米、宽 2. 5 ～ 3 米，面积一般为

12 ～ 15 平方米。门基本开在南偏东部。建筑模

式是选择适当的位置先堆出一个相对高的土台，

在台上挖出基槽，基槽内填土并夯实，墙体用

同样的方法建成。墙的厚度一般 20 ～ 25 厘米。
另外，墙体用土坯垒砌而成，土坯采用错缝的

方法，其间的缝隙用灰黄色黏土填充。房址的

外侧用含沙量较大的黏土铺垫出护坡。部分房

址室内偏北部发现灶址。
3． 祭祀遗迹

主要分布在内城的北部，这类遗迹的周围

有房址环绕。发现祭祀台基有方形和圆形二种。
方形的边长在 8 米 × 8 米，用黄色黏土夯筑而

成，台目前残存高度 0. 6 米，呈四面坡型，台

面平整，局部有火烧的痕迹，在台基的一侧设

有斜坡通道。圆形的台基直径在 9 ～ 9. 5 米，除

形状外其他结构基本与方形台基相同。根据其

大小和结构我们判断这类遗迹应为祭祀遗迹。
目前发现的数量还有限，对布局情况还没有全

面了解。
4． 墓葬

发现的墓葬以成人墓为主，部分成人墓发

现有木质葬具，基本都有随葬品，随葬品在 3
～ 10 件居多，相对高等级的墓葬均出有蛋壳黑

陶杯。2012 年度发掘区范围内发现了零星分布

的龙山文化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未见明显

葬具。其中 M1 位于北城墙南侧，墓主骨架保

存较差，头向东偏南，打破北城墙直至生土。
随葬品共 4 件，高柄杯置于墓主左手位置，陶

壶和盆各 1 件放在左下肢，陶罐底发现于右下

肢位置。2015 年度在内城东城墙上清理各类墓

葬 26 座，为土坑竖穴，头向东南，随葬品 3 ～
13 件不等，主要为磨光黑陶器，其中较高等级

的墓葬随葬有蛋壳黑陶高柄杯，其中 M26 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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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最高的，葬具为独木棺，随葬品除陶器外还

发现有方形玉璧、玉斧和骨梳，这是目前尧王

城遗址发现的最高等级的墓葬。
5． 器物坑和灰坑

一般分布在生活区周围，器物坑与灰坑的

最大区别是坑内出土有大量几乎完整的器物。
这类器物坑分布广泛，多分布在祭祀台基周围，

我们判断祭祀台基与器物坑之间关系密切。常

见器形有鼎、罐、器盖，纺轮、单把杯、平底

盆、豆、鬶、壶、盒、尊和甗等，其中以鼎的

形制和样式最为丰富。

二、尧王城类型

1． 分布范围

尧王城类型范围主要位于沂蒙山以东，其

东临黄海、西接蒙山，南达陇海铁路、北与山

东龙山文化姚官庄类型接壤。其中重要的遗址

除尧王城外，还有日照的两城镇、东海峪遗址，

五莲的丹土遗址，临沂大范庄和莒南的化家村

遗址等。该类型中发掘的遗址相对较多，而且

多大型遗址和城址。主要遗迹有城垣、环壕、
房址、墓葬、灰坑、器物坑、祭祀台基等。近

年来随着尧王城和两城镇遗址的调查、勘探和

发掘，尧王城类型的面貌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
2． 重要遗址

两城镇遗址: 位于日照市两城镇，西南距

市区约 20 公里。遗址的一部分压在现代村镇下

面，面积近 260 万平方米⑥。1934 年发现该遗

址，1936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

对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此后还经过多次调查。
1995 年山东大学考古系与美国合作对遗址进行

了全面调查和发掘，获得了大量资料。遗址堆

积一般在 2 ～ 3 米，最深处可达 5 米，以龙山文

化为主，另有少量周代、汉代堆积。龙山文化

遗迹主要有墓葬、灰坑和城垣等。墓葬发现 50
多座，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多为仰身直

肢葬，个别为俯身葬。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

个别墓葬随葬品丰富。两城镇遗址以其遗址面

积大，出土遗物丰富，等级较高，并有城墙环

绕而为学术界广泛关注。
丹土遗址: 位于山东省五莲县潮河镇丹土

村，总面积约 208 万平方米⑦。1934 年发现，

1989 年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

试掘，1995—2000 年 度 又 先 后 进 行 了 五 次 勘

探、发掘。发 现 了 房 址、墓 葬、灰 坑、城 墙、
壕沟、门道、出水口等遗迹。出土文物 2000 余

件，有陶、石、玉器等，以玉器最为著名。
东海峪遗址: 位于日照市东海峪村，西北

距市 区 约 8 公 里， 面 积 约 8 万 平 方 米⑧。
1973—1975 年山东省博物馆等对该遗址进行了

三次发掘。遗址中主要以龙山文化堆积为主，

清理的遗迹有房址、墓葬和灰坑。房址共发现

12 座，均为方形土台式建筑，其建筑方式非常

独特，特别是台基式建筑和夯筑技术的出现，

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先河。墓葬发现 16 座，

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和石椁墓为主，仰身直肢，

随葬品较少。遗址内的龙山文化堆积以龙山文

化早期阶段为主。该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发

现了著名的大汶口文化，大汶口向龙山文化过

渡阶段和龙山文化早期的 “三叠层”。为认识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间的关系提供了地层依

据。
大范庄遗址: 位于临沂市河东区相公镇大

范庄西 0. 5 公里处，岚济公路侧。面积约 20 万

平方米，1973 年临沂市文物部门清理墓葬 11
座。1977 年山东省博物馆进行再次发掘，清理

墓葬 15 座。遗址堆积以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

为主，另有少量岳石文化遗物。其中大汶口文

化墓葬和龙山文化遗物是遗址最重要的发现，

大范庄遗址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对研究该

地区新石器文化面貌、内涵和性质具有重要价

值⑨。
化家村遗址: 位于莒南县城西北，岭泉乡

化家村北的土丘上，距县城 11 公里。遗址现存

面积约 4 万平方米。1987 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

古专业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房址、墓葬、
窖穴、灰坑等遗迹。遗址堆积以龙山文化早、
中期为主。该遗址的发掘丰富了该地区龙山文

化的分布与内涵⑩。
3． 主要文化特征

由于发现和发掘的尧王城类型遗址较多，

所以我们可以全方位地了解和认识该类型，同

时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缘故，所以我们在

其遗物中还发现一些来自其他不同文化和区域

的因素。可以这样认为，尧王城类型是目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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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龙山文化中文化面貌最清楚、各类遗迹最丰

富、分布范围最清晰、发展水平最高的一个类

型。尧王城类型在建筑上的成就非常突出，这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批规模较大

的城址的发现，经过发掘的城址有两城镇、丹

土、尧王城等，另一方面表现为建筑技术方面，

出现了先筑高台然后挖基槽再起建的现象，这

为中国古代大型建筑采用台基的建筑形式奠定

了基础。
( 1) 城址。在尧王城类型的一些大型遗址

中发现城垣遗迹，其中比较重要的尧王城、丹

土、两城镇城址。城墙基本以内、外城为主，

墙的外侧有壕沟环绕。城墙宽 25 ～ 26 米左右，

一般为平地起建，在尧王城遗址中还发现使用

铺石作“地锚”的现象。墙体现存高度 1. 5 ～
2. 5 米，城墙的始建可能早到大汶口文化晚期，

后经多次修补、增筑和扩建。壕沟位于城墙外

侧，与城墙相连。沟宽 30 米左右，最深处距当

时地面约 3 米。目前由于大部分城址田野考古

工作开展的有限，所以对城内的布局、结构、
功能等还缺乏更深的了解。

目前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城址中以尧王城

类型发现的城址数量最多、面积最大。对于山

东龙山文化出现的城址，由于一些资料公布不

全面，所以对城址的布局和结构了解的有限，

一般将该时期的城址归纳为两种类型，第一类

为环壕城，它是由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的环壕

聚落发展演变而来的; 另一类为台城，尧王城

城址就属于第二种。其中以第一类的居多。这

些城址的墙体宽一般在 10 ～ 15 米之间，墙体分

挖槽填筑和平地起建两种，夯筑技术很不成熟，

夯层一般不明显，采用单棍夯筑的技术，没有

发现板筑现象。这批城址的面积相差悬殊，大

的可达 30 多万平方米，小的仅有 3 万 ～ 5 万平

方米，同时分布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涵盖了龙

山文化的所有类型，这一方面表明城址的出现

是社会生产力及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

然产物，同时也说明在发展速度上各地还存在

着不平衡。龙山文化城址的普遍出现，并且在

一定程度是出现了两极分化，应引起我们的密

切关注。
( 2) 建筑技术。主要建筑形式台基式，发

现于尧王城、东海峪和两城镇遗址，尧王城遗

址发现各类房址 50 多座，一般以圆形和长方形

为主，面积在 10 ～ 16 平方米。房屋的建筑程序

一般为先夯出台基，然后在其上挖基槽和筑墙，

最后进行室内外的铺垫，这是夯筑房址的建筑

模式; 而用土坯砌墙建房的则不挖基槽，采用

错缝垒砌的方法建墙。室内地面有些也用土坯

铺垫。总体上发现的房址是由台基、墙基、墙

体和护坡等几部分构成。以土坯为材料采用错

缝垒砌的建筑技术是山东龙山文化在建筑方面

的发明和创举。
( 3) 陶器。颜色以灰黑和黑陶为主，占 2 /

3，灰陶次之，另有少量的红褐陶。陶质以泥质

为主，夹砂陶为辅，常见器形主要有罐形鼎、
盆形鼎、鬶、小口罐、中口罐、甗、大平底盆、
豆、高柄杯、高领罐、三足盆、圈足盘、环足

盘、单耳杯、器盖等。
大部分陶器的器表为素面磨光黑陶或灰陶，

常见的纹饰有附加堆纹、刻划纹、按压纹、镂

孔和泥饼等、随着轮制技术的普遍应用，伴随

而来的是在各类轮制陶器上留下的凹、凸弦纹，

这成为尧王城类型纹饰中最突出和最具代表性

的纹饰特征。附加堆纹主要装饰于鼎足和鬶的

腹部。镂孔形状较多，有三角形、圆形、长方

形、梯形和椭圆形等，主要饰于高柄杯、豆的

圈足和鼎足上。
鼎类器物以罐形鼎为主，盆形鼎次之，多

为平底器。鬶一般为高颈、长流、细实足。豆

的盘沿较浅，个体较大。由于采用了快轮拉坯

技术，使得陶器的制作更加规范，并能拉出胎

非常薄的器物，蛋壳黑陶高柄杯的出现是与快

轮技术密不可分的，当然在选择陶土方面和烧

窑技术的进步也是息息相关的，代表制陶工艺

最高水平的蛋壳黑陶器在这个时期登上历史舞

台。该类型自身特征明显，文化面貌单纯，是

龙山文化各类型中具有较多特性的一个类型。
( 4) 墓葬与习俗。尧王城、东海峪等遗址

有发现。墓葬形制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

部分墓葬设熟土二层台并使用木质葬具，葬式

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墓主人头向一般朝东南。
墓里的随葬品实用器很少，绝大多数为冥器。
随葬品摆放的位置以头部和脚下居多。

龙山文化积累的墓葬资料相当丰富，这批

墓葬为我们了解龙山文化的埋葬习俗和埋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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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龙山文化的埋葬制度是

以严格的等级制度为主要特征，这种现象在大

汶口文化晚期就已初现端倪。这一时期的墓葬

从墓葬形制、规模、随葬品的多寡和质量上都

出现巨大反差，尤其是在同一墓地中表现的尤

为明显。而龙山文化的墓葬大部分为中、小型

墓，这批墓葬一般面积较小，没有葬具，随葬

器物很少，有的仅能容身或空无一物，表现出

悬殊的贫富分化的趋势。
龙山文化的墓葬制度特征明显，大汶口时

期墓地整齐有规律的现象已经消失，取而代之

的是以家族为单位和多个家族组成的小型墓地，

同一墓地间贫富分化日益明显，大、中、小型

墓葬在数量上呈反比，越是大型的墓葬数量越

少。
( 5) 分期与年代。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晚

于大汶口文化而早于岳石文化，这已为西夏侯、
东海峪和尹家城等多处遗址中所发现的地层关

系所印证。由于山东龙山文化积累的资料比较

丰富，在年代和分期方面的研究比较充分。在

分期上目前虽然有不同观点，但大体上是一致

的，分为早、中、晚三期。在此基础上有学者

将其细分为四、八和十段。考虑到龙山文化的

年代跨度前后不到 600 年的时间，将文化分割

得过细不利于更准确地把握其特征，所以笔者

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尧王城类型的年代

跨度主要是龙山文化早、中期阶段。早期以尧

王城、丹土遗址为代表，中期以两城镇和尧王

城等遗址为代表，年代在距今 4800—4300 年左

右。
( 6) 经济生活。根据目前的资料判断，是

以农业经济为主，畜牧业为辅，渔猎和采集则

是必要的补充。其经济门类主要有农业、家畜

饲养业、渔猎采集业、手工业等。
农作物栽培方面，除以往出现的粟、黍之

外，还发现水稻的种植，丰富了人们的食物种

类。
龙山文化手工业的成就非常突出，主要表

现在制陶、制玉方面。龙山文化达到史前制陶

业的巅峰，尧王城类型的制陶工艺是代表了这

个时代最高水平的技术，有些制陶工艺和技术

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那些器形规整、线条流

畅、造型美观、工艺精湛的陶器，每一件都不

失为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
制玉技术的繁荣和提高是尧王城类型的又

一突出成就，当时的工匠已经能够通过对玉料

的切割、磨制、雕刻和钻孔等技术来加工出工

艺复杂的玉器制品，其制玉技术已经相当发达

和成熟。尧王城类型目前虽然出土的玉器数量

不多，但从中反映出的工艺水平却相当之高，

但与其他类型相比是比较丰富的，代表了山东

龙山文化制玉器工艺的最高水平。

三、相关问题探讨

文化面貌体现的独特性和先进性问题。伴

随着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山东龙

山文化更以其在经济、社会、人口、聚落和城

址方面的领先地位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在探索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城市、文字、青铜

冶铸、礼仪性建筑、大型墓葬等要素是需要重

点加以考虑和研究的方面。尧王城类型不论遗

址的数量和规模在山东地区都首屈一指，其城

址的数量和范围非常庞大，特别是有多圈城墙

和环壕的存在，可以认为已经具有城市的雏形。
关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目前龙山文

化主要分为东西两大区域，南北基本以沂蒙山、
鲁山、弥河为其分水岭。综合各地区的文化特

征、历史传统和自然地理位置诸方面的差异、
特点，笔者将地处西部的类型主要分为城子崖

类型、尹家城类型和教场铺类型，而将东部的

龙山文化分为姚官庄类型、尧王城类型和杨家

圈类型。
从龙山文化东西两个区域的各类型存在和

延续的时间观察，西部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

大部分以龙山文化中、晚期为主，而能早到龙

山文化早期并一直延续下来的遗址很少，大部

分遗址则以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为主; 而位

于东部的遗址多属于龙山文化早、中期遗存。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目前学术界尚没有一致

看法，我们认为这是文化西进的结果，随着文

化的不断发展和对资源的不断需要，东部地区

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向内陆地区拓展成为一种

可能，当然更深层的原因则还需做大量深入细

致的田野考古工作。
关于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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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认为中国古代国家产生和文明社会的形成始

于夏代，而将夏代之前的龙山文化看作是进入

文明社会的前夜，即原始社会末期。近年来随

着各地区一系列考古新资料的发现和公布，许

多学者认为龙山文化阶段已经进入了文明时

代瑏瑡。社会的前进和变革的动力离不开社会生

产力的进步，它是决定一切社会变革的决定因

素。龙山文化经过大汶口文化较长时期的历史

积淀，各类文化因素已经完成由量变的积累到

质变的飞跃这样一个过程。城址的普遍出现、
文字的成熟、铜器的出现、大量礼器的运用等，

预示着一个新时期来临，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龙山文化已经进入初级文明阶段，有些发展较

快的地区或类型可能已经建立起强大的方国。
综观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的社会生产力发

展水平，主要表现在一批大型遗址和城址的发

现，同时一批具有相当规模和等级的墓葬也被

发现，在文化面貌上还表现出许多独特性和先

进性，其使得我们对龙山文化的性质产生了诸

多联想，从城址、祭祀遗迹、高等级遗物、墓

葬等方面观察，很多方面具备了文明的基本要

素。从考古的实物遗存中，上文已列举了反映

当时物质生产、精神文化和社会分化对立等等

情况，还有些考古物化现象当可探讨与国家政

权统治相联系的社会公共强制权力问题。
关于中心城址的出现，建造大型中心城址

远非单个聚落可以胜任，应动员组织更大范围

人力、物力才得以完成，也表明王权已能在较

大地域范围内行使权力。许多城址除作为防卫

设施外，已演变为所在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
宗教祭祀礼仪活动逐步走向制度化，成为

确立社会成员等级关系、维护统治的一种重要

政治手段。祭祀与战争成为王权的两大基石。
山东龙山时期的宗教祭祀已升华为初期礼乐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以神授王权思想

和王的神化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同时，在祭祀

活动中广泛使用赋有特殊功能、包含浓厚宗教

意识的礼器和法器，表明已产生专门从事祭祀

礼仪 活 动 的 宗 教 职 业 者。综 合 考 察 在 距 今

5000—4300 年间，山东龙山文化汇集了当时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成就并在一定意义上具

有区域中心地位。一些较发达地区已进入初级

文明社会瑏瑢。
从目前发现的多重城墙的大型遗址到高等

级建筑，再到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及随葬高等级

礼器等现象，可以认为尧王城类型在龙山时代，

特别是早、中期阶段，具有非常发达的文明并

在整个山东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注 释:
① 黎家芳、高广仁: 《典型龙山文化的来源、发展及社会性质

初探》，《文物》1979 年第 11 期。

② 赵辉: 《龙山文化的分期和地方类型》， 《考古学论文集》

( 三) ，文物出版社 1993 年。

③ 栾丰实: 《海岱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海岱地区考古学

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队、山东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 《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 2012 年的调查与发掘》，《考

古》2015 年第 9 期。

⑤ 梁中合: 《尧王城: 鲁东南史前城址的新模式》，《中国社会

科学报》2016 年 12 月 22 日。

⑥ 中美两城镇地区联合考古队: 《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

1998—2001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 年第 9 期。

⑦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五莲丹土发现大汶口文化城址》，

《中国文物报》2001 年 1 月 17 日。

⑧ 山东省博物馆等: 《1975 年东海峪遗址的发掘》， 《考古》

1976 年第 6 期。

⑨ 临沂文物组: 《山东临沂大范庄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发掘》，

《考古》1975 年第 1 期; 冯沂: 《山东临沂市大范庄遗址调

查》，《华夏考古》2004 年第 1 期。

⑩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 《山东莒南化家村遗址试掘》，

《考古》1989 年第 5 期。

瑏瑡 魏成敏: 《谈谈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

掘 6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 1993 年。

瑏瑢 方辉、文德安: 《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

出版社 2012 年。

〔责任编辑、校对 孙 琳〕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