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不管是“司”还是“后”，都是史学家或考古学家
关心的选题。 这个集结了最优秀的工匠，精心为母亲铸造
的铜鼎，鼎腹内那个母字，对于我们普通人才更有意义。

感念母亲，千百人有千百种方式。
如果说，卧冰求鲤是王祥留下的行动的诗篇，“谁怜寸草心，报得三春

辉”是孟郊留下的吟咏的诗篇，那么在 3000 年岁月长河中不可逾越的凝
固诗篇，就是后母戊大方鼎。

铸鼎时的君王，心中感念的是母亲，作为今人，也应站在“母亲”的视
角感怀大鼎。

中国是个特别重视母爱的民族。我们把祖国比作母亲，把黄河称为母
亲河。巧合的是，作为国之重器、国宝中的国宝的后母戊大方鼎，也是为了
献给母亲。

鼎身上那不容置疑的“母”字，一铸三千年。
从当初帝王赤子的目光中，到今天走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聚光灯下，

这一切，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宿命？
文化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显赫的符号， 给了我们一个从古至今献给

母亲的最高礼赞。
这是一个儿子给母亲的礼赞，这是一个帝王给母亲的礼赞，这是一个

王朝给母亲的礼赞，这是一个民族给母亲的礼赞。
3000年的沉淀，所有光环暗淡后，后母戊大方鼎，已是这个国家对母

亲的象征。 司和后，都高不过一个母字。
这场相逢，何等的幸运和幸福。
假如没有吴希增 76 年前的一铲，假如它仍在地下湮没千年，假如兵

荒马乱中就此遗失，杳无音讯……
那么，以我的见识，真不知道现在的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象征可以慰

藉对泱泱中华的拳拳之心。

� � 作为镇国之宝， 早在中学的历史书上就曾读到它的名字。 时至今日， 也还记得当初课本里的评
价———世界最大的青铜器。

可当时真的不知道，这厚重典雅、气势恢宏的巨鼎，居然和邢台息息相关。
后母戊大方鼎，是商王祭祀母亲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说起后母戊大方鼎，我不由感到幸运和幸福。

■本报记者 范骁

� � 作为献给母亲的后母戊鼎， 入土时定然是携满了敬意和虔诚，
但它的出土，却只剩下意外和惊险。

那是 1939年 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的吴希增在野外探宝，探杆
意外在地下 13米处碰到了硬物。 之后， 几十个村民连挖了三个晚
上，挖出一个锈迹斑斑的“大家伙”。

安阳是殷商故都，村民们世代于此，也算是“饱识之士”，当即知
道这是挖到了重宝。 惊喜之余，大家更多的
是担忧。

因为早在 1937 年 11 月， 安阳
已被日寇占领。 如何保住国宝，成了
当务之急。

大鼎秘密运回村中，埋到了吴希
增堂弟吴培文的院中。可消息很快走
漏，日本人闻讯而来。

为保住大鼎，吴培文决定把鼎卖
给北平古董商， 对方出价 20 万大
洋，要求将鼎分割装箱。 看着钢
锯和铁锤伸向大鼎， 吴培文又
心疼又难过，牙一咬，横下心来，
决心凭自己的力量护好大鼎。

之后， 日本人一次次进村搜
宝，吴培文和乡亲也一次次转移埋
鼎地点，数次惊险地与日军擦肩而
过。最后，吴培文再次深埋大鼎后，
远离家乡，直到抗战胜利。

1946 年 6 月，大鼎再次出土，
存于南京中央博物馆，首次展出时
蒋介石亲临参观。 1949 年国民党
撤往台湾时，由于大鼎太重，被弃
于机场。 1959 年大鼎从南京调往
北京， 存于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
物馆，成为镇馆之宝、镇国之宝。

� � 后母戊鼎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
母戊” 三字得名， 全称为后母戊大方
鼎。

经研究考证，“后母戊”是商王武丁
的后妃妇妌的庙号。

在古代，鼎往往被视为立国的重器，
是政权的象征。 商周时期，鼎也多置于宗
庙作铭功记绩的礼器。

商王直接控制的地区被称为“土”，非其疆域内的土地称为“方”。
自祖乙迁邢后，邢为商代的国都长达 129年之久，盘庚迁殷后，邢地

称作井方，为商朝的重要畿辅方国。
据殷墟卜辞的相关记载及学者的研究，妇妌也写作妇井，来自当时

的井方，也就是现在的邢台，是井伯之女，嫁于商朝第 23 任君王武丁为
妻。

武丁在位时间为公元前 1250年—公元前 1192 年。 武丁勤于政事，
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史称“武丁中兴”。

妇妌嫁于武丁之后，邢地成为井伯世袭封地，为商朝的肘腋之国和
北部屏藩。 武丁也因此对井方十分照顾，每有外族入侵，都派军队支援。

商代贵族女性可参与朝政、主持祭祀，参与祭礼，驰骋疆场。 妇妌善
长农业种植，尤其擅长种黍，卜辞中记录了很多她在丘商种黍的内容；通
过卜辞得知，她也从事祭祀、先导、进贡等一系列王室活动。 通过卜辞及
妇妌墓出土的武器和将军盔甲看，她生前也曾统领军队，征伐外域。

武丁先后立过三个王后，她们不但是他的配偶，还是战将和臣僚，她
们也拥有自己的封地和财产。 妇妌的封地就在井方。

殷人占卜用龟甲和兽骨，一部分便由诸侯臣正进贡。 多条卜辞都记
载，妇妌贡来大量龟甲。在古代，龟甲是难得的宝贝，称为“宝龟”，而妇妌
最多一次竟进贡一百件，这不但说明她很富有，也和古邢台多水的历史
文献相吻合。

铸鼎纪念母亲，在商朝的王室中并不稀罕，但是，没有一件鼎器的体
量和工艺能和后母戊大方鼎相比。 虽因历史太久远，留下的文字模糊简
单，可就凭这鼎也足以说明，这个从井地也就是现在的邢台一路走来的
女人在世人心中无与伦比的位置。

可惜，76 年前的吴希增们并不知道， 后母戊大方鼎的出土之处，正
是大鼎主人“妇妌”的墓穴。

在后母戊大方鼎离开后的岁月里，正值乱世，妇妌墓几乎被盗一空。
留给世人的，除了殷墟甲古卜辞中一次次出现的名字外，幸好还有这举
世闻名的大鼎。

� � 后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被称为“镇国之
宝”。 现为国家一级文物，2002年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

它呈长方形，口长 112厘米、连耳高 133厘米，重 832.84公斤。 鼎身雷
纹为地，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造型美观庄重，铸造精巧高超。

后母戊鼎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 铸造它至少需要 1000 公斤以上的原
料。因为体量庞大，即便商后期青铜冶炼已十分成熟，也需要二三百名工匠
同时操作、密切配合，才能完成。

后母戊鼎的铸造，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2005 年，后母戊鼎首

次回归安阳故里，此时吴
培文已 83 岁。 在殷墟门
口，老人一眼认出了这个
让他挂念了 59 年的老伙
计。

老人一直觉得，保护
大鼎没落在日本人手中，
是他这辈子做得最有价
值的事。 那一天，作为大
鼎的发现人和保护人，他
被特许抚摸大鼎。

不过， 在我 20 年前
的教科书中，它还不叫后
母戊鼎， 那时它被称为司
母戊鼎。

最初给鼎命名的是郭
沫若，他认为“司母戊”即
为“祭祀母亲戊”。另有著名
学者也认为“司即祠”，于是
司母戊鼎便沿用下来。

但是争议一直没断。
不少学者认为，“司”应

作“后”，认为“后母戊”更合
适，与“皇天后土”中的“后”
同义，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
给“敬爱的母亲戊”。

2011 年 3 月底， 中国国
家博物馆新馆开馆，后母戊鼎
正式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移至
该馆， 亮相时鼎前的标牌已赫
然显示“后母戊鼎”。

央视播出后，随即在社会上
引起轩然大波，“司”“后”之争也
由学界扩展到社会争论， 且一直
风波未平。

今天， 中国国家博物馆称其
为“后母戊鼎”， 而在其出土地———殷
墟、国内唯一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
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它的释名仍
是“司母戊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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