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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王朝恐怖主义策略 

      起源与兴衰的背景谈 
      ——同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恐怖主义策略比较分析 
关键词：恐怖主义，商代人牲，阿兹特克帝国，比较分析 
KEYWORDS   Terrorism,  Human Sacrifice in Shang Dynasty, Aztecs, Comparison.  

内容提要：历史上，中国的商代和美洲阿兹特克帝国都因为卑微和受屈的起家历史

而采取了恐怖主义的统治策略，最突出的表现是大量使用人牲，并将杀人祭祀宗教

化。综观商王朝恐怖主义策略在商代政治领域的兴衰及其背景，结合同中美洲阿兹特克恐

怖主义策略及其历史背景的对比观察，我们认识到恐怖主义在国策中作用的兴衰，同有关统

治者的统治自信心强弱程度以及周围政治环境对他压力的大小息息相关。 

In past, both Shang Dynasty in China and Aztec in Mesoameraica applied terrorism as 

political strategy. Because of their pent-up contexts  when they had grown up, the 

chiefs were scanty of subconscious confidence to subjugate the compassing mighty 

civilizations, preconditioned their aggressive and terrorism strategy. By its nature, the 

terrorism would rather be a kind of psychological physic for encouraging the 

vulnerable confidence of terrorists than the strategy for accessing to certain political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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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主义”是一个今天人们十分熟悉的名词，指“通过暴力恐吓手段从心理上压服对

手，以达到政治目的。”
[1]
当今世界仍然使用“恐怖主义”谋略的国家或政治组织，它们通

常没有足够的军事、经济、尤其是政治实力，却有极大的霸权野心，但是内心深处却对自己

信心不足，因而才采此下策。近年来，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制造一系列的有政治目的的绑架、

暗杀、爆炸事件，往往殃及无辜，形成一股引起世界和平人民部分恐慌和强烈愤恨的暗流。 

   恐怖主义策略作为政治手段，在历史上被频繁使用。尽管同今天的恐怖分子地下手段形

式不同，历史上恐怖主义者采用的是公然的残暴大屠杀手段，但都同样用以掩饰它们色厉内

荏、征服统治信心不足的内心。五十年前，日本侵略军攻陷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时，清醒地

意识到他们是与四亿五千万全体中国人为敌，却急于想实现日本统治这个庞大中国的梦想，

明显信心不足，于是制造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即使是德国纳粹党徒也为之惊谔的“南京

大屠杀”，愚蠢地妄图用“恐怖主义”的手段，从心理上压服中国人。东周时期，崛起于西

戎地区政治上落后的秦国，其统一中国的雄心同它自卑的潜意识形成强烈的冲突，于是演绎

出“长平之战”秦将白起胜利后竟“坑杀”赵国降兵四十余万人
[2]
，明显带有恐吓“山东六

国”的目的。 

    在世界上最为有名的、历史上曾经将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国策”的国家，当属16

世纪在中美洲创造了最为辉煌文明的阿兹特克帝国（Aztecs），其发达的文明与恐怖的人牲

同样使西班牙殖民者感到震撼。布兰·发甘在她的《地球之民》一书中说：“时至1519年西

班牙人征服时期，阿兹特克社会已经执行着一个狂乱和血腥恐怖主义（bloody terrorism）

国家的职能，并由于听命于狂妄自大的帝国统治者而使恐怖主义繁盛起来。
[3]
”阿兹特克奉

行恐怖主义政策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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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2世纪，作为半开化的Chichimeca部族中的一支游牧部落，政治落后（尚未进入酋

邦社会）但富于侵略性的阿兹特克人，向富饶墨西哥谷地迁移。经过屈辱的、充满战火而又

漫长的迁徙，阿兹特克人于1352年终于在“月之湖”西岸沼泽化的荒岛上，找到了一片立锥

之地，建立起一个名为“特诺其迪特兰”（Tenochtitlan）的据点，后发展成墨西哥谷地最

大的城市。在向周围所有先进文明民族学习建立国家机器的同时，开始了创建文明帝国的骄

傲历程。然而，这棵被当时周围文明城邦视为“可恶的野蛮人”的小松树，若试图在巨石缝

中求成长，就必须采取“非常”手段。15世纪初，阿兹特克一位熟知本族好战本质的顾问和

将军特拉凯利尔（Tlacaelel）建议国王Itzcoatl，将恐怖与人牲作为统治所征服地区的政

治方法。他们阴险地将恐怖主义浸入宗教教义，说伟大而暴戾的太阳神惠茨洛泊歧特立 

Huitzilopochtli每天必须享用敌方战士的心脏和血，才有动力在次日黎明再次升起。因此，

阿兹特克战争的最主要目的成为掠夺战俘作为人牲。据西班牙殖民者的记载，仅1487年阿兹

特克首都内“大庙”（Great Temple）的一次祭祀就用人牲八万人，尽管此话有夸大之虞，

但是每年阿兹特克首都有成百上千的青年不断地被作为人牲惨遭杀戮，有些甚至被礼仪性地

吃掉。“大庙”的两条并排的台阶，被战俘人牲的鲜血染红了
[4]
。这些都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恐怖主义艺术也为政治效犬马之劳。发掘“大庙”时，考古学家发现了台基一侧墙壁上

镶嵌的石质浮雕“骷髅阵”（Skullrack），每排16个，共5排，总计80个骷髅像
[5]
。“大庙”

还出土了春天与丰产神Xiep Totec的石雕头像，表现的是一个蒙着人牲整个头皮的人头
[6]
。

当年臣服的首领常被邀请来此参观，恐吓的意味不言自明。不知阿兹特克的恐怖主义谋略在

创建强大帝国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了多少实际作用，但至少从心理上为增强阿兹特克统治者的

统治信心起到比较重要的辅助作用。 

    其实，最早将恐怖主义策略作为国策的国家，并不是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而应是中

国的商王朝。如同西班牙人愕然于阿兹特克辉煌的文明成就与野蛮的人牲祭礼，中国的考古

学家和史学家们也困惑于商王朝文明的璀璨和人牲的野蛮。 

    同阿兹特克类似，商王朝的人牲同样披着宗教礼仪的外衣，所以许多学者认为商代的人

牲是一种思想基础渊源于“食人”传统的宗教行为，正如黄展岳先生在《中国古代的人牲人

殉》
[7]
指出的那样。但是，一旦这种人牲祭祀象阿兹特克和商王朝这样形成长期的、定期的、

大规模的杀人祭祀礼制，尤其是馘首献俘的礼仪，其中恐怕已经注入了恐怖主义的因素，并

且作为一种国策在贯彻。考古资料和史料都表明，历史上将这种带有恐怖主义因素的宗教作

为国策的文明国家只有商王朝和阿兹特克。二者有着类似的诞生背景和成长经历。 

    早在中国史前晚期的龙山时代，战争遗迹已经普遍地显现在考古遗存中，有关的文献记

载也比较详细。这时的恐怖主义手段从偶然的仇杀演变为偶然的带政治目的的屠杀恐吓，本

与宗教祭祀无关。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龙山时期的H8、131、287、338、339等五个灰坑中出

有做挣扎状的人骨架，总计6具人架中只有一具为壮年女性，其余5人全为男女少年儿童。由

于这些灰坑和人架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 context）没有同任何宗教祭祀遗迹发生关系，有

可能是非祭祀目的、屠杀恐怖活动的遗存
[8]
。然而在当时，最为显著地带有恐怖主义倾向的

屠杀遗迹首推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圆形乱葬坑，非正常死亡的人骨与兽骨同出。涧沟遗址

中两个龙山文化半地穴式的窝棚里共发现6个人头盖骨，其中两个女性头盖骨已经制成头盖

杯
[9]
。暗示当地恐怖主义已经渗透到了手工艺领域。涧沟的屠杀乱葬圆坑的行为模式，被殷

墟所继承,小屯南地祭祀坑(H33)
[10]

、大司空村圆形祭祀坑
[11]

以及著名安阳后岗圆形祭祀坑
[12]

等，皆为涧沟圆形祭祀坑的后续。而郑州商城一段城壕内出土的100多具人头顶盖骨
[13]

，将

涧沟龙山时期制人头盖杯的传统继承下来。这些传统的继承，有着深刻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邹衡先生、刘绪老师等学者，经过深入细致的考古研究，精譬地提出先商文化肇端于豫

北冀南地区的漳河流域
[14]

，这是十分正确的。又《史记·殷本纪》：“契兴于唐、虞、大禹

之际。”所以作为先商文化主体前身，河北涧沟、河南安阳后岗、汤阴白营等龙山时代的聚

落大约就是商契及其族人的家园。安妮·安德黑尔（Anne Underhill）在她的《中国北方龙

山时代聚落差异》一文中，从房屋面积、墙体工耗及其分布等方面入手，对后岗和白营两处

聚落进行分析，认为虽然后岗是个城址，但是后岗与白营聚落内部的居住建筑上均不存在等

级差别
[15]

，即社会的分层不明显，社会复杂化程度不高。这便意味着，尽管商契的文化置于

河南龙山文化的卵翼之下，但其社会政治水平相对落后，或许尚未进入到酋邦社会，就如同

14世纪前的阿兹特克人的社会组织一样，依旧是部落社会。在技术领域里，无任何向青铜时

代过渡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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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漳河、卫怀地区商契家园以东的山东龙山文化十分发达，以

城子崖
[16]

为代表的、包括丁公
[17]

等大小中心城址在内的聚落，呈现出鲜明的聚落等级化倾

向，暗示着东夷社会的高度发达与政治文化的高度成就。并在技术领域正向青铜时代过渡。

而在商契家园以西、南，则为唐尧、虞舜、夏禹集团的陶寺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和造律台类

型所控制，由陶寺
[18]

、王城岗
[19]

、煤山
[20]

等一系列大中小中心聚落或城址，向着国家和文

明飞速迈进。青铜时代的过渡趋于完成，铜器甚至开始进入到礼乐领域（如陶寺的铜铃和王

城岗的铜容器足片等）。 

    显而易见，商契处于东、西两面强大政治集团的挤压。先商文化诞生于此，一开始便注

定了象阿兹特克一样，面临着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问题。商人恐怖主义策略产生的根源就在于

此。故此，涧沟遗址龙山时期杀人的恐怖遗存在河南龙山文化区内表现得最为突出。 

  当夏朝建立之后，商契的后裔在漳河、卫怀地区不断的迁徙中（据说至汤有八迁），营

造自己的先商文化。然而先商文化漳河类型与李崮－潞王坟类型遗址在聚落形态上所反映出

来的先商文化社会组织，并未比商契时期有多少进步和复杂，“聚落规模似尚无严格的等级

性的明显分化”
[21]

。可以想见，此时的先商文化主要受到二里头夏文化的青铜文明的压抑，

文化上处于传播受体的被动地位
[22]

，社会发展较为缓慢。商契的后裔们迫于来自西方二里头

文化、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东方岳石文化的合围压力而迁徙不断，类似从12世纪到14世纪

的阿兹特克人，在不断的迁徙与征战中艰难地生存，表现为先商文化遗址分布稀疏、数量少、

规模小。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史记·殷本纪》对契至汤的这段历史记载，除了一个明确的

世系之外，一无所有，似乎暗示建国后的商人有意省略了自己那段无所值得吹嘘的苦难的八

迁历程，有类于15世纪强大起来的阿兹特克在特拉凯尔将军的策划下大肆焚书
[23]

，意在销毁

记载着阿兹特克屈辱过去的史料。不能正视自己痛苦的过去，便意味着在心理上缺乏对将来

的自信，于是为恐怖主义策略的恶性膨胀留下突破口。本来，涧沟遗址反映出来龙山时期商

契部族本有恐怖主义的思想根源，在先商文化阶段受到压抑的背景中，这个基因一直保留着

传给了早商文化。 

    15世纪阿兹特克出了个杰出的君王Itzcoatl和他的优秀的顾问兼将军特拉凯尔，采取了

军事恐怖主义国策以增强自信心，同时施行一系列政治改革，充分发挥阿兹特克的善战特征，

彻底改变了阿兹特克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墨西哥谷地的政治格局
[24]

。与此类似，在夏朝末

年，商族出现了卓越的领袖人物成汤及其辅佐伊尹。他们迁到今天的郑州建立了固定的据点

之后，从文化到政治手段包括建立国家机器的方法等方面
[25]

，迅速吸收夏王朝的先进经验，

使得商族的社会与政治发生飞跃。在考古学文化上的飞跃，表现为先商文化吸收许多夏文化

因素进而转化成为早商文化
[26]

。商汤在中原的政治舞台刚一粉墨登场，便充分展露出商族的

侵略性和恐怖主义的个性。《孟子》说“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在征葛伯时以及灭夏桀

的《汤誓》中，商汤张口闭口就是一副“不听我话便杀无赦”的恫吓口气。 

    商汤灭夏后，尽收有夏之地，新建立起来的商王朝控制着辽阔的疆域。从典型的二里岗

文化遗址分布范围来看，商代早期商王朝统治着西起陕西关中、东到鲁西、北至河北藁城、

南及湖北江陵的大片疆域。然而商人在短期内迅速完成了从部落社会到国家社会的飞跃，并

且夺取了庞大的王国政权，但实际上他们缺乏成熟的政治统治手段和经验
[27]

，迫使商王们自

然轻车熟驾地选择军事征服与恐怖主义为主要国策，压服被统治的人们。恐怖主义杀俘遗迹

在二里岗期遗址中频频出现。如郑州商城内外200多个灰坑中多有被砍杀的战俘
[28]

；登封王

城岗二里岗上层的H630中出土了5个男女青壮年人的头骨，H738则出土了两具残缺的人架
[29]

。

郑州商城除了制造人头盖杯之外，紫荆山制骨器作坊出土的1000余骨料中有一半一上是人骨
[30]

。在这些嗜血的表象下，暗藏着恐怖主义的目的。 

    商仲丁至盘庚以前，商王朝王室内部争权夺利，有九世之乱，商王朝基本上丧失了对边

疆的直接控制，“于是诸侯莫朝”（《史记·殷本纪》语）。部分学者新近提出“新”“中

商”时期的划分，认为将郑州白家庄墓葬所代表的文化至殷墟一期文化所跨时代，定为“中

商”时期，即相当于仲丁至武丁以前商王朝中道衰落时期。江汉、关中等边疆地区蓬勃的二

里岗文化基本上都刚刚延续到“中商”阶段便衰落消失
[31]

，如江陵荆南寺二里岗文化延续至

殷墟一期而结束，的确表明这一阶段，边疆“诸侯”同商商王朝的政治与文化关系日见疏远，

最后脱离了商王朝的控制，发展起自己的文化与政治。商王朝的统治区实际在收缩。 

    殷墟二期开始，武丁立，他力图挽救商王朝自“中商”以来的颓势，却苦于不得其佐、

不得其法，三年不务政，甚至连野鸡站在鼎耳上叫一下也要惊惧一番
[32]

，足见武丁刚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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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没有振兴商朝的良策，也缺乏足够的信心。考古资料和卜辞记载证实，武丁后来所谓的“修

政行德”只不过重又高举起军事征伐与恐怖主义的大旗，四处征伐，以讨不顺。而武丁高明

之处，在于他将恐怖主义的策略融入了宗教祭祀的教义当中，这样人牲才同恐怖主义的杀俘

结合起来，恐怖主义策略披着宗教的外衣，正式被列为国策，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阿兹特克

国王Itzcoatl所推行的嗜血的太阳神崇拜教义。从此，同阿兹特克一样，商王国的主要任务

就是战争，战争的目的在于征不顺和掠夺俘虏用做人牲，还美其名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人牲形式的恐怖主义策略恶性膨胀。 

    在这一背景下，卜辞记载武丁时期人牲数量可达9021人，最多一次杀500人
[33]

，成为人

牲杀祭的鼎盛时期。本世纪30年代发掘的小屯宗庙基址乙组建筑群主体建于武丁时期，沿用

至殷末。乙组建筑群南部祭祀坑189个，共用人牲641人，其中多数为武丁时期（殷墟二期）

馘首的战俘。殷墟侯家庄东王陵区共发掘出人牲祭祀坑927个，用人牲3455个个体，其中18

组南北向祭祀坑属武丁时期，其余4组东西向的祭祀坑属祖庚至廪辛时期。由此可见，不论

是卜辞记载还是宗庙、王陵区发掘出的祭祀坑，都表明杀俘人牲在武丁时期最为繁盛，这同

武丁试图摆脱“中商”以来商王朝衰微的阴影而采取恐怖主义极端手段这一历史背景密切相

关。无怪乎武丁的谥号为“武”。 

    武丁以后，从殷墟二期偏晚到殷墟三期，即从祖庚至文丁，殷商文化表现出稳步繁荣的

迹象，表明商王朝的政治比较稳定。带有恐怖主义倾向的人牲祭祀虽然在祖训的引导下依然

继续，但是人牲数量明显减少。祖庚、祖甲时期卜辞记载用人牲为622人，最多一次杀50人；

廪辛至文丁时用人牲3205人，一次最多用200人。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殷墟四期时，帝乙、帝辛（纣）这两个最荒淫残暴的帝王，在人牲

方面却甚为吝啬。卜辞载此期用人牲仅104人，最多一次杀30人，同武丁时期有着天壤之别。

小屯宗庙基址乙群前和王陵区的祭祀坑几乎不见帝乙帝辛时期的祭祀坑。《史记·殷本纪》

描绘帝乙的狂妄时说，帝乙做偶人称为“天神”，命人与之搏，“天神”不胜，则辱“天神”；

又用皮囊盛血射之，谓之“射天”。帝纣更是“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

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这两位帝王如此狂妄自大，对自己的

统治，自然绝对充满自信，恐怖主义策略在他们心目中不再作为重要政治国策，而引向了“射

天”和“炮烙之刑”这类追求恐怖刺激淫乐的异端，考古资料上表现为人牲的锐减。 

    值得一提的是，《逸周书·世俘》中说周武王灭商纣凯旋后，刚刚夺取政权，政局未稳，

曾举行过馘首献俘告庙大礼。显然目的还在于借用殷人的恐怖主义手段报复和威慑殷遗民。

但当西周政权巩固之后，周王朝有一整套成功的政治统治手段—— 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分

封制，恐怖主义策略失去了用武之地，加之本来先周文化中就没有恐怖主义的传统，因此周

人基本上放弃了恐怖主义谋略，表现为大规模的杀俘献庙行为从此被禁止了。 

    综观商王朝恐怖主义策略在商代政治领域的兴衰及其背景，结合同中美洲阿兹特克恐怖

主义策略及其历史背景的对比观察，我们认识到恐怖主义在国策中作用的兴衰，同有关统治

者的统治自信心强弱程度以及周围政治环境对他压力的大小息息相关。压力越大、信心越弱，

恐怖主义策略的倾向便愈加显著；反之，则越不明显。比如，武丁刚上台时，面临着诸如江

汉地区周梁玉桥土著文化、陕甘地区先周文化等“蛮夷”文化对中原施加的强大政治压力，

武丁的恐怖主义策略是一个必然的反应。但另一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武丁的恐怖主义

的大规模屠杀政策，并没有吓倒边疆地区的“蛮夷”，在后来的殷墟三、四期的岁月里，边

疆地区的土著文化蓬勃发展，商王朝再也未能恢复对这些地区的直接控制，丧失了二里岗时

期原有的版图。从这个意义上讲，商王朝为了恐吓周边民族政体以巩固自己政权而奉行恐怖

主义策略，并没能到达商王预想的目的。 

   以上分析，无情地揭示出恐怖主义的虚弱本质：恐怖主义策略，从本质上讲，与其说是

恐吓对手以到达政治目的，还不如说不过是一剂为恐怖主义者自己虚弱内心壮胆的心理强心

剂。如果企图用恐怖主义手段达来吓倒对手以谋取政治胜利，那么古往今来的恐怖主义的实

质便注定了这个目的永远也不能达到！ 

 

  后记：本文原载于《江汉考古》2005年1期，页55～59。今日世界与中国遭受恐怖主义威

胁日益严重，形势严峻。本文重新上网，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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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Longman Group Ltd. 1987, Page 1145. 

[2]
 《史记·赵世家》：“秦人围赵括，赵括以军降，卒四十余万皆坑之。” 

[3] Brian M. Fagan:《People of the Earth: 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Prehistor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Seventh Edition, 1992, Page 595. 
[4]
 Michael D. Coe: 《Mexico: From the Olmecs to Aztecs》, Thames and Hudson Inc., Fourth edition, 1994,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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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M. Fagan:《People of the Earth: 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Prehistor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Seventh 

Edition, 1992, Page 594-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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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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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与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2月版，页4-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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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1期。 

[11]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大司空村殷代杀殉坑》，《考古》1987年1期。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3期。 

[13]
 《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 

[14]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刘绪：《论怀卫地区的夏商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15]

 Anne P. Underhill：《Variation in Settlement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of Northern China》，《Asian 

Perspectives》, Vol.33, No.2, Page 217-222. 
[16]

 傅斯年：《城子崖》，中国科学公司，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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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20]

 洛阳博物馆：《河南临汝煤山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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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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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注[5]，页160。 
[24]

 同注[5]，页160。 
[25]

 《史记·殷本纪》说：“伊尹名阿衡。... ...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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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同注[21]，页96。 
[27]

 高明：《商代卜辞中所见王与帝》，《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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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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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见《史记·殷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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