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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羊子山战国铜镜初探
张 媛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目前刊布的 ５ 面出土或采集于成都羊子山的战国铜镜，其中羽鳞纹镜、羽状地纹
镜、八叶四山纹镜和云纹地凤鸟纹镜具有浓厚的楚式镜特征，仅一面弦纹镜。战国时期楚蜀
关系密切，楚文化对蜀地影响颇深，铜镜风格亦受之影响，加之本地具备铸造铜镜的条件，
羊子山战国墓出土和采集的这些楚式镜属于仿楚镜风格而铸于本地。
关键词：羊子山；战国镜；楚式镜；蜀楚交流
成都羊子山是位于成都北郊驷马桥附近的大
土堆，１９５３ 年因取土烧砖发现墓葬，经当时西南

类，基本不出以上范围。
早在商周时期，铜镜的纹饰就已非常丰富，

博物院工作小组的发掘后，清理出多座战国至唐

除了素面镜，还出现几何纹、动物纹等内容丰富

宋墓葬。其中编号为 １７２ 号的战国墓出土铜镜 １

的图案。［７］到了战国时期，铜镜的纹饰类型进一

面。［１］另据 《四川省出土铜镜》，羊子山工地还采

步增多，发展出具有时代特色的山字纹、羽状

［２］
本文拟就
集到 ３ 面战国铜镜及出土 １ 面弦纹镜。

纹、蟠螭纹、草叶纹等纹样。羊子山出土和收集

以羊子山出土和采集的铜镜为主体，探讨这些铜

的铜镜图案，具有典型的战国铜镜特色。

镜的类型、纹饰及它们反映的相关历史信息。
一

羊子山战国铜镜类型、纹饰

（一） 羽鳞纹镜

羊子山 １７２ 号墓出土，位于人头骨后部，椁
的东部，这和同时代楚墓出土的铜镜放置部位相

战国铜镜的分类因各家采用的划分标准不

［８］
此镜直径 ８．８ 厘米，圆钮座，四弦钮，钮外
似。

同，分类结果也不尽相同。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梅

有弦纹三周，弦纹外有精美的环纹、羽毛纹、云

原末治在 《漢以前の古鏡の研究》 中把春秋战国

雷纹、蜗纹、三角形雷纹构成的图案，蜗纹中心

时期铜镜细分为 １２ 种， 梁上椿在 １９４０ 年出版

突起成乳钉，图案不对称 （图一）。报告中未给

的 《岩窟藏镜》 中按照主纹和地纹的关系分为

此镜定名， 《中国古代铜镜》 认为该镜的主纹为

１０ 类。［４］到了 １９８０ 年代，各地出土铜镜不断涌

羽纹、鳞纹，并命名为羽鳞纹镜，“此类铜镜出

现 ， 尤 其 以 湖 南 出 土 最 多 ， 周 世 荣 《铜 镜 图

土甚少，只见于湖南、四川战国墓中。其出现的

—湖南出土历代铜镜》 根据铜镜装饰特点，
案——

［９］
而有的学者根据此镜的
时间可能属战国中期”。

［５］
孔祥星、刘一曼
将东周时期的铜镜分为 １１ 类，

纹饰特征把此镜归入羽状纹镜。［１０］

［３］

在 《中国古代铜镜》 又将春秋战国铜镜按主题纹

由于这种类型的铜镜纹饰复杂，仅命名为羽

饰图案分为 １３ 类。 以上著作各种类别下又分为

状纹似乎不能突出其特点，而定名为羽鳞纹似较

更精细的名目。其他研究铜镜的著作还有不同分

为合适。

［６］

48

成都羊子山战国铜镜初探
但并没有著录出土地点。

［１１］

（三） 八叶四山纹镜

《四川省出土铜镜》 收录，直径 １１．４ 厘米，
定名为羽状云纹地四山镜。此镜为圆形，因铜镜
中部残损，钮看不清，方钮座。纹饰由地纹与主
纹组合而成。主纹为向左倾斜的“山”字 （或称
为“Ｔ”字纹），底边与方钮座边平行。地纹为羽
状纹，在地纹之上，于钮座四角伸出四组连贯式
图一 羊子山出土羽鳞纹镜

的花瓣，每组二瓣，它们将镜背分为四区，每区
置一主纹“山”字 （图三∶１）。有的学者按地纹

（二） 羽状地纹镜

上叶片的数量加主纹命名，把此镜命名为八叶四

《四川省出土铜镜》 收录，直径 １２．７ 厘米，

山纹镜；［１２］有的学者把战国山字纹镜分为四式，

定名为羽状云纹镜，无说明。从拓片上看，该镜

以此种镜为 ２ 式的代表，并认为这种镜地纹为细

为圆钮座，因有损毁，钮的形状不清
晰，钮座外有一圈细环纹。环纹外是细
密的羽翅纹及涡纹组成的长方形花纹单
位，布满整个镜背。镜缘有一圈较细的
弦纹。宽素卷边 （图二∶１）。
《中国铜镜图典》 收录了一枚形状、
形制相似的铜镜 （图二∶２），定名为羽
状地纹镜，并作了简要介绍，“所谓羽
状地纹，有的学者称之为‘变形羽状兽
纹’、‘兽纹’、‘变形兽纹’、‘羽翅

图三 八叶四山镜拓片

纹’等，这是把演变成羽状或涡粒状的

１．羊子山采集

蟠螭纹躯体的一部份分割为一个长方形的花纹单

密的羽状纹，主纹为四山纹，钮座四角或座的每

位，这个花纹单位有规律地连续排列，布满镜

边中点各伸出一片桃形叶子，每叶再伸展，靠近

背，也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纹饰是截取青铜器纹

边缘处再各连接桃形叶子，这样就将镜面分成四

饰飞龙腾蛇体躯上的小羽翅而构成的密集图像，

等分，山字均匀分布在每一等分内。［１３］

是用同一花纹单位的印模连续压印拼接而成的。”

２．湖南长沙九尾冲 Ｍ５ 出土

山字纹镜是战国时期楚镜最流行的样式，主
要特征是在羽状地纹上由 ３～６ 个类似
山字的图纹构成的主题纹饰；山字之间
通常配以花瓣纹、叶纹、绳纹。根据山
字的数目，可分为三山镜、四山镜、五
山镜、六山镜四种。四山镜则是战国中
期流行的样式，长沙楚墓中出土了众多
四山镜，九尾冲 Ｍ５ 出土的一枚八叶四
山镜与羊子山采集的这枚铜镜形制相
［１４］
因山
似，直径 １３．９ 厘米 （图三∶２）。

图二 羽状地纹镜拓片
１．羊子山采集

２． 《中国铜镜图录》 著录

字镜与叶纹搭配，具有平衡的视觉效
果，叶片数量有四叶、八叶、十二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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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山字镜的地纹以羽状云纹为主，命名时采

著录出土地点，但根据书中概论里提到的线索，

取山字数加叶片数能更好地体现出山字镜的特

此镜是楚地出土的铜镜，“从出土资料来看，凤

征，因此这枚镜定名为八叶四山纹镜较为合适。

鸟纹镜大都在楚镜内出土，楚以外的地区所见较

学者们对山字镜关注颇多，主要集中在两方

少，可以说，凤鸟纹的流行，反映了楚国的风

面：这类铜镜起始年代以及山字纹代表的意义。

俗”。 ［２０］羊子山采集的凤鸟纹镜和上博藏的凤鸟

关于山字纹铜镜起始年代，目前有几种看法，第

纹镜虽然形制较相似，但在细节上仍存在差别，

一种观点认为山字纹铜镜始见于春秋晚期；

前者的四凤较为纤细，四鸟所立的菱形纹较大，

［１５］

第二种观点认为山字纹铜镜始 见于战国初 期；

画面布局比较均匀；后者的四凤较饱满圆润，四

第三种观点认为四山纹铜镜始见于战国前期的

鸟和所立之菱形纹较小，布局上更突出四凤灵动

后半段。 ［１７］无论山字镜起源于何时，至少四山

的特征。我们推测，羊子山这枚铜镜可能是蜀地

镜在战国中期已流行于楚地，后再向周边地区传

仿造的楚镜样式。

［１６］

播，这种文化传播必然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因此

有学者认为此镜主纹为四龙四鸟，把其归为

羊子山工地采集的这枚八叶四山纹镜埋葬的年代

龙鸟纹镜。［２１］战国时期，楚国凤鸟纹在商周凤鸟

最早不超过战国中期。

纹基础上演变出具有独特地域特征的纹样，应用

（四） 云纹地凤鸟纹镜

很广，除了青铜器上常见，在玉器、漆器、丝织

《四川省出土铜镜》 和 《中国铜镜图典》 均

品等材质上，也不乏凤鸟纹。羊子山采集的铜镜，

收录，直径 １１ 厘米。前者定名为云纹地龙鸟镜，

其主纹具有楚国凤鸟常见的喙、冠、修长的颈等

无说明。后者定名为凤鸟镜，并加以说明：圆

典型特征，因此定名为云纹地凤鸟纹镜较为合适。

形，四弦钮，方钮座，外围凹面形方格。纹饰由

（五） 弦纹镜

地纹与主纹组合而成，地纹为菱形格内的圆涡纹

《四川省出土铜镜》 和 《中国铜镜图典》 均

与碎点纹。在地纹之上，在方格四角各有一形态

收录，并均载出土于羊子山，但没有标明此镜出

相同的凤纹，凤勾喙，头上有冠，面向身躯一

土于羊子山具体哪座墓或遗址。该镜直径 １３ 厘

侧，凤身向左旋，伸向头部上方，尾较细，有弯

米 （图五）。 《四川省出土铜镜》 称弦纹镜，无

曲的岐枝。凤爪短小，呈八字形，与钮座各边中

说明； 《中国铜镜图典》 列于素镜之下，称为弦

部相对的边缘处各有一折叠式菱形纹。其上站立

纹素镜，并说明此镜“三弦钮，中弦略高，钮外

四鸟，立鸟振翅垂尾，凤与鸟的配置使画面十分

有二周细弦纹，镜身平直”。 ［２２］
弦纹镜在春秋晚期已存在，早期的弦纹镜，

和谐，素卷边 （图四∶１）。 ［１８］
与此镜形制相同的镜还见于 《上海博物馆藏

弦较少，只有一周，战国中、晚期出现有三至五

没有

周的弦纹。弦纹镜一直发展到战国晚期直至西汉

青铜镜》，定名为凤鸟纹镜 （图四∶２），

［１９］

初，数量较少。晚期的弦纹镜形体比早
期的要大，直径一般都在 １０ 厘米以上，
羊子山出土的弦纹镜直径 １３ 厘米，有二
周弦纹，因此不太可能是战国早期镜，
很可能在战国中期甚至战国中期以后，
埋葬此镜的墓葬最早也不超过战国中期。
王仲殊将羊子山出土的此镜划归到
素镜的第 ＩＩＩ 式，认为此类镜除在接近
边缘处有一周凸起的细弦纹外，在钮的
图四 凤鸟纹镜拓片
１．羊子山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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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也有一周凸起的细弦纹。钮 作弓
形，较宽，饰弦纹三道。与此相类似的

成都羊子山战国铜镜初探
都证明了它是战国时期的墓葬……值得注意的是
墓里的许多器物，如玉具剑、大鼎蹄足上的饕餮
纹、分成两部甗、铜罍的形制和花纹的制法、铜
矛与漆盒的图案、金银错的图案等都与楚器极为
相似。再从出土随葬品的型制纹饰来看，也不少
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 ［２９］羊子山 １７２ 号墓葬
式及随葬品有楚文化的影响，但又有蜀地独特的
地域特征，如铜器上的巴蜀文字，而秦文化的影
图五 羊子山出土弦纹镜拓片

响则几乎不见。从羊子山采集和出土的铜镜来

还有宝鸡斗鸡台、西安半坡、西安大白杨、耀县

看，羽鳞纹镜目前仅见于湖南和四川，羽状地纹

近郊、巴县冬笋坝、常德德山出土的素镜。

镜和八叶四山纹镜是楚镜流行的款式，凤鸟纹镜

［２３］

素镜是秦镜流行的样式，其中弦纹镜数量占多

具有楚地风格，仅弦纹镜带秦镜风格，这些铜镜

数，有二周弦纹的素镜是较为典型的秦镜。素镜

中楚式风格的铜镜数量占优势。
这些战国中后期流行的铜镜发现于蜀地，但

包含弦纹镜，因此定名为弦纹镜即可。
二 战国时期楚、蜀文化交流对铜镜的影响
蜀、楚之间的 交往在 传 说 时 期 就 已 发 生 ，

又带着浓郁的楚地风格，它们的来源如何，是学
者们关心的问题之一。刘一曼已经注意到蜀地铜
镜的来源问题，“应当指出的是四川的巴蜀地区，

《水经注》 引来敏 《本蜀论》 中保存了流传于蜀地

虽与秦、楚都相距不甚远，但所出的铜镜与陕西

的传说：“荆人鄨 （鳖） 令死，其尸随水上，荆

秦镜差别较大，而与两湖出的楚镜相似。……这

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

些铜镜可能铸于楚地，通过战争掠夺或商业往来

［２４］
这段记
望帝立为相……遂以国禅，号曰开明。”

载虽是经过加工的传说，

但仍有一些线索值得

［２５］

流入巴蜀，也可能是当地仿照楚镜而铸造的”。
如若说这些铜镜是战争掠夺，似乎有一点不好

［３０］

注意，即蜀、楚至少在春秋之前就已经发生联

解释，即战争中首先掠夺的铜器必然是武器，作

系，这种联系可能是零星的、偶然的，往来的路

为生活日用品的铜镜，在战场上似乎并不常见，

线是水路。到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期以后，

而且从战国时期蜀楚战争来看，蜀军占领楚地的

两地的联系更加紧密， 《史记》 关于楚与蜀在汉

机会实在很少。如果说它们是随着蜀楚两地的商

中的争夺，“蜀伐楚，取兹方”的事实，为文献

业往来而流入蜀地，应该是楚地流行的款式，羊

中对蜀楚两地因地域争夺而留下的记载。考古发

子山 １７２ 号墓羽鳞纹镜目前出土很少，应当不是

现不仅印证了文献的记载，更具体地表现出两种

蜀地大宗铜镜贸易的品种，当然也不排除墓主人

文化之间深厚的联系，“蜀文化受楚文化影响，

对羽鳞纹镜的偏好或是他人所赠的情况。有学者

今人对蜀地出土

推测：“战国时期，四川地区应该已经产生的

的青铜器、漆器、陶器等器物研究发现，楚式青

（了） 铸造铜镜的技术，这一时期的铜镜之所以带

铜器对蜀文化影响很大。 ［２７］楚镜对蜀地铜镜的

有秦、楚铜镜的风格，有可能是秦、楚铸镜工艺

影响，也是如此。

技术的传输。” ［３１］有的著作认为蜀地不具备生产

楚文化中亦有蜀文化影响”。

［２６］

从上文对羊子山出土和采集的铜镜分析可以

铜镜的条件，“但这时四川一带，还不制造，他

看出，它们均属于战国中、晚期，其入葬的墓

们通过交换和其它方法从外地得到一些铜镜，并

葬，不早于战国中期。虽然有学者将羊子山 １７２

且把这些铜镜作为自己死后的殉葬品，所以四川

但仅就铜镜来看，似乎还应

的战国墓葬里常常发现铜镜。” ［３２］目前并无有力

属战国。根据考古报告，墓的四周和墓底有一层

的证据证明此观点。相反，蜀地在地质时期就已

０．５ 米的白色膏泥，“这座墓出土的大部分器物

形成了丰富的矿产资源， ［３３］相当于夏商时期广汉

号墓定为秦代，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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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 ［３４］西周时期十二桥文化的新繁水观
音遗址、

彭州竹瓦街

［３５］

均出土了大量具有较

［３６］

高制作水平的青铜器，说明当时蜀地已掌握较为
先进青铜铸造工艺。因此，到战国时期，蜀地完
全有条件和能力制造青铜镜，随着楚文化在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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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更倾向于羊子山的这些铜镜是蜀地仿造的楚

［１４］ 高至喜： 《论楚镜》， 《文物》 １９９１ 年第 ５ 期。

式风格铜镜。战国蜀地铜镜虽受楚文化影响而带
有浓烈楚地风貌，但并不能由此低估其铸造能力。
三

小结

综上所述，羊子山墓地采集和 １７２ 号墓出土
的铜镜很有可能是战国中、晚期蜀地仿造的楚式
铜镜。战国时期楚文化对蜀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

［１５］ 孔祥星、刘一曼： 《中国古代铜镜》，第 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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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楚式铜镜在蜀地的传播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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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化交流的表现形式之一。楚文化和蜀文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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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独立又相互影响，蜀文化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地
域特征的文化传统，不仅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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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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