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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热播的都市剧《三十而已》中，三个性格、经历各
异的角色，集中体现了现代都市女性的奋斗与焦虑。其中，
顾佳为了家庭和事业勇闯“太太圈”的剧情，引发了人们对
女性圈层的讨论。

一说到古代女性，人们往往会有“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的固有印象，但“太太圈”这样的女性圈层，是自古就有的。
尤其是在民风开放的唐朝，一方面发达的经济使得整个社
会更有活力，另一方面大唐接纳、融合了很多北方民族的风
俗，唐代妇女的行事因此更为自由。

在这样的环境下，唐代上层社会的女性，有自己丰富多
彩的社交活动，光是出个门架势就不小。比如在唐代画家张
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这幅画作中，画面中一众人骑马出
游，从右往左看，队伍最前面作为领队的是两位中年从监和
一位侍女，在他们身后，老年侍母抱着一个小女孩，前后侍
从护航，众人簇拥着身着红裙的虢国夫人。虢国夫人是杨贵
妃的三姐，由于杨贵妃在宫中思念自己的姐妹，于是唐玄宗
把她们接到宫中并封为夫人。当时正是开元盛世的末期，大
唐盛世中的国泰民安，已经悄悄地开始转向骄奢淫逸，杨贵
妃和她的众姐妹们，可以说是当时顶层的“太太圈”。

相比《三十而已》里的现代“太太圈”，唐代上层社会女性
的休闲社交活动多了很多文化气息。在传世的唐代诗词、文献
中，我们能见到一些女子在聚会中通过诗词进行交际、唱答的
记载。唐代对女子的音乐教育，与女红、诗文同等重要，属于贵
族女子的基本能力，因此音乐活动也是聚会中的主要项目。因
为没有严苛的男女大防，在唐代男女可以共处一室，一起宴饮
聚会，“男女杂坐，乐饮笙歌”已经成为社交常态。

除了这些文艺活动，唐代女性还流行博弈游戏。博弈，
可以大致理解为各种对弈活动，其中博要用到骰子，比如掷
骰、双陆、投壶等娱乐活动；弈则指棋类，包括围棋、弹棋等。
这些对弈活动，很多具体的玩法已经失传了，还流传至今的
可能只有围棋等，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出土的唐代弈棋图，就
有女子下围棋的画作。

唐代统治阶层起源于关陇武士集团，社会流行尚武风
气。“太太圈”的聚会也会移到室外举行，比如骑马射箭在唐
代上层女性中就比较流行。当然，女性骑马射箭不为上阵杀
敌，而是一种游戏，有很多玩法。比如“射鸭”，就是把木头做
的鸭子模型放到水上，比谁能射中。唐代流行的马球也常有
上层女性的身影。诗人张籍有“殿前香骑逐飞球”的诗句，

“香骑”便是指女子骑马。不过，女子身材相对矮小，力量也
不足，打马球会比较危险。所以，唐代女子还发明了更容易
普及的“驴球”，当时叫“驴鞠”，相比于马，毛驴更温顺，也更
适合女性骑乘。

如今太太们
聚会之后，往往
会合影发个朋友
圈，而在唐代，专
门有画家来描绘
出贵妇圈的生活
场景，比如唐代
画家周昉就有多
幅这样的画作传
世。他的《调琴啜
茗图》描绘了几
位唐朝贵妇在林
中石上抚琴品茗
的场景。画中背
景大片空白，用
两棵树和一块石

板告诉人们这是在自然之中。一位贵妇坐在石板上抚琴，旁
边两位面对面坐着听她弹琴，身边的侍女端着茶盘。几个人
物有站有坐，各个角度错落有致，让人们感受到了这几位妇
人悠然自得的心情。

不方便出门的贵妇们，可以逛自家的园子，于是赏花成
了春日游园必不可少的项目。在《簪花仕女图》中，几位无所
事事的贵妇站在鲜花旁，每人头顶都戴着不同的花，从右到
左分别是牡丹、紫绿团花、荷花、海棠、芍药，几位夫人或拈
花、或引蝶、或逗狗，在花丛、小狗、仙鹤和一位侍女的分隔
下显得慵懒闲逸。

融入“太太圈”是要跨越一定门槛的，花费数万元买个
名牌包就是顾佳的入门动作。在唐朝也是一样，混迹贵妇圈
的第一步，你要有一身出尘绝艳的打扮。要知道，大唐的贵
妇们为了争奇斗艳真正是武装到了牙齿。

由于唐朝刷牙设备没那么普及，人们的牙齿都多少有些
问题。不过爱美的贵妇们还是找到了些改善牙齿状况的办法。
涂黑牙齿是最为简单粗暴一劳永逸的方法，极其适合慵懒系
贵妇。染牙一来是为了掩盖牙渍，二来是为了预防牙病。但当
时的染牙剂不易得，所以“黑齿”本身也是一种身份象征。这个
习俗在中晚唐时期传到了日本，在日本的平安时代，“面涂白，
唇点绛，齿涂黑”一度成为京都上流名媛的时尚美妆。

大唐高僧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有“朝嚼齿木”一
章，记载印度僧人“每日旦朝，须嚼齿木，揩齿刮舌”。这一做
法也传到了中国的民间。所谓“齿木“主要指杨枝，贵妇们闲
时逛逛花园，撷几节杨枝泡在盆中，就可以制成清洁口腔的
木片。用时就咬一咬杨枝，听起来像现代有清洁口腔功效的
口香糖。做好“口腔美容”之后，唐朝贵妇们还得焚香沐浴，
梳个当时流行的高髻，额上贴花钿，披上襦裙战袍，踏上云
头履战靴，这样打扮妥当之后，才能拿着金花笺的邀请函去
参加聚会。

总体来说，唐代贵妇圈的休闲社交活动，可以说有文有
武，有静有动。这些休闲社交活动，不仅需要有一定的身份
地位和经济基础，还有比较浓厚的文化气息，这就比当今富
太太们的聚会，多出了不少的高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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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以文
科成绩676分，湖南高考文科第四名的
好成绩报考北大考古专业一事引发热
议，不少网友认为考古专业没“钱”途，
劝钟芳蓉不要报考这样冷门的专业。

那么，学考古究竟是一种怎样的
体验？公众对于考古的想象，更多来自

《鬼吹灯》和《盗墓笔记》这两部小说。
现实中，学考古的体验可能比你想象
的还要丰富。在山大历史文化学院考
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唐仲明看
来，工科、理科、艺术、文学、哲学……
无论你想学啥，考古专业总有一款适
合你。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考古学属于
文科，其实学生要涉猎很多理科知识，
还要掌握一定的实验技能。比如动物
考古，就与生命科学紧密相连；又如分
析陶器成分、烧陶工艺等，就与化学相
关；分析人体骨骼，学习的体质人类学
知识则与医学联系紧密。

如今的考古学习也充满了“科技
范儿”。例如通过给发掘出土的人类头
盖骨拍CT，可以分析人类牙齿的遗传
变化特征。唐仲明笑称考古有时像破
案，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能够分析复原
发掘出土的人体死亡原因。比如2018
年在菏泽青邱遗址，发现了两具身体
和头骨分开埋葬的个体。赵永生副教
授的研究团队通过X光片和CT扫描
等分析研究，判断其中一具的头骨是
从背后被利器砍断；而另一具则是先
从前面用锐器将喉管割断后再砍下。”

唐仲明说，考古要学习各种相关
技术，比如文物绘图，还要学习使用各
种测绘设备，如全站仪、RTK、无人机
等的操作使用方法，这就与工科有相
似之处。此外，像考古遗迹、遗物的三
维扫描，三维模型构建与复原等，与计
算机学院有密切的合作。所以，考古是
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要用到很多其
他专业的知识、设备、理论和方法。

考古专业学生最期待的要数田野
考古实习了。当然，实习地点的生活条
件是比不上学校的。例如唐仲明带学
生在焦家遗址实习时，老师同学就住
在村里，租的是当地村民的房子。深入
田间地头的集体生活，给学生们的青
春岁月留下了别样温暖的滋味。

每天上工八小时，考古实习是充
实而忙碌的。同学们被分配到各自的
探方中，每个探方会有一两个民工帮
忙。大家拿着手铲刮平面，出现遗迹时
进行判断。与《盗墓笔记》和《鬼吹灯》
描述的不同，真正的田野发掘地点大
多不是充满金银财宝的墓葬或遗址。
对考古学生而言，每次有重要发现时，
不只是喜悦，还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他们要详细地记录、准确地绘图，还要
评估某一遗迹在整个探方中的位置，
和其他遗迹的关系等等。

对于考古人来说，田野那些事可
谓“劳其筋骨，乐其心智”。能够在学生
时代参与像焦家遗址这样重大遗址的
发掘，那更是“拼人品”的事。“一直弯
着腰干一天是很辛苦的，但慢慢清理
出重要的遗迹，学生的那种喜悦是无
以言表的，那是通过自己辛勤劳动收
获的果实，有的同学到点都不下工，也
不吃饭，饿、累全忘了。”唐仲明说。

很多考古人回忆起学生时代的考
古实习，都不禁流露出兴奋的神情。山
大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
教授郎剑锋回忆，2003年春天，当时他
还是一名本科生，那一年他第一次接
触田野考古，收获了终身难忘的惊喜。

那年，当他真正面对脚下的土地
时才发现，纸上得来终觉浅。在课堂上
老师讲得很明白的知识，到现场却发
现和实际操作差距很大。比如区分土
质、土色，真正到探方中才发现，那些
貌似浅显的知识，需要特别用心去体
会、观察才行。通过一遍又一遍的刮
面，才能仔细分辨出土壤硬度和颜色
的差别。

田野考古，大多数时候其实是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平淡，郎剑锋对那段
实习的印象多是每天埋头在探方内一
遍遍地刮面，挖出最多的是各时期的
陶片，下工时用袋子装好扛回驻地。能
在田间野外有这样一段恣意潇洒的青
春，让人终生难忘。

在学生时代就能参与重大发现，
郎剑锋是幸运的。那一年他在大辛庄
遗址实习工地亲手挖出了带有甲骨文
的卜甲。其实在他当时实习的工地，经
常能发现卜骨或卜甲，但都没有文字。
每挖到一片卜甲，同学们总希望上面
能有字。同学们每次发现像字的卜甲、
卜骨，都会兴奋地去找方老师“鉴宝”，
但每回老师都给出否定的答案，渐渐
地同学们那种兴奋劲儿便消退了。就
在这时，郎剑锋在一个活动面发现了
一片卜甲，他怀疑有字，虽然没有抱多
大希望，但还是再次向老师求证。没想
到，这一次老师竟然给出了肯定的答
案，这让他忍不住兴奋地喊了出来。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考古科科长郭
俊峰回忆自己学生时代的田野实习，
也连连感慨“幸运”。1999年7月，以济
南市考古所成员为主组成了洛庄汉墓
考古队，由山东大学崔大庸教授带队
进驻洛庄汉墓，对铜器坑周围进行抢
救性发掘。那时郭俊峰在济南市考古
所实习,也成为了考古队的一员。

就是在这次实习中，郭俊峰亲身
经历了挖金子的“神话”。发掘中，一个
又一个陪葬坑陆续被发现，可谓成果
丰硕。正当考古队即将撤退之际，郭俊
峰的同学刘剑用铁锨从松软的土里翻
出了三件黄灿灿的东西。崔教授惊呼
一声“金器！”这下同学们兴奋了，大伙
把那沉甸甸的金器小心地捧在手里，
好像中了百万大奖。当天晚上，同学们
把这些金器放在保险柜里，然后再放
在最里屋郭俊峰的床下，并用链子锁
在他的床腿上。“我第一次失眠了，一
点风吹草动都让我顿时清醒。”郭俊峰
回忆。

当如此充实的学业生涯进行到
毕业抉择时，学考古真的像人们认为
的那样没“钱”途吗？唐仲明分析，在
传统的人文学科里面，考古专业的就
业前景是比较乐观的，因为专业性较
强，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考古专业毕
业的学生可以去当中文、历史甚至哲
学专业老师，也可以进入考古所、博
物馆等专业性很强的文博单位工作。
比如山大考古专业的毕业生选择就
业的一般都到了省级或地市级的各
类文博机构。

“目前大量基层文博机构是很缺
人才的。”唐仲明以青州博物馆、滕州
博物馆举例，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国家
一级博物馆。青州博物馆甚至提出了

“硕士以上免试”的人才引进优惠条
件。

无论如何，“劳其筋骨、乐其心志；
博览群书，动心忍性”的考古学，是一
门就读体验非常不错的学科。按照华
裔考古学家张光直的说法，这门学科
或许还是“前途无量”的：这是因为，这
门学科虽然充满挑战，却十分年轻，人
人都有机会做出突破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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