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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
习惯上也不包含书画、
碑帖
等可移动文物。
并且，
这两个词的表述内容都比较
［96］
；
那些神圣
偏重玩赏性，
所谓
“骨董今之玩物也”

性强或研究性强的东西通常不用这类字眼。
“古器
物”
从字面上比较好理解，
清晚期以后又常用。
“古
物”
虽然不能涵盖所有的古代文物，
但其内涵最广
泛、
使用时间最长，
与现代
“文物”
概念也最为接
近，
不但包括了古器物，
还包括了一部分不可移动
文物。
——近现代
三从
“古器物”
、
“ 古物”
到
“文物”
“文物”
概念的形成
继清末发现殷墟甲骨、
汉晋简牍等后，
相关研
究不断展开，
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代遗物引起
了更多的关注，
旧金石学偏重文字考订的缺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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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显突出。
在此背景下，
罗振玉正式提出了
“古器
物学”
的概念：
“古器物之名，
亦创于宋人赵明诚撰
《金石录》。
其门目分古器物铭及碑为二。
金蔡珪撰
《古器物谱》尚沿此称。
嘉道以来，
始于礼器外，
兼
收他古物。
至刘燕庭、
张叔未诸家，
收罗益广。
然为

斯学者，
率附庸于金石学，
卒未尝正其名。
今定之

曰古器物学，
盖古器物能包括金石学，
金石学固不

［97］
罗氏有《雪堂所藏古器物目
能包括古器物也。
”

录》，
“ 兹录所载，
凡前贤所未见，
固不仅明器、
甲
骨、
竹木已也。
若有文字之矢族、
马衔，
三代之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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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周秦之符，
周汉之权、
彝器、
机轮、
斧驽之范、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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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的变迁

一分类规定》正式把
“古玩业”
改称为
“文物业”
。
1982 年 11 月，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进一步
把
“文物”
这个名词及其内涵用法律的形式固定
了下来。
所界定的文物范畴，
包括了可移动和不
可移动的一切有价值的物质性的文化遗存，
在年
代上也不仅局限于古代，
还包括了近现代乃至当
代。
2002 年 10 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第二条及后来的
“修正案”
，
继续了此前对

于文物的界定和表述，
成为我国目前关于文物内
涵界定、
文物保护、
文物分类、
文物定名等工作的
最基本的法律和法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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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ifting Concept of the Term Wenwu
LIU Yi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the term wenwu has gone through a long history.

Drastically different from its present definition, the term wenwu in ancient Chinese referred to the ritual and

musical traditions of the Huaxia nationality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norms and institutions. It was also used

in some contexts to connote the material forms of such norms and regulations, or in other cases“civilization”
or“culture”
. The modern concept of wenwu (cultural relics) was expressed as guqiwu (ancient artifacts), gu⁃

wu (ancient objects), gudong (antiquity) or guwan (curio) in ancient literatur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

official documents used guwu to refer to all the objects of cultural valued surviving from ancient times. The
usage of the term wenwu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which shared some common meanings of its present-day
use, laid a foundation to its modern concept. Since 1950, wenwu became a formal expression and rendered in

legal documents to refer to all the valuable material cultural remains, movable or immovable, surviving from
ancient or modern and even contemporary times.

Key words: wenwu (cultural relics); guqiwu (ancient artifacts); guwu (ancient objects); gudong (antiqui⁃

ty); guwan (curio); material cultural remai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