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石器时代考古
栾丰实

２０１５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田野考古工作蓬勃开展，重要发现层出不穷，研究方法
和手段趋向于多元化，研究成果丰硕。

据统计，２０１５年度出版的以新石器时代为主的田野考古报告 ６部，发掘简报 ５０余
篇，研究专著十余部，发表各种论文 ３００余篇。同时，２０１５年度提交答辩并通过的博士
学位论文近１０篇，硕士学位论文３０多篇。

围绕着特定的学术课题召开了一系列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专题学术会议，例如：“早期

文明对话：世界主要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４月，北京）；“早期文明中
的 ‘权力与信仰’学术沙龙”（６月，北京）；第２２届世界历史大会卫星会议——— “比较

视野下的龙山文化与早期文明” （８月，山东济南）；“齐家文化与华夏文化国际研讨会”
（８月，甘肃广河）；“第十一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８月，内蒙古赤峰）；“《良渚玉工》
学术成果发布会暨良渚文化玉器与中国古代玉器工艺学术座谈会”（１０月，北京）；“《襄
汾陶寺》出版暨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学术研讨会” （１１月，北京）；“黄河流域史前陶器
与文明·社会学术研讨会”（１２月，山东济南）；“石家河遗址考古 ６０年暨中国考古学会
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１２月，湖北天门）；“五千年文明见证———红山
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１２月，大连）；等等。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有力地推动
了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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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内容既包括２０１５年度公布的考古新发现资料，也有相当多的往年发掘资料
系统整理后的正式全面出版。以下分八个区域予以简要介绍。

（一）海岱地区

黄淮下游的海岱地区公布的新资料以大汶口、龙山文化为主。在鲁南薛河流域进行的

区域系统调查，累计调查面积约２６０平方千米。调查中对采集的遗物、遗址边界、堆积剖
面等，普遍采用了 ＧＰＳ定点记录方法。同时，分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商
代、西周、东周和秦汉九个时期，对调查区域发现的聚落遗址分类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在

具体分析各个时期聚落演变特征的基础上，将这一长时段的聚落发展过程归并为三个大的

阶段，即后李和北辛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至商代时期、两周及秦汉时期，揭示了长达数

千年间的稳定发展过程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３期）。
大汶口文化是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快速发展并产生早期文明的重要时期，而大汶口是



迄今为止分布区内最大的遗址。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在 ８００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了大
汶口文化早期晚段７座保存完整的房屋基址。房址排列整齐，朝向东南，面积整齐划一，
均为边长约４２米的正方形。房址开口于第４层层面，周边有一圈较为密集的柱洞，地面
上遗有石、骨、陶器若干，其中大口尊的发现较为重要，显著扩大了此类器物向北分布的

区域。每座房址之上皆均匀地布满一大层小块红烧土堆积，其中包含有明显为墙皮或房顶

的残块。其他遗迹很少，同时期的灰坑只有２座，位于居住区的东北侧，其中 １座埋有 ２
只整猪，１座埋有１只幼猪，当有特殊用途。上述重要发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区域研
究增添了新的资料 （《考古》１０期）。

皖北地区固镇南城孜和宿州杨堡两处遗址，均发现典型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遗存。

南城孜遗址发现的８座房址，均为有成排柱洞的地面式建筑，并且在修建之前用纯净的黄
土或白色土铺垫，然后再挖柱坑立柱。此外有一定数量的灰坑和少量土坑墓。杨堡遗址的

遗迹主要为墓葬和灰坑。发现的 ６座小墓均为土坑竖穴，葬式有仰身直肢和侧身屈肢两
种，而侧身屈肢的葬法在大汶口文化中较为少见。从出土遗物来看，南城孜和杨堡两处遗

址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均属于晚期阶段偏后时期，与尉迟寺同类遗存的晚期相当 （《考古》

２期）。
龙山文化的资料相对丰富一些，既有边线王的早年发掘资料，也有新发现的尧王城、

南城孜和杨堡等。尧王城是鲁东南沿海地区一处重要的大汶口文化末期到龙山文化时期遗

址。历经多次发掘，２０１２年以来的新一轮发掘，有两项重要发现。一是在遗址内部发现
一座早期环壕城址。勘探和试掘结果表明，城墙南北长近５００米、东西宽约３００米，包括
城墙在内的面积接近１５万平方米。城墙宽度为 ２６米 ～２８米，墙体基础部分有用石块铺
垫的现象，可能与良渚文化的影响有关。城墙外侧的壕沟宽近 ３０米。城墙始建和最初使
用的时代可以早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偏后时期，与丹土和垓下城址的时代相若。这是目前海

岱地区发现的第三座年代可以早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的城址。二是城内发现分布密集、

保存较好的龙山文化房址。在３００平方米的范围内分布着６座，为典型的台基式建筑，即
先行在地面用土铺垫出相对高一点的土台，然后在土台上挖槽筑墙体，墙体有夯土墙和土

坯墙两种。房址的形状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种，以单间为主，个别为双间，面积在 １２平方
米 ～１５平方米。此外，还发现一些出土较多完整或可复原的龙山文化陶器的灰坑，当有
特殊用途 （《考古》９期）。

边线王是继山东城子崖，河南王城岗、平粮台之后较早发现的一座龙山文化城址，一

直没有正式的报告或简报公布，所以学界长期以来都只能引用 《中国文物报》的一篇极

其简单的报道。边线王位于鲁北中部的 河流域，由于遗址所在位置较高，是历年整地和

挖土的主要地点，所以遗址受到严重破坏，多数地段去掉耕土后便暴露出生土。边线王的

城址仅保留着城墙的基槽，地上部分基本没有保存下来。随着海岱地区一系列城址和环壕

的发现，如城子崖、丁公、桐林、景阳冈等城址和李寨、后埠、逄家庄、苏家村等环壕，

人们发现这些面积均远远大于边线王的龙山文化城址，均是在平整的地表上直接筑墙，完

全没有挖基槽的现象。而面积在５万平方米以下的多是环壕聚落。所以，包括笔者在内的
不少人对边线王的城墙基槽心存疑虑，认为城墙基槽或许就是壕沟，或者主要是壕沟，该

遗址很可能就是一座环壕聚落。新公布的资料继续坚持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墙基槽的存在，

同时，认为 “内城大约构筑于龙山文化早中期”，“外城构筑于龙山文化中晚期”。不过，

从报告中公布的出土陶器可知，边线王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均为龙山文化前半期，最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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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到龙山文化中期前段，没有晚期的遗存 （《海岱考古》８辑，科学出版社）。
南城孜和杨堡相距不远，均存在着依次的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即大汶口文化晚期、

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两遗址龙山文化遗存的共同特点是，年代均为龙山文化后半期，文

化面貌上既有与北、东两侧的鲁南、苏北地区龙山文化相同的特征，也有与豫东鲁西南地

区相似的因素，如各种拍印纹饰和罐类器物较多等，甚至还有一些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因

素。因此，值得进一步开展工作和深入研究 （《考古》２期）。
继青岛胶州赵家庄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时期水田遗迹之后，近几年在位置略偏东南的青

岛市黄岛区台头遗址发现了新的疑似龙山文化水田遗迹。水田位于遗址边缘，为面积较大

的大片纯净灰黑色淤积土，并发现类似于土垄的黄色土堆积。从疑似水田遗迹中采集的

１５１份土样，经检测水稻植硅体的密度超过 １０００／ｇ的有 １１１个，所占比例达 ７０％以上，
达到和超过了水田的数值。从而为在当地及更北的胶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寻找早期水

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编著 《青岛考古》 （二），科学出

版社］。

继辽东半岛地区的 《文家屯———１９４２年辽东先史遗迹发掘调查报告书》和 《辽东半

岛四平山积石眆の研究》两部早年发掘资料的田野报告正式出版之后，２０１５年度又整理
出版了上马石贝丘遗址１９４１年的全部调查和发掘资料。上马石遗址位于辽宁大连市长海
县大长山岛，后来发掘的小珠山和吴家村等遗址就在邻近的广鹿岛。宫本一夫等通过对上

马石遗址发掘资料的系统研究，认为该遗址存在长时段的文化发展过程，即 “小珠山下

层—小珠山中层—偏堡—小珠山上层—双砣子 １期 １—３期—上马石 Ａ区下层—上马石 Ａ
区上层—上马石 ＢⅡ区—尹家村２期”等遗存。这一编年与目前完整的辽东半岛古代文化
遗存的编年体系比较，只是缺少小珠山中层和偏堡文化之间的吴家村期。这一编年体系对

于建立整个东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完整序列和年代对应关系具有

重要意义。同时，有助于对旱作农耕和稻作农耕的传播和扩散、日本弥生时代的开始年代

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解决。上述编年的前半部分，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通过对

小珠山等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提出新的五期划分意见，与此大同小异 （《辽东半岛上马石

贝眆の研究》，九州大学出版会）。位于大连金州张家岚后山的积石冢，尽管遭受严重破

坏，仅存一座大冢，出土遗物也不多，但在被完全破坏之前经抢救性发掘，清理了冢内

１１座小珠山三期文化墓葬，为辽东半岛地区沿黄海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积石冢研究提供
了一份重要的新资料 （《北方文物》４期）。

后李文化的区域差异、相互年代关系以及与北辛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存在着诸

多分歧意见。梅圆圆把后李文化分为西河和月庄两类遗存，认为它们之间差异的原因不是

传统认为的那样西河较早而月庄较晚，而两者基本是平行发展的。提出月庄类遗存发展为

北辛文化之后，又与西河类遗存并存了一段时间。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月庄遗址在西，

后李遗址在东，西河遗址位于两者之间，而月庄遗存未见于同时的西河，却越过西河出现

在更东面的后李和前埠下遗址之中，令人费解。所以，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更多的资

料 （《海岱考古》８辑）。

（二）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新发表的资料比较丰富。年代较早的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在前六次发掘的

基础上，２００１年进行了第七次发掘。特色是充分利用科大的科技优势，全面开展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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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内容几乎包括了影响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报告在全面公布居

址、墓葬的发掘资料之后，分１２个专题报告了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人类学、动
物考古、植物考古、岩矿资源、遗址古环境、经济形态、农业、技术工艺、聚落形态、用

龟习俗、原始文字和骨笛等。此次发掘对所有文化层和遗迹单位定量采集土样进行水选，

鉴定后发现，农业经济的比重远远低于采集。从而得出贾湖先民的生存策略是以捕捞和采

集为主，狩猎为辅，农业和家畜饲养仅处于从属地位的结论，修正了原来的认识。科学研

究资料的系统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换言之，田野阶段非系

统性的点缀式取样，有时会得出误导人们认识的结论。这是在考古学中开展多学科综合研

究的一条重要经验，应引起考古学界同人的重视。此外，贾湖遗址发现了距今 ８０００年前
后的小麦，这就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同时，以贾湖遗址为代表的豫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

代中期文化，展现了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其与裴李岗文化的关系，是一个仍然没有解决

的问题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 《舞阳贾湖》（二），科学出版社］。

河南灵宝北阳平和西坡遗址的发现，为学界正确理解和认识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和社

会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西坡遗址面积达 ４０万平方米，周边有河和人工壕环绕。在遗址
中心位置发现的较大规模广场，四角各有一座面积超过 １００平方米的特大型半地穴式房
址，这种聚落布局当继承自仰韶早期。２０１１年发掘的大型半地穴式房址 Ｆ１０７，面积 １６９
平方米，由半地穴坑体、柱槽和槽内立柱、半地穴墙体、火塘和居住面等部分构成。

Ｆ１０７恰好位于前期大型房址 Ｆ１０８（广场四角四座房址之一）之上，形制和结构相近，但
方向掉转了９０度，为南略偏西。由此看来，仰韶中期偏晚阶段，西坡遗址的聚落布局与
前一阶段相比发生了明显改变。向心式聚落结构的结束表明，仰韶文化中期偏晚阶段的社

会组织开始产生较大变化或变革。所以，为了全面了解和研究仰韶文化中期的微观聚落形

态和社会结构，今后应有计划地持续开展西坡遗址的发掘工作 （《考古》５期）。
山西省东南部的浊漳河上游地区，地形复杂，以山地和丘陵地貌为主，属于自成一系

的地理单元，以往的考古工作较为薄弱。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国家博物馆考古部等单位对这
一地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田野考古调查，旨在梳理和把握区域内早期文化的整体面貌和基

本内涵。经过调查和复查，确认古遗址 ２６３处，在 ９５处遗址采集了标本并予以介绍。其
中仰韶早期７处，仰韶中期２７处，仰韶晚期 ３３处，庙底沟二期文化 ４１处，龙山文化 ５９
处。调查资料的发表为今后在该地区进一步开展田野工作奠定了基础 （中国国家博物馆

等编著 《浊漳河上游早期文化考古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

在经过了３０年的期盼与等待之后，陶寺遗址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的发掘资料，在发掘团队
的努力下，终于呈现给了学界和广大读者。占地总面积达４３０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作为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前期七年间发掘面积达 ７０００平方米，发现了大量
遗迹和遗物。报告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发掘资料，主要有居址和墓葬，分庙底沟二期文

化和陶寺文化两大部分。陶寺遗址发掘的 １３００多座墓葬，虽然排列得严整规范，但相互
之间的分化和差别则十分明显，并且大中型墓葬分布得相对较为集中。故报告将墓葬划分

为大中小三型六类十二小型，整体上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状结构，较为清晰地展现了陶寺

这一都城级别的龙山文化时期大型中心聚落内部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为中华文明

的形成研究提供了有力证据。从考古学角度来看，陶寺遗址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出土了一大

批高等级的贵重物品，如鼍鼓、土鼓、石磬、龙盘、文字、铜器、玉器等，而且首次在中

国北方地区清理出一大批完全朽蚀不存的成套木器和葬具，如鼍鼓、木案、木俎、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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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木豆、木盆、木斗、木勺、木碗、木杯、木觚、木仓形器、木桶等，大凡其他质料有

的容器，都有木制者，从一个角度向我们再现了史前社会的真实面貌。为今后的同类田野

考古工作提供了范例和可资借鉴的经验。下编主要是出土遗物的检测、鉴定和分析，内容

包括孢粉、出土木材、人骨、动物遗存、石器和玉器、陶器、铜器、彩绘木器、颜料、乐

器以及遗址的地貌环境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 《襄汾陶寺》，文物出版

社）。

陶寺遗址发现城址后开始的新一轮发掘，重要发现不断。前几年在大城东南部发掘出

一座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型夯土基址。基址长约２７米、宽约１９米，面积超过 ５００平方
米。整体是由主体建筑、东西南三侧墙基础和中间围拢起来的庭院组成的 “回”字形大

型建筑。这座位于陶寺城内手工业作坊区的大型建筑，当与城市的手工业生产管理关系密

切 （《考古》１期）。
位于晋南运城盆地的绛县周家庄遗址，包含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等多个时期的文

化堆积，其中龙山文化遗存的面积达４５０万平方米。经勘探和局部解剖发现的龙山文化环
壕，壕内面积３００多万平方米，属特大型环壕聚落遗址。截至 ２０１２年，累计发掘面积近
３０００平方米，发现房址 ２９座、陶窑 ９座、灰坑近 ２００座、墓葬 ２８９座。房址均为小型，
面积在１０平方米左右或更小，有地面式、半地穴式和地穴式三种。陶窑由工作坑、火膛、
火道和窑室等部分构成，圆形窑室的直径在１米 ～１５米。墓葬有土坑墓和瓮棺墓两种主
要形制，头向西南。土坑墓集中成群分布，相互之间有一定分化，按墓室面积可分为较大

型和小型两类，前者多有木质葬具，后者墓室狭小，仅可容身。所有墓葬几乎没有随葬

品。周家庄遗址与相距不远的陶寺规模相当，文化面貌大同小异，但两者的等级就目前资

料而言差别很大，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考古》５期）。
位于河南禹州的前后屯遗址，面积约 ６万平方米。２０１０年发掘的 ２０００平方米，以庙

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遗存为主，也有少量龙山文化时期遗存。遗迹有房址、灰坑、灰沟和墓

葬等。出土遗物中有一定来自东方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如篮纹鼎和罐、?、高足

杯等 （《考古》４期）。新郑龙湖兴田遗址的发掘，发现有王湾三期文化的房址、灰坑和
灰沟等遗迹及大量陶器等遗物，有助于对豫中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整体面貌的认识 （《华夏

考古》２期）。
陕北石峁龙山文化特大型石城遗址的发现，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成果。而城内

布局、结构和文化内涵的全面揭示，需要长期而扎实的田野考古工作。新近公布的两处遗

址发掘资料，后阳湾位于内城东部，呼家洼位于内城皇城台南部。两地点共发现６座房址
和５座墓葬。后阳湾的房址均为地穴式白灰面房址，面积 １０余平方米。墓葬则有土坑墓
和瓮棺墓两类。出土遗物中还发现１枚鳄鱼骨板。这次抢救性发掘虽然面积较小，但出土
遗物为确定石峁城址的年代及内涵提供了一定证据 （《考古》５期）。此外，在榆林寨峁
梁、神木圪

!

梁遗址也发现与石峁时代相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考古与文物》２期）。
经过较大面积发掘的神木木柱柱梁遗址，发现龙山晚期的椭圆形环壕，壕内面积约 １７万
平方米。此外还有半地穴式房址、灰坑和墓葬等。为了解石峁所在的榆林、神木地区龙山

晚期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提供重要资料 （《考古与文物》５期）。
关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或称为半坡文化）和庙底沟类型 （或称为庙底沟文化）的

年代关系，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直有学者为维护自己的见解
而进行新的论证或提出新的证据。徐永杰从两者典型单位的叠压打破和共存关系入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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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审视和讨论了两者的年代关系。按半坡和庙底沟各分为三期，半坡文化一期早于庙底沟

文化，庙底沟文化一期可以早到半坡文化二期，而半坡文化三期则和庙底沟文化二、三期

平行发展，两者大抵同时结束 （《考古》３期）。

（三）甘青及西北地区

位于河西走廊的张掖西城驿，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说其重要，一是地

理位置重要，遗址位于连接中国中原地区与中亚地区的交通路线上，这是学界从早年安特

生开始就一直关注的区域。二是遗址的文化内涵重要，不仅发掘出用于青铜冶炼的遗迹和

遗物，还发现了与中西文化交流相关的遗存，如大麦和小麦、土坯等。西城驿遗址的史前

文化遗存分为两期。一期为马厂文化向四坝文化发展的所谓 “过渡类型”；二期为四坝文

化，或认为四坝文化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 （《考古》１０期）。在正式发掘之前，曾对西城
驿遗址进行过三次调查，确定其面积为３５万平方米。在第一地点采集到齐家文化和四坝
文化遗物，第二地点采集到齐家文化、“过渡类型”和四坝文化的遗物，两个地点均采集

到铜矿石、铜渣、铜颗粒等冶炼遗物 （《考古与文物》２期）。张雪莲等对西城驿遗址的
２６个样品进行了１４Ｃ测年，并对其测年结果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马厂文化遗存的年代范
围大致为公元前２１３５～前１９００年，四坝文化大致年代为公元前１８８０～前１５３０年 （《华夏

考古》４期）。
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已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成果丰硕。２０１４年，配合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建设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 ３６００平方米，发现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
等多个时期的遗存，其中以齐家文化最为丰富。齐家文化的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灰

沟、陶窑和墓葬等。房址面积不大，多不足 １０平方米，平面有圆角长方形、圆形和椭圆
形等多种，一般由居室、灶址 （部分有壁炉）、门道、门前活动场地等部分构成。几栋房

屋合用一个户外活动场地是此次发掘的重要新发现。出土遗物除了石、骨、陶器之外，还

有青铜器、玉器、卜骨等 （国家文物局主编 《２０１４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以
下简称 《考古发现》）。

谢端琚从发现和工作过程、分布区域和年代、房屋和墓葬、经济生活、宗教信仰及其

与仰韶文化的关系等方面探讨了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认为石岭下类型的
１４Ｃ测年在公

元前３９８０～前３０４２年，居民多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聚居，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兼营畜
牧业和狩猎业。总体上属马家窑文化早期阶段的文化遗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著 《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 （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四）环太湖地区

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的发掘收获，是近年来环太湖地区史前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

突破。之前已有不少零星报道，２０１５年度较为全面地发表了东山村遗址的发掘资料。东
山村遗址包含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马家浜文化遗存主要有１座房
址和１６座墓葬。墓葬成组分布，以南北向为主，相互之间有分化，但不明显。崧泽文化
时期的聚落布局较为清晰：中部为房址密集的居住区，被红烧土覆盖的５座房址有规律地
排开，其中长方形建筑 Ｆ１，面积达８５平方米；西部是高等级的大中型墓葬分布区，１０座
大墓均位于此区；东区分布着２２座中小型墓葬。东山村崧泽文化遗存蕴含的意义是多方
面的，例如：第一次揭示出崧泽文化高等级聚落的真实面目，进而昭示着崧泽文化偏早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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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社会分化就非常明显，为后来一进入良渚文化就达到很高水平做了充分的铺垫；至晚

从崧泽文化偏早阶段开始，权贵阶层和普通民众就分区独立埋葬，这一中国后来普遍实行

的埋葬制度，很可能肇始于崧泽文化 （《考古学报》１期、《考古》３期）。
杭嘉湖平原腹地的嘉兴吴家浜遗址，为一高出周围水田的土墩，发现了比较单纯的马

家浜文化遗存。遗迹主要有房址３座、灰坑１３座、墓葬１５座。房址平面为长方形，有柱
洞和灶坑。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有的还发现木质葬具。出土遗物有石器、玉器、骨器、

陶器和动物骨骼等。吴家浜遗址是浙北地区继罗家角和马家浜之后又一处重要的马家浜文

化遗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１０辑）。
位于浙西北的安吉安乐遗址，是一处围绕着山冈由多个独立的遗址点组成的山前坡地

遗址，保存较好。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又发掘２０００平方米，发现丰富的崧泽文化遗存，其中有
房址１处、红烧土遗迹２８处、灰坑 １３座和墓葬 ９０座。出土遗物除玉、石、陶器和木器
之外，还有较丰富的动植物遗存等。从宏观上看，浙北西部山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马家

浜文化晚期和崧泽文化早期居多，而东部平原则多为崧泽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时期。两者

之交，有一个由西向东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其原因待考 （《考古发现》）。

良渚文化又有较多新资料面世。１９８７年以来的调查显示，良渚城址外围西、北方向
的近山地区，存在着由多条水坝组成的大型水利设施，由高坝和低坝两个系统组成，可分

为三组。第一组是位于城址北侧大遮山前的塘山水坝群，东西向分布，整体近似横 “Ｌ”
形，东西长约５千米，局部存在内外双坝。第二组是城址西侧略远处的鲤鱼山水坝群，由
四条水坝连接断续的５座小山丘，东北与塘山水坝相连，形成低坝系统。第三组是岗公岭
水坝群，位于低坝的西北山中，目前发现的 ６座水坝，可分为东西两小组。筑坝工艺和
１４Ｃ测年数据显示，水坝的始建和使用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早中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
３０００年前后。关于这一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的功能和用途，目前有防洪、运输、蓄水、
灌溉等不同意见，与莫角山良渚文化古城遥相呼应，直接相关。

最近几年，在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了规模更大的外郭城。经探查后基本确定，由古城北

面的扁担山—和尚地遗址、东面的郑村—里山—高村遗址、南面的卞家山遗址等高地构成

了良渚古城外郭城的基本轮廓。整个外郭城东西约３０００米，南北约２７００米，面积约 ８平
方千米。卞家山和扁担山等遗址的发掘资料表明，这些呈条形分布的遗址，均为人工堆筑

的居址，同时也是外郭城城墙的组成部分。良渚古城东郭城之外发掘的美人地遗址，发现

了６处良渚文化的人工土台遗迹，土台的大小不一。在土台靠近河道一侧发现３处防护的
木板遗迹，结构为：下部铺设纵横交错的枕木，其上为竖立的整齐木板 （以上均见 《考

古》１期）。吕青等分析了良渚古城城墙铺底石的形貌特征、岩石类型及组合。调查古城
周边山体露头及冲沟岩石的特征后认为，古城铺底的 １１种岩石类型均产自附近山体，所
以其来源是城周边的山脚和山涧冲沟 （《华夏考古》２期）。

先后经过四次发掘的浙江海宁小兜里遗址，揭露面积超过 ３０００平方米，包含了崧泽
文化、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三个时期的连续堆积和各种遗存。小兜里主要遗迹有人工修筑

的土台、墓地和其他建筑遗迹。土台分布在东西两区，始建于崧泽文化晚期，沿用到良渚

文化甚至马桥文化时期。发现的 ５０多座墓葬，主要属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时期，
从整体上看，良渚文化墓葬的等级不高，但社会分化和分层十分明显。如 Ｍ５、Ｍ６和 Ｍ８，
墓室面积为５平方米左右，均为一椁一棺，随葬品数量较多，使用了玉石钺、冠状玉梳背
和其他较多玉饰，但未见琮和璧等，应属聚落内的社会上层。小兜里的考古发掘工作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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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配合基本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发掘期间困难重重，但发掘质量堪称一流。发掘者对

土台、墓葬等重要遗迹的精细清理，获取了不同形制的葬具、随葬品的配置等许多稍一疏

忽就无法获取的资料。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Ｍ５和 Ｍ８两座良渚文化墓葬，与
其有关联的 “大口缸”均为崧泽文化晚期型式，这是文化上的 “滞后”或是两者并非一

体，值得关注 （浙江省文物博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编著 《小兜里》，文物出版社）。

位于杭嘉湖平原南端的海宁杨家角遗址，坐落在村南一处人工土台之上。经发掘除了

发现少量灰坑和灰沟等遗迹，主要是清理了２２座良渚文化小型墓葬，出土了玉器、石器、
陶器等随葬品。西距良渚遗址群约１６千米的余杭三亩里遗址，坐落在横山北侧，由东西
两个人工土台构成。在１６００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较为密集的居住遗迹，如柱坑和
柱洞、沟槽、灰坑、灰沟、水井以及墓葬等。三亩里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可以分为早晚

两期：早期的主体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部分可以延续到良渚晚期；晚期遗存则为相当于

龙山早期阶段的钱山漾文化。此外，萧山金山和桐乡董家桥遗址也发现少量良渚文化遗存

（均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１０辑）。
受良渚古城发现的启发，上海博物馆在福泉山遗址寻找城址线索时，于北侧吴家场隆

起的地段发现了一处新的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的 ４座良渚文化墓葬，以 Ｍ２０７的规模较
大，残长３８５米、宽约２米，面积接近 ８平方米，与反山大墓的规模相当。葬具推测有
一椁一棺，墓中使用了６只狗殉葬。随葬品总数达 ３０８件 （组），其中有包括 １件琮、３
件璧和６件钺在内的２８０件 （组）玉器。同时，还发现 ２件长度达 ９０厘米的片状大型象
牙器 （权杖），底端突出的榫头恰好插入象牙镦孔之内。象牙器的主体表面雕刻有纤细的

云雷纹，在边缘位置有十组精美的浅浮雕 “神徽”图像。由此可见，Ｍ２０７的等级属于良
渚文化的大型墓葬级别，其墓主当为福泉山良渚文化最高等级的贵族。应该特别指出的

是，福泉山 Ｍ２０７大型象牙器的成功提取和精美图案、纹饰的剥离和复原，得益于整体运
到室内进行实验室发掘清理。此前有过不少的失误和教训，所以，今后在田野发掘阶段遇

到类似重要遗存，应排除一切困难采取措施整体运回室内进行处理 （《考古》１０期）。
镇江马迹山遗址的再次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广富林文化遗存，虽不丰富，但增

加了该文化的分布点 （《东南文化》１期）。
距离凌家滩遗址仅２０００米的韦岗遗址，面积约３万平方米。经发掘后发现成群柱洞、

陶片和烧土堆、灰坑和灰沟等遗迹。出土遗物以陶器和陶片为主，特征和时代与凌家滩遗

址居住区相同。结合在凌家滩周边地区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表明高等级的大型中心聚落

凌家滩遗址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周边有不同层级的众多聚落支撑和拱卫，从而为正确理解

和认识凌家滩地区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考古》３期）。
江西抚河流域乐安、宜黄两县开展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一批先秦时期的古遗址，其中

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有４处，从采集的遗物看，与赣江流域文化区的面貌相近。同时，也
有与良渚文化类似的因素。这一调查工作，填补了赣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空白 ［江西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 《江西抚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考古调查报告》（Ｉ），文物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是崧泽文化正式命名３０周年，有一系列文章讨论了崧泽文化的有关问题。环

太湖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已无疑问，但张敏认

为崧泽文化与前后文化之间的界缘尚不明确。崧泽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之间，替代大于传

承，两者可能有一段平行发展的时间。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的 “过渡段”，明确的归

属也存在不确定性。陈杰认为崧泽文化的形成过程十分复杂，除了继承本地马家浜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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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之外，更多的是受到皖江流域甚至更西文化的影响，在成功吸收和消化这些外来因素

之后，在中期阶段达到其发展过程中的鼎盛时期，不仅反向影响了许多地区，也为后来良

渚文化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栾丰实认为崧泽文化可以区分为核心区、外围区和周边影响

区三个层次，其核心分布区在环太湖周边一带。随着崧泽文化的崛起，其向北方扩散和影

响的力度不断加强，这从崧泽文化典型器物陶豆和大口尊向北方的传播可得到确证。而文

化传播和扩散的程度可以明确分为四个层级，并对应着四个区域。朔知将皖江两岸与崧泽

文化时代相当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东西两区，聚落选址多在岗地边缘，形成了以玉石器为主

体的文化特质，同时吸纳邻近地区的文化因素，文化发展很快达到一个高峰，促进了长江

下游地区的崧泽化进程 （以上均见 《东南文化》１期）。
良渚文化的去向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许鹏飞从探讨良渚文化末期遗存的内

涵入手，认为良渚文化末期出现大量新的文化因素，意味着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

钱塘江以南地区良渚文化和钱山漾文化的文化因素分析，可知后者的典型特征来自良渚文

化内部。同时，还吸收了其他文化的文化因素，最终完成了由良渚文化到钱山漾文化的过

渡。曹峻对钱山漾文化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认为本土文化因素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因素占主流地位，而来自北方龙山文化的因素居于次要位置 （均见 《东南文化》５期）。
此外，曹峻还从文化面貌概况、器物形态和特征等方面讨论了广富林文化的本土因素和外

来因素，认为广富林文化的主体因素来自当地的钱山漾文化，其中也有来自北方龙山文化

的因素 （《东方考古》１２集）。

（五）江汉地区

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资料较为丰富。位于南洞庭湖和东

洞庭湖之间的青山岛青山遗址，面积约３万平方米。由于发掘面积较小，发现的遗迹不甚
丰富，主要有人工土台、房屋基槽、灰坑 （报告名之 “坑穴”）、灰沟和栅围沟槽等。遗

址的时代较为单一，报告分地层及遗迹、遗物两大部分予以介绍。遗物部分先按器类划分

型式，选典型标本介绍，然后以探方、层次、遗迹为单位，将可辨别的器形按单位一一介

绍。整体看下来，确如作者所言，“有重复冗赘之嫌”。在考古学研究的重心开始转移到

古代社会研究的今天，如何编排和发表田野考古资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报告最后在总结青山遗址文化特征的基础上，讨论了湘江流域同时期遗存的文化性质，提

出 “堆子岭文化”的命名，在分布上与鄂东皖西南的黄鳝嘴文化、长江中段的大溪文化、

沅江中上游的高庙上层文化并列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湘阴青山》，科学出版社）。

龙嘴遗址位于湖北大洪山南麓，西北距著名的石家河遗址只有 ６０００米。湖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较大面积的发掘，发现了城址、房址、灰坑、灰沟和墓葬等，其中

以城址的发现最为重要。龙嘴城址属油子岭文化时期，城址平面近似圆形，南北长 ３０５
米，东西宽２６９米，面积 ８２万平方米。城墙底部宽约 １７米，残高 １米 ～３２米。城墙
东、南、西三侧环湖，北侧有壕沟，壕宽约 １８米，深 １５米左右。整体上由城墙、自然
湖泊和壕沟围合成一个封闭的城垣结构。在目前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 １７座新石器时代城
址中，龙嘴城址的时代仅次于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文化城址，也是江北地区最早的城址，

从而为探讨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垣聚落的起源、发展、功能和社会组织形态等，提供了

重要资料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门市博物馆编著 《天门龙嘴》，科学出版社）。

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石家河城址内外屡有重要发现。２０１１年在城内中心谭家岭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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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低洼地段进行了小面积发掘，收获颇丰。发现的遗迹有房址、灰坑、木构遗迹和瓮棺

墓葬等。出土遗物十分丰富，除了较多石器、陶器和陶塑人及各种小动物等，还首次在石

家河遗址发现了竹编、木器、木桩、木板和原木等有机质遗物。木构遗迹有可能是石家河

文化时期由陆地伸向河道的码头类遗存 （《考古》３期）。
位于随枣走廊水流域的随州佘老湾遗址，面积近 １０万平方米，由东西两区构成。

发掘资料表明，这是一处以石家河晚期和后石家河文化为主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对于认识

随枣走廊与大洪山南麓后石家河文化的不均衡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 （《江汉考古》６期）。
赵亚锋分析了城头山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址产生的背景，认为是在与汉东地区激烈冲突

中修建起来的，其用途与大溪文化阶段的城址有所不同，应该承担着一定的防御功能

（《湖南考古辑刊》１１集）。

（六）川渝及西南地区

重庆丰都玉溪坪是三峡工程淹没区一处十分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２００２年发掘
２０００平方米，包含新石器时代及商周等时期的遗存。发现的遗迹数量不多，主要有房址
及其他与居住有关的遗迹如柱洞和烧土面、灰坑和墓葬等。出土遗物比较丰富，可以划分

为早晚两期三段。推测早期在公元前２９００～前２６００年，晚期在公元前 ２４００～前 ２０００年，
中间有一定缺环 （《南方民族考古》１１辑）。

嘉陵江流域以往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不多，最近几年，在嘉陵江下游的合川、北碚

一带发掘了多处先秦时期遗址。其中合川河嘴屋基、猴清庙、牛黄坝、老菜园和北碚大土

等５处遗址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存。这几处遗址发掘面积都不大，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也不
甚丰富，但基本的文化面貌比较清楚。除了合川河嘴屋基时代略早，其他４处遗址的新石
器时代遗存年代均在距今５０００～４５００年，与峡江地区玉溪坪文化晚期大同小异，可归为
同一文化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 《嘉陵江下游考古报告

集》，科学出版社）。

坐落在大渡河中游西侧的四川泸定县坪上遗址，发掘面积９００平方米。发掘出新石器
时代晚期和以后多个时期的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主要有灰坑和部分石器、陶器。

坪上遗址尽管出土遗迹和遗物不甚丰富，但对于以往工作比较薄弱的大渡河流域新石器文

化，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四川文物》６期）。
位于贵州中部的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由 Ａ、Ｂ、Ｃ三洞组成，为典型的洞穴遗址。

２０１１年的发掘，主要集中在 Ａ、Ｂ两洞，发现了较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历史时期的
文化遗存，整体上分为四期。第一期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出土石器

以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为主，测定年代为距今 １０２００～８７００年；第二期是洞穴内的主要堆
积，石器仍以打制为主，但已出现磨制石器，经济生活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年代在距今

８０００～５５００年。第三期的显著特征是开始出现陶片，并且制作技术较高，故发掘者认为
与第二期之间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推测年代为距今 ５０００～３０００年。第四期已进入历史
时期。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为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 （《考古》８期）。

紧邻金沙江支流桑园河的云南宾川白羊遗址，坐落在河岸的台地之上。遗址面积不

大，但文化堆积十分丰富，地层厚达５５米，可分为 ２５层。发现的遗迹有房址、灶、火
塘和火堆、灰坑和墓葬等。房址有多种，如直接在地面立柱建房、半地穴式、在基槽内立

木柱和在浅基槽内垫柱础石等。墓葬有土坑墓和瓮棺葬之分。土坑墓的墓主葬式有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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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断肢葬、合葬、单人葬等。白羊村遗址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推测其绝对年代在

距今４２００～３６００年 （《考古发现》）。

青藏高原东南部从自然地理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即藏东川西、藏南和喜马拉雅山

南翼。罗伊考察了这三个区域新石器文化的文化面貌，进而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

其文化面貌的相似性主要是由相似的生存环境决定的 （《中原文物》４期）。

（七）燕辽及东北地区

内蒙古东部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遗址继 ２０１０年和 ２０１１年两次大规模发掘之后，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４年对该遗址抢救性发掘 ３１５０平方米，发现 ２４座房址、２３座灰坑和 ７座墓葬。
聚落遗址内部以房址为主，一般遗址常见的其他遗迹如灰坑数量不多，墓葬甚少。三次发

掘的７４００平方米范围内的６８座房址连成一片，布局严整，排列有序，整体上蔚为壮观。
因为哈民聚落的房址可能是因为遭遇到不可抗拒的突发性不幸事件，从而导致聚落内房屋

在短时间内全部毁灭，所以，对这一保存完整的 “活态聚落”所承载的哈民社会研究是

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在２０１１年探出并确认了存在环壕之后，此次又在其外侧相距
５米的位置发现一条新的环壕，表明哈民聚落外围为双环壕结构。哈民一类遗址主要分布
于西辽河以北以东的科尔沁草原地区，年代在距今５５００～５１００年，与红山文化晚期相当，
可命名为 “哈民文化”（《考古》１０期、《草原文物》１期）。

牛河梁一带是红山文化祭祀遗存———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的密集分布区，在不到

５０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发现了１６处祭祀遗存，被称为红山文化的圣地。为了廓清牛河梁
地区古代遗址及祭祀遗存的分布和变迁，进而探讨牛河梁祭祀遗迹群的性质、归属及内部

组织等相关问题，近期在牛河梁地区４０多平方千米范围进行了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调
查分四个时期记录了陶片分布点的情况，认为红山文化时期的社区和祭祀遗存之间存在着

分层对应关系，即调查区的东北和西北各有一个小型社区，对应着新发现的小规模祭祀遗

存。而南部原有的大规模密集存在的祭祀遗存，则可能为整个红山文化所有。由于调查面

积过小，目前的证据似不足以得出以上结论 （《华夏考古》３期）。
坐落在内蒙古林西县柳树林村东北丘陵西南坡的柳树林遗址，在 ２５００平方米的范围

内发现红山文化房址２０座，灰坑３０座，同时出土了一批石骨器和陶器资料，陶器以筒形
罐和叠唇钵为大宗。房址为成排分布的半地穴式建筑，平面以圆角长方形和圆角梯形为

主，房址使用面积在３０平方米 ～８０平方米。柳树林遗址为一处单纯的红山文化中期阶段
的聚落遗址，保存相对较好，值得今后关注。敖汉旗七家红山文化遗址亦经较大面积的发

掘，发现了较为单纯而丰富的红山文化遗存，其中包括房址 １０座，灰坑 ７３座，灰沟 １
条，出土一批石骨蚌器和陶器。房址成组分布，均为半地穴式，开间有双间和单间之分。

极具特色的是双连间房址，平面呈 “吕”字形，均为前后室相连的结构。一般前间较小，

中部呈坑状下凹；后间面积较大，为主室，内部或设前后排列的双灶。以上两处遗址的发

掘，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居住类资料 （均见 《草原文物》１期）。
吉林伊通杏村和羊草沟两处遗址的发掘，发现左家山二、三期文化时期的房址和灰坑

等遗迹。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出土陶器以筒形罐为主，并发现少量玉器。为东北中部

新石器文化研究增添了资料 （《考古》６期）。
张星德选择朝阳小东山等 ７处红山文化早期遗址，对出土典型器物进行了类型学排

比，进而将红山文化早期再细分为早中晚三期。并与后冈一期文化进行了比较，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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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存在较多相似之处，进而认为红山文化的形成与后冈一期文化有关。故红山文化

早期可以称之为后冈期红山文化 （《边疆考古研究》１８辑）。赵宾福等重新讨论了小河
沿文化的分期和年代，将其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中期分别与红山文化中期晚

段和晚期同时存在，晚期晚于红山文化。绝对年代的上限超过公元前 ５５００年，下限可
到公元前 ２５００年，前后延续了 １０００多年 （《边疆考古研究》１７辑）。

（八）岭南地区

在以往小规模试掘的基础上，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又两次发掘福建三明南山遗址，对 ４号
洞穴和山顶部分进行了较大面积的揭露。发现柱洞、灰坑和大型蓄水池及墓葬等遗迹，出

土石、骨、陶器千余件和大量炭化稻谷。南山遗址的发掘收获，对于完善闽西北地区新石

器文化的发展序列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发现》）。

位于广东龙门山前侵蚀台地的庙山遗址，２０１５年经过较大面积的发掘，新石器时代
晚期遗存主要有柱洞、灰坑、墓葬等遗迹，出土的遗物有石器和陶器。陶器分为硬陶和软

陶两种，以硬陶为主，外表普遍施加各种纹饰。从文化归属来看，庙山遗址早期为虎头埔

文化的地方变体 （《四川文物》６期）。
广西邕宁凌屋贝丘遗址坐落在邕江北岸的台地上，面积约 ３０００平方米。２０１３年，在

２０００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出３０３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墓葬的葬式主要有屈肢葬和肢解葬
两类。屈肢葬又有仰身、侧身、俯身和蹲踞等不同形式。肢解葬约占全部墓葬的三分之

一，也有多种形式。凌屋遗址自下而上的年代大体与顶狮山文化第一至四期相当，绝对年

代在距今１００００～６０００年 （《考古发现》）。

坐落在海南陵水桐栖港西北岸的桥山遗址，为一处典型的湖沿岸沙丘遗址，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年发掘６００平方米。以遗址第３层层面为界，层面之上叠压的遗存和第３层遗存的面
貌不同，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海南地区以往甚少发现距今万年以来的史前遗址，桥山

遗址的发掘成果，对于建立海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考古发现》）。在海南西部昌江流域的考古调查中，新发现和复查了１０余处史前文化遗
址。何国俊将其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中期为距今 ５０００～４０００年。就目前的资料而
言，海南地区的史前文化，时间上存在着比较大的缺环，文化发展上也不衔接和不连贯，

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 （《百越研究》４辑）。
陈伟驹以广东牛栏洞为例，探讨了华南地区史前遗址的年代学问题。认为牛栏洞遗址

的动物骨骼
１４Ｃ测年偏晚，而螺壳的１４Ｃ年代较好地反映了该遗址的真实年代。由于年代

学处理模式的改变，导致众多岭南史前遗址的年代都可能有所改变，其后果甚至会带来整

个岭南史前文化格局的调整 （《东南文化》６期）。

*"FG()

（一）总括和跨区域研究

王小庆系统梳理和分析了中国大陆、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地区迄今所发现的距今１万
年以前的早期陶器。认为陶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 １６０００～１５０００年，这一时期生活在
东亚地区的人类开始尝试制作和使用陶器。到距今１万年前后，陶器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
基本用具，并且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中国大陆存在两个与陶器起源关联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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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即华南地区和华北西北部，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日本列岛与后一个文化

系统存在一定关联 （《四川文物》５期）。
何驽通过分析陶寺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时期的天下观，认为 “地中”概念出现于陶

寺文化时期，确立于王湾三期文化，普及于二里头文化。其中王湾三期的强势对外扩张起

了重要作用。而中原概念与 “中国”概念存在着必然联系 （《中原文化研究》５期）。
关于 “龙山时代”的时间跨度，目前存在着两种意见：一是为公元前 ３０００（或略

晚） ～前２０００年，主要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时期；二是为公元前 ２６００
（或２５００） ～前 ２０００年，只包括龙山期诸文化。王立新认为应以后者即严文明先生于
１９８１年提出的 “龙山时代”的时间范围为准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著 《庆祝魏

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需要指出的是，严文明先生提出 “龙山时代”

概念１０年之后，在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６０周年时，认为可以将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汶口
文化晚期、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归入龙山时代早期，而 “龙山时代的年代就当是公

元前３０００年到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左右，持续达一千年”（《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的思考》，载
张学海主编 《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６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１９９３年版）。

魏坚等认为，分布于陕北、晋北和内蒙古南部的庙子沟文化，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

化共同源自仰韶中期的庙底沟文化，两者在房址形态、陶器的基本器类、彩陶纹样、经济

形态等方面具有较多相似性，社会发展阶段大体一致。由于后来的发展，两者逐渐产生较

大差异 （《边疆考古研究》１８辑）。
中原地区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联系，太行山东西两侧历史上都曾起过通道的作用。张渭

莲和段宏振提出，太行山东麓的南北狭长地带，位居中原、北方、山东、黄土高原四个文

化区的夹缝地带，既是南北方的交通要道，也是东西方的沟通桥梁，而主流则是一条南北

方向的文化走廊。然后从自然环境、考古分期、文化面貌和聚落形态等方面，分早、中、

晚不同阶段探讨了这一区域的新石器文化。最后，分新石器时代早期、前仰韶和仰韶早

期、仰韶中期、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等六个时期探讨了太行山东麓地区

新石器文化演进的基本格局 （张渭莲、段宏振 《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文物出版

社）。

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安特生依据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将甘肃地区史前和青铜时代
早期文化划分为 “齐家、仰韶、马石、辛店、寺洼、沙井”六期。夏鼐先生利用 １９４４年
赴西北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的机会，对安特生当年调查和发掘的遗址一一审核，并适度发

掘，最终修正了安特生分期的错误。栾丰实对这一工作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还原了夏鼐

先生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东方考古》１２集）。

（二）聚落考古与文明起源

由严文明提出并和赵辉一起主持的 “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研究课题，作为北京大

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成立之后第一个重点课题，于 ２００１年正式立项，２００５年基本完
成。因种种原因到２０１５年才由文物出版社结集出版，所以，文中所用资料绝大部分止于
完成之前。课题的指导思想是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分区域来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和

社会的发展进程，力求梳理出史前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的演进和轨迹，进而探索中华文明

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全书除了前言和后记之外分为９个部分，总体上按区域来探讨和分析
中国各主要地区史前聚落的演变与早期文明的发展。分别是：中原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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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文明 （魏峻），海岱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栾丰实），长江中游地区的史

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张弛），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秦岭），成

都平原先秦时期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孙华），北方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韩

建业），东北南部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郭大顺），论中国史前社会的文明化

进程 （赵辉），西亚史前聚落的发展与文明进程 （杨建华）。赵辉最后综合讨论了中国史

前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从启动、多元进程、两个模式、阶段性、动因和历史的表达、“以

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和中国文明的特征等方面，总结和概括了中国文明起源

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著 《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文

物出版社）。

“早期中国”是考古学近年来迅速走红、热度持续不减的名词，其阐释迭有新论。韩

建业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文化上的 “早期中国”。认为其植根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

器时代早期，萌芽于公元前６０００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一阶段可称为 “早期中国

之前的中国”。而公元前５０００年之后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区域的文化融合得到进一步
加强，形成早期中国的三大文化系统。公元前 ４０００年前后开始的庙底沟时代，文化上的
早期中国得以形成，产生所谓的核心区、主体区和边缘区三个层次的结构。公元前３５００～
前１８００年，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公元前２５００年之后的龙山时代诸
文化，实际上是新石器文化上早期中国的主体文化，从万国林立到中原中心的出现。公元

前１８００～前 １３００年是早期中国的王国时代，其核心是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
化。同时，他还探讨了早期中国与五帝及夏商时期的古史传说，分析了早期中国的地理环

境、环境变迁与文化演变的关系等问题 （韩建业 《早期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江汉

考古》３期）。
杨育彬、郑杰祥、窦志力等总结和归纳了中原地区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特点，赵春

青、马世之、李慧萍等讨论了中原地区早期城址与嵩山文明、早期中国的关系等 （《中华

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２辑）。
李伯谦认为陶寺是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国家———王国的都城所在

地。并认同陶寺遗址就是 “尧都平阳”的观点 （《华夏考古》４期）。何驽讨论和分析了
陶寺晚期聚落形态和社会的变化。认为陶寺中晚期之交，宫城大部分城墙受到大规模破

坏，到晚期偏晚，被破坏的宫城墙体又得到修复重建，但工程比较潦草。此后不久，宫城

又被彻底平毁。如何解释这一现象？陶寺晚期人牙锶同位素的分析结果显示，当时的移民

比例占到７５％以上，从遗址中饲养的家畜由以往的家猪被绵羊所替代，以及陶寺与石峁
两个城址的异同分析，何驽认为造成陶寺晚期两次平毁失去都城地位和社会动荡的策源地

很可能是以石峁城址为代表的集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新世纪的中国考

古学 （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谢银玲、陈淳翻译了戈登·威利的名著 《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认为他在

秘鲁河谷采用的聚落形态研究方法，标志着考古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变革。这一开创性研

究，是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自汤姆森三期论以来最重要的发明 （《东南文

化》４期）。最近２０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心逐渐向古代社会研究转移，聚落考
古作为一种考古学研究古代社会的方法，得到学界的广泛采用和实践。聚落考古作为一种

方法论，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区域聚落形态属宏观范畴。裴安平对区域聚落形态包括戈

登·威利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质疑，认为区域聚落形态弊端种种，如并非史前晚期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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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混淆了聚落遗址自然群落和社会组织的区别，忽略了小区域的聚落形态及其变化，

不能反映史前聚落之间的血缘关系，将遗址和聚落混为一谈，过分强调面积和内涵的重要

性，等等 （《东南文化》１期）。
陈继玲等引入陶器风格的分类方法来讨论查海聚落的居住性质。所谓陶器风格主要包

括了陶器的形态、纹饰和制作技术三个方面，据此把查海遗址房址中的筒形罐归纳为三组

风格。认为时间不是风格变化的主因，而是与居住方式和性质联系紧密。进而推定第一组

的房址为临时居住，第二组为短期居住，第三组则为长期居住。这一研究把国外流行的陶

器风格分类方法运用到国内的考古研究，其结论还有待于证实 （《边疆考古研究》１８
辑）。

姜寨遗址的资料发表以来，国内各种研究层出不穷。对于这样一个经过多年多人研究

过的聚落资料，可否产出新的重要认识，克里基斯琴·彼得森 （美）和吉迪恩·谢拉克

的 《姜寨：中国一座新石器中期村落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南方文物》４期）给出了答
案。文章依据发表的姜寨报告，在概括仰韶文化和姜寨遗址的环境背景等基本信息的基础

上，讨论了姜寨一期聚落的聚落分区、建筑的分布和大小及功能、户口的估算、农户的储

藏能力、遗址内动物骨骼的废弃形态、家户的人工制品组合等。得出了一些新颖的结论，

有些甚至是颠覆性的。如传统的认识是，姜寨聚落的各个区 （以大房子为中心的区块）

可能统一控制着区内的生业和手工业生产活动以及消费、积累和再分配，并且是当时聚落

内基层的主要决策单位。而上述研究认为，资源的生产、集中和消费是以家户为单位来安

排，生产的侧重点和家户之间的交换，都是由家户做主，不受区一级首领控制。于是，在

生产侧重和剩余产品的积累上展现了丰富的多样性，从而成为黄河中游地区复杂社会发展

的重大起点，并展现了不平等的最初萌芽。这一成果为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

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当然，其中一些基础性问题，还存在一些可以讨论的方面。如

姜寨仰韶一期聚落的三个亚期，是否如其所说只有 ４０年，从而不必要划分开？中国新石
器时代房屋从建造到废弃的使用寿命有多长？如何确定聚落内同时存在的房址数量？如此

等等都有不确定的因素。

程玲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以贝丘和沙丘为代表的史前海洋宏观聚落形态的变迁。认

为冰后早期随着海进海洋聚落开始发育，到达高峰时呈现 “河网—滨海”的聚落分布格

局。距今６０００年之后海平面回落，贝丘聚落逐渐荒废，沙丘聚落持续发展。距今 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年海平面回升，海洋聚落呈现开始扩张的态势 （《南方文物》２期）。

程玲讨论了台湾海峡两岸史前聚落的变迁。认为早全新世为 “海岛聚落”初现时期，

距今６５００～５０００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是 “海岛聚落”的发展阶段，距今５０００～３０００年的
晚期海洋聚落由海岛向海岸和近海河岸扩张。海峡两岸史前宏观聚落形态时空格局的变

迁，反映了闽台史前人类对海洋环境的适应和利用 （《百越研究》４辑）。蔡彦从宏观角
度讨论了台湾地区史前聚落的变迁。认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原住民在北部丘陵定居，带着稻

作的大陆居民开始来到嘉南平原。中期开始向西部平原扩散，台中盆地和嘉南平原得到进

一步开发。晚期则主要集中于东西两岸的低地，形成两大集团分庭抗礼的局面 （《华夏考

古》２期）。

（三）墓葬和埋葬习俗

张弛的论文集 《社会权力的起源》（文物出版社），是通过墓葬的葬仪来探讨社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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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书中多数文章在不同场合公布过，未公开发表的有５篇，即作为序
言的第一篇和结语的最后一篇，以及正文中的第四篇和最后两篇。序言是从宏观层面来讨

论史前考古的社会权力研究，并进一步引申到葬仪中的社会、观念和权力，在此基础上具

体分析了中国史前考古中墓葬和墓地研究的得失。结语则从社会、观念和权力三个层面探

讨了中国史前葬仪发展的阶段性，或者说由这三个层面解读社会和权力的演进过程。这一

过程在时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裴李岗时期、仰韶中期和仰韶晚期至龙山文化

时期。社会分化从无到有，社会分层由起步到越来越明显；各个地区所展现的权力形态既

有相同之处，如尚武，也有完全不同的方面；从仰韶中期开始就存在于各个地区大大小小

的邦国，到第三阶段尚不能确定是否发展到更高一级的邦国联盟或王国形态的政体。正文

中的三篇，即 《五千年前的社会权力形态———以大汶口 （早期）、东山村和凌家滩大墓为

例》《大汶口大型墓葬的葬仪》 《陶寺和龙山大墓的葬仪》，则是做出上述研究结论的基

础，从方法、研究过程和结论都值得一读。

钱耀鹏等对半坡遗址仰韶早期墓葬的埋葬方式重新进行了检讨。认为以往的认识存在

诸多疑问，以埋葬特征为分类标准，把半坡仰韶早期墓葬的人骨分为五类，即骨骼基本完

整而有序、局部骨骼位移或缺失、整体位移且摆放整齐、整体位移而摆放凌乱和骨骼零星

或缺失严重。最终确认其埋葬方式存在疑似一次葬、二次葬 （迁出和迁入）、二次扰乱葬

（局部或整体扰乱）和多次使用或合葬所导致的人骨堆积现象。而 “割体葬仪”则没有可

靠证据。二次扰乱葬等葬俗在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中得到延续和发展 （《西部考古》８
辑）。

陈洪海讨论了青海宗日墓地随葬的大量特征鲜明的属于明器范畴的小型陶器。明器的

使用从宗日墓地早期就已经开始，中晚期达到顶峰，几乎每一座墓葬都使用明器，此后又

开始减少。文中对明器的摆放位置和方式、宗日式陶明器的源流、明器的使用规律以及明

器的产生与消亡过程进行了详细探讨 （《西部考古》８辑）。
许鹏飞选择高城墩等７处良渚文化墓地资料，依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将良渚文化的

墓葬划分为７个等级，不同等级所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均不相同，整体上形成一种金字
塔状社会结构。而激烈竞争的社会关系和凌驾于血缘关系之上的等级制度是良渚文化社会

的主要特征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３期）。
山东胶州三里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分为三区，其中一、二区墓葬数量较多，区内又

有不同的墓组，李长盈认为这种三级结构目前主要见于大汶口文化之中。它们仅靠血缘关

系难以维持，所以这一时期很可能已经出现了 “血缘 ＋地缘”的模式。同时，墓葬之间
的分化加大，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高高在上的一级墓葬昭示着领袖人物的出现 （《东南

文化》５期）。

（四）文化交流

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主要农作物。赵志军依据目

前的考古资料，提出至迟在距今４０００年以前，小麦已经传到中国境内。认为小麦传播到
黄河流域的通道至少有两条：一条是草原通道，传播途径为西亚—中亚—欧亚草原诸青铜

文化—中国北方文化区—黄河中下游地区；一条是绿洲通道，传播路线是西亚—中亚—帕

米尔高原—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绿洲—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区 （《南方文物》３期）。
陶鼎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重要的炊器，使用区域广，流传时间长，为核心器物之一。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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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业从宏观角度梳理了新石器时代陶鼎的产生、发展和扩散的过程。认为陶鼎源自中原地

区的裴李岗文化，公元前５０００年前后开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扩散到黄河、长江中下游
地区；公元前４２００年以后进一步扩展到辽东半岛；公元前３５００年以后，陶鼎仍主要在黄
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流行，并扩展到华南北部地区；公元前 ２５００年开始的龙山时代，陶
鼎的流行区域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向南进一步扩展到华南大部地区。最后指出陶鼎 ４０００
年的发展过程，“中原地区始终是核心”，这一结论可能会有异议 （《考古》１期）。

任瑞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他从彩陶花纹

的分类分期入手，对川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的本地化过程提出异议。认为营盘山彩陶纹

样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有很大共性，本地特色彩陶花纹在早期阶段即已出现 （《边

疆考古研究》１８辑）。
洪猛等把湖南湘乡岱子坪遗址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存分为五期，分期考察了各期

之间存在更替和延续两种基本发展模式。通过分析与域外文化的交流，揭示了洞庭湖、鄱

阳湖和太湖三大区域文化的互动关系 （《江汉考古》６期）。
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牵涉到中国大陆文化向东北亚地区的扩散和传

播，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王富强等认为，两个半岛之间的海上文化交流始于距今

６０００年以前的白石村一期和小珠山一期文化，此后不断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两地的
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快速发展和活跃时期，而相互交流的趋向，胶东半岛向北

的扩散和传播始终占据主流地位 （《东方考古》１２集）。
分布于闽江下游地区的昙石山文化，经济活动始终与海洋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周邻海

域史前文化关系密切。海峡对岸与其时代相若的圆山文化、凤鼻头文化中，均有一些来自

昙石山文化的文化因素，如有段石锛、彩陶等，表明昙石山文化曾向海东地区扩散并对当

地的圆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施加了强烈影响 （《福建文博》４期）。

（五）环境考古

胡松梅从遗址的地层、遗址布局、动植物遗存和湖泊演变等方面，分析了渭水流域距

今８０００～５０００年的环境演变，在此基础上勾勒出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认为白家文化最
初分布在渭河流域低级阶地，距今７３００年前后，气候波动升温，人们为避水患而向高处
迁移，后产生了新的西山坪文化。随着气候好转形成的半坡文化，开始向四周地区扩散。

距今５８００～５３００年，气候缓慢降温，反而使庙底沟文化得到空前发展。之后，气候进一
步恶化，导致关中地区人口减少和文化衰落 （《考古与文物》６期）。

张宏彦认为历史时期北方地区农牧交错的 “长城地带”，其产生之前曾经存在过一个

“前长城地带”。从环境、气候和文化的变迁过程来看，河套地区距今 ７０００年以前的前仰
韶时期，气候偏冷偏干，为采集—狩猎文化区；距今 ７０００～５０００年的仰韶时代，由于仰
韶文化的北上，该地区进入农业文化与采集—狩猎文化南北二元分布的格局；距今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年的龙山时代，原先的和平格局被打破，对抗和冲突成为常态，“前长城地带”形成
（《西部考古》８辑）。

王辉等依据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附近的地学和考古资料，并结合环嵩山地区的区域资

料，将瓦店遗址附近晚更新世以来的地貌演化划分为６个阶段。龙山文化晚期，瓦店附近
的颍河流域呈现 “水乡”特点。在此基础上，瓦店先民建起了环壕聚落，并在台地上发

展出稻旱混作的生业经济。作为人类主要活动区域的河流地貌，其演化对人地关系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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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 （《南方文物》４期）。
李兰等通过微体遗存、孢粉、矿物表面微形态等检测分析，探讨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的

全新世环境变迁。认为这一带在马家浜文化之前是湖沼相沉积环境，距今 ７４００年之后，
水体不稳定，受气候变化影响明显，人类活动加强，对区域植被破坏严重。而依山傍水的

自然地理环境，是崧泽文化在这里获得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 （《考古与文物》６期）。
湖北沙洋县钟桥是一处包含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等不同时期堆积的遗址。吴立

等采用对疑似洪水层和现代洪水沉积物的锆石微形态、粒度、磁化率等地球化学指标的比

较，揭示了屈家岭文化中晚期 （距今 ４９００～４６００年）和石家河文化末期 （距今 ４０００～
３８００年）发生的两次大洪水事件，在江汉地区分布得十分普遍，影响了区域新石器文化
的兴衰 （《地理学报》７期）。

青海喇家齐家文化聚落遗址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引起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已有多种

解释。周强等在野外考察的基础上，利用第四纪地貌学、沉积学、古洪水水文学等学科的

研究方法，对遗址剖面中的红色黏土层与喇家北部大红山脚下的沉积物及上游积石峡黄河

古洪水滞留沉积层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伴随着强地震的暴雨山洪，裹挟着来自大红山的

泥石流，使喇家遗址遭受毁灭性破坏 （《地理学报》１１期）。
李梓杰等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多个遗址采集的贝壳进行了鉴定和统计分析，结合佛山银

洲贝丘遗址出土的贝类资料，围绕着当时的古环境和人地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

解 （《南方文物》４期）。

（六）生业经济

生业经济主要包括植物考古与早期农业、动物考古与家畜饲养及渔猎等。

１植物考古与早期农业
刘莉等对内蒙古敖汉旗西梁遗址出土的１件石磨盘和１件石磨棒进行了残留物和微痕

分析，认为磨棒和磨盘主要用来加工山药、栝楼根和百合等块根植物。进而认为小河西文

化先民的经济形态明显继承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集狩猎传统，而粟黍和小麦族的种子也

是食谱中的一部分，是寻找东北地区农业起源的主要线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著 《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 （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付萍等对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浮选获取的植物遗存进行了种属鉴定和统计，炭化农作

物中黍占绝对优势，粟的数量很少。进而认为该遗址先民的生业经济，是以黍为主的旱作

农业。同时，采集和狩猎仍然是哈民居民生存资源的重要补充 （《农业考古》４期）。但
在另一篇运用同一批资料进行的研究，其结论相反，认为哈民先民经济结构的主体仍然是

采集和渔猎，农业是生存资源的重要补充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编著 《第九届红山

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以下简称为 《红山论坛》），吉林出版集团］。

陕西蓝田新街遗址的浮选结果显示，炭化稻的出土概率和绝对数量都达到了较高水

平，表明仰韶文化晚期已经形成稻旱混作的生业经济类型。同时，还发现 １粒炭化小麦。
以往在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小麦遗存时代均偏晚，今后应关注上述地区的同类发现 （《南

方文物》３期）。
王祁等对现代小麦和水稻进行了炭化模拟实验，结果显示，水稻的炭化温度区间为

１８０℃ ～２１０℃，而小麦的炭化温度区间为 ２１５℃ ～３１５℃。据此推断，炭化稻的形成概率
只有炭化小麦形成概率的三分之一左右。这对于通过炭化植物的数量统计来研究人类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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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会有一定影响，应引起相关研究者的注意 （《南方文物》３期）。
齐乌云等在山东莒县 ５处遗址采集的 ６个植硅体样品，包括了大汶口晚期 （４个）、

龙山 （１个）和岳石文化 （１个）三个时期。检测结果显示，大汶口晚期该地区就已经开
始种植水稻，但数量少于黍粟。到龙山文化时期，稻属植硅体显著增多并超过黍粟。由于

经过测试的样品数量过少，缺乏系统性，其结论还有待于验证 （《农业考古》６期）。
陈涛等对四川新津宝墩遗址的土样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发现大量具有驯化特征的水稻

叶秆的植硅体及出自水稻稃壳的植硅体。此外，还存在少量黍稃壳植硅体。从而表明宝墩

文化时期的经济结构是以稻作为农业为主 （《人类学学报》２期）。
聂政从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和人骨胶原同位素三个方面讨论了山东青岛北阡大汶口文

化早期遗址的生业经济状况。认为邻近海洋的北阡聚落采用了海洋生物类、陆生肉食类和

植物性食物并重的三元结构的资源利用模式。这一时期农业经济已经出现，农作物以黍为

主，采集野生植物和坚果类也一直持续下来 （《海洋遗产与考古》２辑）。
陈相龙等对神木木柱柱梁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的检测分析。结果表

明，当时居民的食物结构以粟、黍等 Ｃ４类植物为主，肉食的摄入量较低。所以，以谷物
种植和家畜饲养为特点的农耕经济是当时先民的主要生计方式 （《考古与文物》５期）。

吴梦洋等选取１８例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墓葬出土的人骨标本，进行了骨胶原的提取
和 Ｃ、Ｎ稳定同位素的检测。分析结果表明，昙石山先民以来源广泛的肉食和一定量的
Ｃ３类植物为生，肉食来源既有大量的海生动物类资源，也有陆生动物类资源。同时进行
的墓葬等级与食物链的关系分析，表明食物的营养级与社会贫富可能没有关联 （《海洋遗

产与考古》２辑）。
２动物考古与家畜饲养及渔猎
河南新郑李家沟遗址早期遗存的发现，是近年来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收

获。王星光认为中原地区的农业起源，由仰韶文化、裴李岗文化上溯到新发现的李家沟文

化。地处中纬度的嵩山地区，具有过渡色彩的气候和地貌，这是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

济过渡的最佳生境。而李家沟遗址发现的牛、马、羊、猪和陶器，均与定居相关，这一时

期可能已经培育了黍、粟等农作物 （《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２辑）。
２０１４年年底，《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发表署名文章 《全新世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家

鸡驯化》，认为中国北方是早期的家鸡驯化中心之一。袁靖等对文中观点进行了全面分析

和驳议，认为目前中国家鸡的可靠证据是来自距今３３００的前后的安阳殷墟 （《南方文物》

３期）。
李志鹏等鉴定和研究了河北邢台小里遗址出土的后冈一期文化动物骨骼资料，包括哺

乳类、爬行类、鸟类、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等，分属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两大类。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较之此前的磁山文化时期野生动物超过半数，后冈一期文化时期获取肉食资源

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以家畜饲养为主 （《南方文物》４期）。
叶茂林以喇家的动植物遗存为例，探讨了齐家文化农业发展的生态化适应问题。齐家

文化同时存在着农业和畜牧业，两者孰轻孰重，学界意见不一。文中认为齐家文化存在一

种草作农业畜牧方式，形成与粟作并存的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由于草作农业的失败，导

致齐家文化向游牧方向转化过渡 （《农业考古》６期）。
四川马尔康哈休是大渡河上游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内涵兼有本地土

著文化和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文化因素。在发掘报告划分为三段的基础上，何锟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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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归并为早晚两段，探讨了哈休遗址史前生业方式。认为其在栽培旱作谷物的同时，主要

以狩猎方式获取肉食资源，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而岷江上游地区的马家窑类型，其生业方

式在旱作农耕的同时，获取肉食资源以饲养家畜为主，狩猎采集作为补充，与陇东、陇南

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相似 （《考古》５期）。
方方认为凹石和蚝蛎啄广布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贝丘遗址，是史前居民用于捕食贝

类的两种基本工具。关于凹石和蚝蛎啄 （凹形器和尖状器）的功能和是否为组合使用等

问题，还有待于新的资料加以证实 （《海洋遗产与考古》２辑）。

（七）技术和经济

李小龙等收集了中国北方地区 ２０余处新石器时代的窑洞建筑资料，按仰韶晚期、
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前期和后期四个阶段，总结和归纳了其形制、结构、灶址、墙

和地面、通道和门等房屋要素发展演变的基本特征。认为北方地区史前窑洞建筑可以

划分为两大阶段，即仰韶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为第一阶段，窑洞建筑尚处于探索和

发展时期；龙山文化为第二阶段，窑洞建筑已经成熟，已经与现代窑洞大同小异 （《草

原文物》１期）。
杨宽等采用观察和实验考古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兴

隆洼文化石铲的功能。分析内容包括形制特征、使用痕迹、设计工艺分析、复制使用实验

和民族学佐证等。结果表明这些石铲是刀耕火种时期人们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 （《边

疆考古研究》７辑）。栗荣贺等采用实验考古的方法，对查海遗址出土石器的制作技术和
装柄方法进行了模拟实验。制作技术包括钻孔中的弓钻模拟，石钻和石环的配套结合形成

简单的机械装置，起着和后来金属装置同样的作用，他们认可邓聪关于钻头的轴承说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编著 《红山论坛》，吉林出版集团）。

新石器遗址的石器中，有一种类似于 “钻头”的工具，一端或两端有旋转磨制的

痕迹，邓聪认为是 “辘轳承轴器”。李永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是一种环类石制品

扩孔的工具———环砥石。为了了解扩孔技术并与同类工具进行比较，他采用实验考古的

方法进行了模拟实验，步骤包括选料、制坯、琢孔、扩孔等。比较后认为环砥石虽然

在不同遗址有细微差别，但其作为环类毛坯的研磨、扩孔功能是基本相同的 （《东南

文化》６期）。
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及以后经常发现一种所谓破土器的石器，即上侧有斜把的三角

形石刀，其用途主要有破土划沟和大型厨刀两种基本观点。刘莉等采用微痕分析和模拟实

验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探讨，认为其功能可能是加工多种植物，类似于铡刀 （《东南文

化》２期）。孙建等对刘莉等关于长江下游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三角形石器不是石犁的模拟
实验和微痕分析提出质疑。认为微痕分析立足的模拟实验，要与实际环境相符合，以北方

旱地之犁来衡量南方耕作水田的石犁似不妥。同时，提出选择标本要有代表性，微痕分析

不能割裂器物的整体性。最后认为把三角形石器解释为石刀没有足够的证据 （《四川文

化》６期）。
面积达１５万平方米的山西襄汾大崮山遗址，在 ３００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 ２万余

件石制品。翟少东对大崮山以及周边的陶寺等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岩性进行了鉴定和对比分

析，并把分布范围扩展到以大崮山为中心的４００平方千米。同时，还探讨了大崮山石料资
源的利用模式 （《考古》３期）。为了考察陶寺遗址磨制石器的生产工艺，翟少东仿陶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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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中的斧、锛、凿、楔、刀、矛和装饰品等７种器形，进行了针对性的复制实验。结果
表明，陶寺遗址磨制石器的完整生产工艺包括选料选型、打片、琢、钻孔、磨和抛光等程

序，但并不是每一件石器都要经过这些工序。在技术上，磨制石器的制作比打制石器容

易，但比较耗费时间 （《人类学学报》２期）。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又从宏观角度考察了
华北地区磨制石器的制作工艺，并与打制石器的工艺进行了比较 （《中原文物》１期）。
黄可佳对国内磨制石器的研究方法和现状进行了分析，内容涉及磨制石器的定名和分类、

制作工艺和技术、功能和使用方法、原料和流通体系等，并分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文

物春秋》１期）。
彭小军等在讨论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陶窑及陶器生产的过程中，分析了陶窑经历

了同穴窑 （大溪文化）、横穴窑 （屈家岭文化）、竖穴窑 （石家河文化晚期）依次替代的

演变关系及其区域性特点。而伴随着陶窑结构的变化，是陶器烧制技术的改进和发展。同

时，还讨论了陶器生产的规模和专门化问题 （《南方文物》４期）。
乔玉统计分析了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聚落内陶器的使用情况。认为聚落中每个家庭

的陶器使用量约为１５件。一些特殊器形，如
"

、飌、甑、箅子等，则与特殊食物的制备

和消费密切相关。而陶豆则在葬仪中受到特殊重视 （《南方文物》４期）。
辛学礼等探讨了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的龙山文化低温陶器。通过提取过程和修复过程

中的全方位观察，认为这里发现的低温陶器与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因陶器烧制技术水平低

而产生的低温陶器不同，属于有意而为。这种现象应与禹会诸侯记载中的短期会盟和祭祀

活动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 （续）———王仲殊先

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鲁晓珂等利用多种科技手段，对河南瓦店遗址出土的７件王湾三期文化白陶样品的组
成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瓦店遗址白陶可以分为高铝型、高硅型和高钙型三类。高

铝型白陶，推测其原料是含有铁钛等杂质的高岭土。高硅型白陶的原料以石英为主。高钙

型白陶的原料主要是文石碳酸钙，为首次发现 （《华夏考古》４期）。
关于史前纺织业的重要工具———纺轮，近年来陆续开展了专门的研究。吴卫对昙石山

及闽江下游地区史前遗址出土的纺轮进行了观察和比较，对其基本特征、制作、不同形式

纺轮的使用情况及反映的纺织业生产水平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文物春秋》１、２期）。谢
莉等分析了广西革新桥遗址出土石拍的制作方法和程序，赞同其功能是制作树皮布的工

具，并与周围地区的石拍进行了比较 （《南方文物》２期）。
山西芮城清凉寺庙底沟二期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的墓地资料，展现了一些特殊的现

象，如墓主身份差别较大，前后期分布规律不同，有非正常埋葬现象，墓中随葬大量玉石

器以及墓地中有来自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等。薛新明在分析上述现象的基础上，提出清凉

寺墓地的墓主与潞盐外销有关，当时已经开通了黄河北侧穿越中条山区的运盐通道 （《东

方考古》１２集）。燕生东将莱州湾南岸地区分为两个区域。第一区域在距现海岸线 １５千
米 ～３０千米，第二区域在现今咸淡水分界线两侧，距海岸线 ３０千米 ～４０千米，各发现
１０处和１２处龙山文化遗址。这些遗址面积普遍较小，均在 ２０００平方米以下，出土遗物
以鼎和罐的数量最多，可以确认为制盐的遗址有 １２处。从而表明龙山文化时期已经产生
规模化的盐业生产 （《考古》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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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玉器研究

良渚文化的文化和艺术成就，首推发现的大量精美玉器。随着发掘品的数量不断增

多，玉器的研究工作也日益精进。邓聪和曹锦炎主编的 《良渚玉工———良渚玉器工艺源

流论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是良渚玉器研究最新的扛鼎之作。研

究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良渚文化玉器的制作技术和工艺研究。包括通过实验考古学手段来

模拟沙绳切割大小玉料和扩孔、锯片切割和精雕细琢、微雕技术的充分运用和展示、管转

辘轳机械的使用、砥磨和镶嵌技术的发展等。特别对象征王权和军权的玉琮、玉钺，采用

高精拍摄技术获得的图像信息，甚至发现在 １毫米内有 ５条细线条的现象，为 ５０００年前
名副其实的绝代微雕精品。细致观察和比较后发现，即使是象征王权的高端玉器，也有出

自不同玉工之手的现象，而为 “王”治玉的玉工的作品，偶尔也出现于贵族的墓中。这

对于了解高端玉器在社会上层的流转，进而分析其社会和政权运作方式等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二是从多个方面和视角对良渚文化玉器的来源和内涵进行深入解读和研究。全书收

录论文１１篇，作者有所内老一代专家，而绝大多数为中青年中坚力量。内容涉及史前早
期玉器的工艺、崧泽玉器、良渚玉器工与艺的展续、良渚玉器工艺之源流、良渚玉器复合

工艺、良渚用玉之形和纹饰、管钻工艺、线切割工艺等研究以及安乐、 塘山背、好川等

遗址出土玉器的研究等。全面、系统、准确、深入地展现了良渚文化玉器研究的现状。

彩绘石钺是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特色遗物，波及的区域较为广泛。刘文强

从彩绘图案分类与绑缚方式入手，分四个时期分析了彩绘石钺的空间分布，总结了其产

生、发展的演变过程，并讨论了其功能和用途。同时，分析了彩绘石钺发展传播的社会背

景，其中提出的一些看法，不仅与彩绘石钺关系不大，作为研究基础的年代对应也存在诸

多问题，如对花厅遗址性质的认识等 （《文物研究》２１辑）。
王炜林从杨官寨等遗址发现的庙底沟文化时期的石璧和琮，联系到同时期的璧形彩陶

纹样，认为璧等礼器可能为中原本土起源，其时代或许可以追溯到庙底沟文化时期 （《考

古与文物》６期）。
山东临朐西朱封遗址发现的３座重椁一棺的龙山文化大墓，是迄今为止中国新石器时

代墓室面积最大的墓葬，或称其为 “王”墓，并以出土一批高质量精美玉器而闻名于世。

２０１２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保中心组织不同领域的专家，对西朱封遗址出土
的龙山文化玉器进行了全面的检测、分析和研究。课题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系统公

布了西朱封３座龙山文化大墓出土的玉器资料以及多年来临朐县调查、征集的史前玉器；
对西朱封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玉器进行多种手段的检测和分析，如矿物学分析、能谱仪玉

器成分分析、红外光谱分析、拉曼光谱分析及静水密度测定以及绿松石的显微测量等，同

时，也开展了玉料和治玉工艺及玉器加工技术的研究等；从宏观角度考察和论述了海岱地

区龙山文化玉器的发现和研究历史、海岱系玉器在中国史前玉器中的地位及对中原地区文

明进程的影响、用玉制度等相关课题。这一研究成果的及时公布，不仅为今后的进一步研

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而且也推动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向纵深的发展 （杜金鹏主编

《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玉器研究》，科学出版社）。

张登毅等探讨了山西清凉寺、下靳和陶寺等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制品，认为其较少有权

力色彩，更多地表现为审美意识。作者认为探讨绿松石的产地，有文献释读、类型学对比

和科学检测分析三条途径。从而可以推定绿松石的产地 （可能是陕西洛南一带）及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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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通道 （《华夏考古》４期）。

（九）精神文化考古研究

关于认知考古和人类精神文化考古研究，何驽在较长时间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借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契机，提出了自己关于精神文化考古的理论架构。他认为，精神文化考

古是 “考古探索人类社会认知能力的主流成果所形成的文化内涵，即社会心理和社会意

识形式”。社会心理是指一定民族、阶层中普遍流行却没有经过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精神状

态，其中包括普遍的社会动机、社会态度和社会价值取向等。由于国内目前尚未开展这一

领域的研究，故今后的发展任重道远。社会意识形式包括三个核心内容，有两种表达形式

系统，即以自然观 （人对自然的认识观念）、社会观 （人对社会的认识观念）、宗教观

（人对超自然即神的认识观念）为核心，以符号、艺术为两大表达体系。而社会心理则是

社会意识的心理基础。何驽在论著中对后一部分，即构成社会意识形式主体的自然观考

古、社会观考古、宗教观考古、符号系统考古、艺术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自己的实践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读和论证。这一新颖而较为独特的理论和叙事方式，应引起学界的重

视 （何驽 《怎探古人何所思》，科学出版社）。

方向明认为，崧泽和良渚文化时期，属于精神文化范畴的宗教信仰既有联系也有区

别。崧泽文化时期的祭器和礼器丰富多样，体现了尚未形成统一信仰系统的分散状态。到

良渚文化时期，以玉琮、玉璧、玉钺和神徽图像为主要内容的统一宗教信仰已经形成

（《东南文化》１期）。
顾万发对仰韶文化中最为流行的 “回旋勾连纹”彩陶图案进行了新的诠释和解读。

认为这样的研究不仅仅是解决常规的彩陶问题，对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宏观学术问题研究也

有帮助。如对彩陶中有关阴阳和太阳等问题的探讨，可以确知中国古代存在着太阳崇拜，

古人多将太阳与祖先相联系，而阴阳理论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内容 （本书编委会编

《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同时，通过对大地湾等遗址出土的特

殊彩绘图案的解读，他指出早期彩陶中普遍存在的 “斜向轴对称”构图法和 “阴阳组合”

的构图思想。袁广阔等认为，在部分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花纹中，绘有特定的玉器

图案。这种彩陶绘玉风俗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以上均见 《中原文物》５
期）。

江苏澄湖遗址良渚文化古井中出土贯耳罐上的一行四个刻符，发表之后受到学术界的

广泛关注，多有隶定和解读。张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其他考古发现，对四个刻符

进行了新的解读，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东南文化》５期）。
田广林等将目前发现的２０余例红山文化的人形坐像，分为屈腿盘坐，垂腿高坐，跪

坐、踞坐和箕坐三大类。认为盘坐和高坐都是当时的正坐姿态，其形象均为神像 （赤峰

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编著 《红山论坛》，吉林出版集团）。

王仁湘以红山文化玉器为重点，探讨了中国史前艺术中的形主题。依次从史前艺术

品中形造型的分类、史前形艺术主题作品的演变脉络、文明时代早期的形艺术主题

的传承、文化背景等方面展开。其内容属于历史长河中已经丢失的记忆 （赤峰学院红山

文化研究院编著 《红山论坛》，吉林出版集团）。

陶器、玉器和石器等载体上刻划的文字、图像和符号，发现于多处良渚文化遗址，是

良渚文化高度发达的文明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良渚博物院课题组历时５年，经全体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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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辛勤工作，由张炳火主编，良渚博物院编著的大型图录 《良渚文化刻划符号》由上海

人民出版社出版。图录全文 ８００余页，收录器物 ５５４件：其中陶器 ５３６件，符号 ６３２个，
分为象形符号、抽象符号和其他符号三大类，以抽象符号数量最多；玉器 ７件，符号 １０
个；石器１１件，符号１１个 （组）。其中，包括相当一批目前还没有发表的资料，如来自

美人地、卞家山、玉架山、庄桥坟、朱墓村等遗址的刻符。可以说是在目前条件下全面地

记录和再现了良渚文化精神文化领域的重要资料和成果。由于事先制订有详细而完整的工

作方案，资料收集过程中采用了统一的标准，拍照、拓墨和临摹基本同时进行，相互参

照，加上优良的印制效果，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个符号的完整载体、局部放大照

片、拓本和摹本。这就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一工作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会逐渐地凸显出来。

马保春等讨论了中国早期器物刻划符号的命名问题，建议将 “刻划符号”和 “刻划

符号”统一称为 “刻划符号”。同时，认为目前的 “几何形符号”和 “象形符号”存在

不足，提出 “线段形”和 “形体形”的名称 （《中原文物》６期）。

（十）专题展览及研究

２０１５年 ４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
“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在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幕。良渚文化发

现以来，有两次发现和研究的高潮：一次是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由于草鞋山、瑶山和反
山等一批贵族墓葬的发掘而出土数量惊人的精美玉器，引起世人的震动；一次是 ２００７年
以来良渚古城和周边地区大型水利设施等一系列重要发现，使良渚文化成为中国最早产生

国家进入文明社会的代表，影响扩展到世界范围。深度解读良渚文化，探讨并总结其文明

和国家的内涵、特征，无疑是关心中国早期文明和良渚文化的同人的共同追求。展览的举

办者可能本着上述理念，精心挑选了良渚遗址群反山墓地的一座 “王”墓———Ｍ２０，予以
全面展示，分为 “‘王’的葬礼”“权力的展现”两个专题，来解读良渚社会上层的 “权

力和信仰”。Ｍ２０是反山墓地 １２座墓葬中随葬品数量仅次于 Ｍ１２的大墓，男性。随葬品
单件计５３８件，其中玉器 ５０２件，包括琮 （４件）、钺 （１件，另有 ２４件石钺）、璧 （４３
件）等全套重器，向人们再现了５０００年前泱泱良渚大国王者的风采。

展览开幕和展览期间，主办单位召开了两次专题学术研讨会。“早期文明的对话”国

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对早期文明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就 “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形成”

“全球视野下的早期文明比较研究”等专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随后举行的 “早期文

明中的权力与信仰”学术沙龙，多家学术机构的学者与会，就此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

配合展览的大型图录，组织了一组围绕着 “权力与信仰”来深入探讨良渚社会的论文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权力与信仰》，文物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主办的 “大河上下———黄河流域史前陶器展”在

山东省博物馆开幕。展览汇集了黄河上、中、下游地区的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山

西、山东六省七个单位的史前陶器精品。展品主要集中在仰韶和龙山两个时期，既有各区

域文化精美的彩陶和彩绘陶，也有晶莹剔透的白陶和乌黑光亮的黑陶，使广大观众领略了

中国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史前陶器的艺术魅力。

围绕着黄河流域史前陶器的展览，主办单位组织了一组研究陶器的文章，内容涉及黄

河流域彩陶 （王仁湘）、西北地区的史前陶器 （李水城）、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器、聚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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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方燕明）、海岱地区陶器的精华———彩陶、黑陶和白陶 （栾丰实）、黄河流域的制

陶技术 （李文杰）等。向广大观众展现了黄河流域史前陶器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山东博

物馆编 《大河上下———黄河流域史前陶器展》，文物出版社）。同时，配合陶器展览，山

东省博物馆还举办了一次专题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 ６０多人，就黄河流域史前陶器的各
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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