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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湖南旧石器考古
1987年， 在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大溪

桥网纹红土中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砾石石
器，这一重要发现填补了湖南旧石器的空白。

1987年、1988年，先后对常德市澧县的鸡
公垱遗址进行两次发掘， 共发掘出石制品约
200件。

1988年、2005年，先后对常德市津市的虎
爪山遗址进行两次抢救性发掘。 该遗址是澧
水文化类群的早期代表。

1992年， 对常德市澧县的乌鸦山遗址进
行正式发掘， 其遗存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阶段。

1990年、1993年、2006年， 先后对常德市
石门县的燕耳洞遗址进行3次发掘，其遗存大
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

1993年、1995年、2004年～2005年，先后对
永州市道县的玉蟾岩遗址进行4次发掘，该遗
址分别被评为 “95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
“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2000年， 常德市澧县的十里岗遗址出土
了砾石、燧石、石英与赤铁矿石等岩性的石制
品，其遗存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

2011年， 常德市临澧县的条头岗遗址出
土石制品6000余件。

2011年～2013年，从永州市福岩洞发掘出
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47枚。
这些人类化石距今8万至12万年前，是东亚最
早的现代人化石。

2016年， 对沅江市赤山岛调查发现的枫树
嘴遗址、虎须山遗址、杨腊丘遗址同时展开考古
发掘，共出土石制品1000件。这是首次在湖南确
认似阿舍利技术石器工业的地层和时代。

2017年， 对常德市临澧县伞顶盖遗址正
式进行发掘。 该遗址是近年湘西北澧水流域
发现和发掘的石制品数量最为丰富的中心营
地遗址。

� � � �湖南最普通， 但最神奇的一
种植物是什么？

水稻。
在这片土地上， 发现了目前

世界上所知的最早的水稻。
1993年11月， 考古队对永州

道县的玉蟾岩遗址进行首次发掘
时， 意外发现原始陶片和两粒古
稻壳；1995年10月至12月，第二次
发掘， 考古队成员除了常规的田
野考古专家外， 特意邀请了农学
专家、孢粉分析研究专家加盟。 11
月28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著名
水稻专家张文绪发现了两粒古稻
壳， 颜色呈灰黄色；2004年至
200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系、 美国哈佛大学
人类学系联合合作， 对玉蟾岩遗
址开展第三次、第四次发掘，考古
人员发现了数粒炭化米粒。

经年代测试， 这些古稻遗存
基 本 确 定 是 距 今 14000 年 到
18000年。 张文绪认为，玉蟾岩出
土的稻谷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
合特征、 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
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
型，他将它们定名为“玉蟾岩古栽
培稻”。 作为世界最早的水稻遗
存， 它们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水稻
的驯化、 稻作农业的起源的重新
思考和讨论。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通过
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
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 是人类发
明史上的重要科技成果之一。 玉
蟾岩遗址陶片经年代测试， 最早
的距今18000年，处于旧石器时代
晚期。 这个发现证实，陶器起源于
旧石器时代末期， 发展盛行于新
石器时代及其以后， 从而改变了

考古界将“陶器的存在作为新石
器时代的特征标志”的单一标准。

我们的眼前仿佛出现这样
一幅场景：定居或半定居在玉蟾
岩的先人们， 春夏之交采梅子，
夏秋捞螺蚌， 秋冬春初捕猎候
鸟，他们在有限的互动范围内积
极开拓新的食物资源；采集野生
稻后，无法生吃，炊煮稻米
的陶器成为迫切的需求 ；
接下来， 发生了由野生稻
采集到野生稻的储藏以至
普通野生稻的栽培的演化
社会行为……

有了水稻，农业获得快
速发展， 于是有了定居村
落，安定的村落和农业使得
人口迅速增长，在这以后的
数千年里，湖湘大地热气腾
腾，迸发出勃勃生机。

■评说

华南第四纪地层以网纹红土为特色 ，其
间埋藏着被称为砍砸器体系的粗犷的砾石工
具。 这些文化遗存形成的时间、古人类群体的
属性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 砾石工业传统形
成的原因以及它们与西方阿舍利技术体系之
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
很多问题悬而不决， 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类遗
存往往采自地表，埋藏学、年代学和器物组合
信息缺失。

2016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方面
取得突破，在洞庭湖地区发现了多处遗址，在
网纹红土地层中发现两个文化层位， 出土近
1000件石制品， 并初步建立起文化时代的框
架。 而对西洞庭盆地几处遗址的试掘，则首次
在华南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中构建出 “网纹
红土-弱网纹红土-均质红土-黄土-黑褐色
土”的文化序列，为研究区域性石器技术的演
变和本土人群的连续演化， 增加了新信息和
新视角。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研究员、 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
主任 高星

30多年来， 湖南旧石器时代考古有一系列
重要发现与研究进展。 这些成果大大提早了远
古人类在湖南境内演化发展的历史。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现的津市虎爪
山、澧县鸡公垱、乌鸦山、十里岗等遗址，就搭建
起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框架。 近年来新发现的
临澧伞顶盖、 沅江赤山岛等更丰富完善了湖南
境内古人类文化发展系列， 进一步揭示出远古
狩猎采集人群行为特点与活动的具体场景及细
节。 在道县玉蟾岩发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
的文化遗存， 将人类使用陶器的时间推至距今
18000年，也为研究华南亚热带地区先民从狩猎
采集到稻作农业的发展历史进程提供了实证。
同样也是在道县， 前几年发掘的福岩洞遗址发
现的40多枚距今80000年前后的现代人类牙
齿， 更进一步改写了现代人类在中国乃至亚洲
东部地区出现的历史。

上述成果显示， 湖南旧石器考古不仅对
复原本地区远古人类历史作出重要贡献，更
对中国乃至东亚早期与现代人类的演化、农
业起源等一系列世界史前考古学重大课题研
究， 都具有非常关键的影响与巨大的推动作
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王幼平

人类什么时候开始来到三湘大地披荆斩
棘繁衍生息，目前还不能确定。 因为考古学家
正在探索当中。 但是湖南旧石器时代的历史
至少早到50万年以前。 如果参照邻近地区的
网纹红土文化埋藏的年代， 湖南人类文化的
历史可以达到70万年以上。 与世界历史一样，
湖南的旧石器时代是一个漫长的人类童年时
代。 在这朦胧漫长的岁月里，尽管维持生计的
工具是那样简单粗陋， 文化在今天看来是那
么原始愚昧，但它凝聚了人类童年的智慧。 湖
南旧石器文化没有欧洲旧石器文化那样复杂
的石器技术，并不意味文化的落后，而是对自
然环境的适应性的选择， 充分体现了务实的
应对策略。

玉蟾岩的遗址文化是目前湖南旧石器时代
文化最高水平的杰出代表， 也是湖南旧石器时
代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 目前，水稻和陶器的起
源已经成为全世界学术界探索的前沿课题。 玉
蟾岩遗址的考古发现在水稻和陶器的起源研究

中具有重要影响。
———湖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原所长、 研究
员 袁家荣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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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965年，在《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期刊上，我国著名考古学家
张森水采写报道了由湖南地质局
区域地质测量队提供的桂阳县山
洞出土的一件刻纹骨锥， 骨锥被
鉴定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
根据描述，骨锥是磨制而成，发掘
时折断， 器身中部有数组横道刻
纹。 骨锥后被遗失，复制品现收藏
在湖南省地质博物馆。

湖南省地质博物馆展厅，这
件湘南刻纹骨锥复制品被摆放在
显眼的位置，它通身呈石黄色，身
上多组横道刻纹清晰可见。 因年
代久远， 出土这件石器的洞穴位
置至今仍有争议， 目前也没有与
之相关的任何线索。 这一切，都给
这件刻纹骨锥蒙上了一层迷茫的
轻雾。

刻纹骨锥丢失后， 很长一段
时间里， 湖南没有发现一件旧石
器， 旧石器考古工作近于空白状
态。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
长、 研究员袁家荣回忆说：“我花
了十多年的时间， 跑遍了大半个

湖南，钻了100多个山洞，半点旧
石器的影子都没找到。 周边的省
份，包括湖北、安徽、广东，都发现
了旧石器遗址。 我还真有些坐不
住了。 ”

一转眼，22年光阴掠过，湖南
的旧石器考古出现了转机。

1987年4月24日，袁家荣和时
任怀化地区博物馆馆长舒向今来
到新晃考察。 无意中，该县的文化
辅导员王石在兴隆乡柏树林遗址
采集的一块近似白陶的标本引起
了他们的注意。 这是一块年代很
古老的陶片。 直觉告诉袁家荣，这
个地方不能放过。

第二天一早，袁家荣、舒向今
在时任新晃侗族自治县文管所所
长汤宗悟的带领下，去看现场。 在
周边调查时， 汤宗悟捡起一块石
片，袁家荣审视，这是一件石英岩
人工岩片， 石头上还有放射状的
人工打击过的痕迹， 其埋藏的地
层是老土（考古学上称“网纹红
土”）。 他们意识到，如果石片埋藏
位置无误， 那它应该就是旧石器

时代的一件文化遗物。 为了慎重
起见， 他们又在断崖的网纹红土
中亲手挖出另一件打制石片。

袁家荣说：“当时， 我手里拿
着这两块石头， 心里压了十多年
的那块大石头放下来了， 人一下
子就轻松了。 ”

这两块小石头， 不仅填补了
湖南旧石器考古的空白。 它们还
带来了重要信息： 在华南地区的
网纹红土层中， 确实埋藏着旧石
器。 以往华南地区的旧石器考古
喜欢把目光盯着山洞， 现在大家
把注意力都转移到了网纹红土
层。 于是，有关旧石器的“捷报”不
断传来，不仅是湖南的湘、资、沅、
澧四水流域，在广西、安徽、湖北、
江西等南方许多省份的网纹红土
层，也不断发现了旧石器。

专家认为， 湖南旧石器的考
古发现， 不仅推动了华南旧石器
考古的飞跃发展， 还大大拓宽了
我国旧石器考古的研究领域。 到
现在，湖南共发现了300多处旧石
器遗址。

两块小石头，“砸开”湖南旧石器紧闭的大门

� � � �“妈妈，人类的祖先真的是猿
人吗？ 这些人，怎么跟我们长得一
点都不像啊？ ”现场，一个小女孩
一边饶有兴趣地听着李意愿的讲
解， 一边指着前方大屏幕上的图
片，好奇地问身边的一名妇女。

是啊！我是谁？我们究竟从哪
里来？

人类的起源至今仍是地球公
民关心的母题。

“现代人起源”（指晚期智人
的起源）长期以来有两种理论：一
种叫多地区起源说。 另一种叫非
洲起源说或替代说， 这种理论认
为“现代人”起源于非洲。 1987年，
美国相关研究专家根据分析来自
全球不同国家的 147个妇女的
DNA， 认为她们可以追溯到距今
20万年以前非洲的一个妇女，西
方媒体将她称为“夏娃”，这也是
现代人起源的“夏娃理论”。

“夏娃理论”的提出，立刻引
起激烈争论。 中国科学院院士、古
人类学家吴新智不赞同“夏娃理
论”，他认为中国的古人类化石显
示出一脉相传的进化脉络， 中国
的旧石器文化无论在哪个时期都
看不出来自西方的文化取代中国
原有文化的迹象。

20世纪福岩洞遗址的发现，
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新的印证。
2011年至2013年， 由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湖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永州市道
县文物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在
永州市福岩洞遗址发掘出具有完
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47
枚，经测定，它们的年代范围在8
万至12万年之间。

这表明，8万至12万年前，“现
代人”已经出现在湖南地区，他们
是东亚最早的具有完全现代形态

的人类。 而在世界范围内，西亚以
色列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现代人
化石是5万年前， 欧洲发现的是
4.5万年前， 这意味着中国境内出
现现代人的时间比上述地区要早
至少3万至7万年。

李意愿认为，福岩洞遗址古
人类化石的发现，不仅改变了一
些 研 究 者 认 为 晚 更 新 世
［126000年 (±5000年 )至10000
年］早期阶段中国不存在“现代
人”的认识，还填补了以往缺乏
的现代类型人类在东亚地区最
早出现时间和地理分布的空白；
虽然这一发现还没有直接触及
现代人是否起源于非洲的问题，
但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中国
乃至东亚人从当地起源的可能
性更大一些，这也意味着“现代
人” 演化扩散的地图将有所改
变。

世界最早的陶器之一。
（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通讯员 吴映秋

4月，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
风景如画，巍巍衡山险峻，汤汤
洞庭浩淼。

距今70万年前， 洞庭湖之
滨记录了目前湖南最早的人类
活动足迹；距今1万多年，在湘
江之源的石灰岩洞穴中， 发现
了中国最早的陶器和世界最早
的古稻， 一个崭新的时代初露
曙光。

那么，我们究竟从哪里来？
4月13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副研究员李意愿在长沙博物
馆开讲。 现场，他图文并茂地讲
述湖南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
发现和研究进展，原本“冰冷”
的石头变得“温暖”，湖湘远古
文化鲜活地朝我们走来。

多面体

双面砍砸器

石球 双面砍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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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旧石器遗址分布：300
多处旧石器遗址， 勾勒出了一个
较为完整的、 清晰的旧石器时代
早中晚期文化序列。（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