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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度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考古遗址与
全新的资料，丰富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时间和空间的框架，填补了空白，极大地推动了学科

的发展与深化。通过对以往发现的各类资料科学、系统的研究，为完善我国旧石器文化谱

系、认识人类演化与文化发展、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变化的互

动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认知。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７日至９日，由陕西省考古学会和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办
中国史前考古龙岗论坛在陕西汉中召开，大会对近年开展的汉中盆地旧石器遗址调查和龙

岗寺遗址旧石器遗存的系统发掘工作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并就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及遗址的保护和利用等进行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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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南磨刀山遗址位于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河口镇和都村，地处南江盆地东北部；为南

江西岸第四级阶地，为了解文化遗存的保存状况，并为遗址的文物保护提供依据与对策，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云浮市博物馆和郁南县博物馆等单位

对郁南磨刀山遗址第１地点于 ２０１４年 ４月至 ８月进行抢救发掘，发掘面积 ２００平方米。
在原生网纹红土堆积中发现上、下两个包含石制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出土各类石

制品近４００件，确认早期人类在该遗址的主要活动区域远超 １０００平方米。出土的近 ４００
件石制品大部分发现于下文化层。石制品原料岩性以砂岩、石英与石英岩为主，少量细砂

岩与变质砂岩等，与砾石层所见砾石岩性一致。石制品类别包括石料、石核、石片、断

块、碎屑、石锤、石器、残石器及使用砾石等，其中又以石料、断块、碎屑、石核与使用

砾石的数量为多，石器与残石器的数量相对较少。所发现的石制品类别涵盖从搬运石料、

加工石器、使用石器到废弃石器的整个过程，反映出发掘区存在完整的石器生产操作链。

石制品埋藏状况表明此为原地埋藏。出土石制品的石器工艺较为简单粗糙，原料与毛坯的

选择较为随意，其石器生产操作链表现出的是一种高损耗、低效率的石器生产方式，这首

先与石料的易获取程度有关，当时的古人类即在古南江河漫滩上进行石器生产与其他生计

活动。石制品埋藏于上、下两个文化层，代表有间断的两期人类活动，可以推断出当时的

古人类主要活动在平水位时期的河漫滩上，并随着南江水位的变动发生迁徙。此外，自

２０１２年上半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云浮市博物馆、郁南县博物馆与罗定市博物
馆等单位，在南江流域开展旧石器考古专项区域调查。至 ２０１５年年初，在南江流域已发
现６６处旧石器地点 （遗址），采集到数以百计的砍砸器、手镐、手斧、刮削器、尖状器



及凹缺刃器等打制石器。地点群主要集中发现于中游的南江盆地东北部，大部分地点密集

分布在郁南县河口镇、大湾镇境内约２０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在南江两岸的第二级阶地至
第四级阶地皆发现石器地点。依据地貌部位、地层堆积与石器工艺的差别，可将各石器地

点分为三期，第一期的年代在中更新世偏早阶段，第三期应至晚更新世较晚阶段，而第二

期则在两者之间。南江旧石器地点群构成了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相对完整的文化发展

序列，不同阶段在原料利用、石器技术及工具组合等方面的差异，也反映出岭南亚热带—

热带过渡地区更新世气候环境变迁之下古人类适应模式的演进。南江流域的旧石器考古发

现既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进展，为华南乃至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

的新材料，同时也为深入研究华南—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关系、区域人类起源与演化

历史以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等国际热点课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契机 （《中国文物报》１月
３０日）。

鸽子山遗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西部，地处贺兰山台地中段鸽子山盆地周

边。遗址发现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于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１０月，在青铜峡市文管所的大力协助下，联合组队
选择鸽子山遗址第１０地点进行了首次发掘。虽然揭露面积不大，两个探方的文化层也还
未完全清理至底，但是取得的材料已经非常丰富。在原生地层中共计获得石制品及炭样标

本７００余件，还发现有一些疑似灰堆、火塘等遗迹现象。石制品以红色砂岩、石英岩为
主，类型主要有石锤、石核、细石叶以及有磨制痕迹的石制品。尽管鸽子山遗址第 １０地
点仍然存在两面器技术和细石叶技术，但是石器的主要类型和构成发生了改变，由以普通

打制石器为主向磨制石器为主过渡，类似矛头状的 “贺兰尖状器”在第 １０地点基本匿
迹，这些特征可能反映了晚更新世末期该地区古人类生计模式和生存方式的转变。鸽子山

遗址位于西北沙漠—荒漠草原—黄土高原的过渡带，遗址的丰富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地理位

置不仅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技术行为、生存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也为研究人地

关系、古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提供了一个典型地点。同时与周边的水洞沟遗址、长流水

遗址、伊克尔索格遗址的对比研究将有助于西北地区晚更新世至全新世早期文化序列的建

立以及该地区农业起源、技术演化、文化变化等重大课题的推进 （《中国文物报》５月
２２日）。

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６月初，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江西省安义、靖安和奉新县等地展开为期一个月的旧石器

考古调查，新发现旧石器遗址 １５处，主要分布在南潦河和北潦河的河流二、三级阶地，
时代涵盖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此次调查获得石制品 ２００余件，有备料、石核、
石片、石砧、石锤、刮削器、石球、砍砸器和薄刃斧等，而最大收获是在安义县的舒家

垄、郭家村、回春寺等遗址的网纹红土地层中发现打制石器，根据地质地貌和石制品的文

化特征，初步确定遗址的地质时代属于中更新世，距今５０余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
它的发现把江西的史前史提前到５０万年前，为研究中国的旧石器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此外，在潦河沿岸多地还采集到手斧，这对研究中国手斧文化的分布以及古人类的认知能

力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为中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对比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中国文物

报》７月３１日）。
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县，地层堆积为古抚仙湖湖滨沼泽相沉积。云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 ２０１５年 ２月对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共出土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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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１５３件、骨制品２８件、木制品数十件。遗址文化层顶部发现了用火遗迹，初步判断为
篝火遗存；动物组合与元谋动物群极为相似，初步判断其地质时代应为早更新世。甘棠箐

遗址发现的木器开启了对旧石器时代东亚地区远古人类技术和行为模式认识的一个重新定

位，为解决长久以来困扰着中国学者的何以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与西方相比相对

简单和粗糙这一学术疑问，提供了较好的解释依据，反映出旧石器时代华南地区古人类对

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性策略 （《中国文物报》１１月２０日）。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２００５年对蓟县旧石器考古专题调查的基础上，于 ２０１５年

４月至５月，以开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天津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综合研究”为

契机，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调查队，对蓟县

北部山区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旧石器考古调查。他们以１∶１００００地形图为基础，筛选适于古
人类生存并具备第四纪埋藏条件的河流阶地、山谷；结合详细的行政区划图和以往哺乳动

物、旧石器考古线索，确定了以蓟县北部和中东部地区为重点的考察区域，新发现 １４处
旧石器地点 （遗址），采集石制品千余件，石制品原料以角岩、石英岩、燧石为主；剥片

以锤击法为主，也存在一定比例的间接剥片法，砸击法在少量地点被广泛使用；石制品类

型较为丰富，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及工具等，工具种类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

等；修理多采用锤击法，且以正向加工为主。此次调查新发现旧石器地点文化遗存分布的

地貌部位清楚，石制品技术与类型特征明确，文化内涵丰富，学术研究价值重大，从地貌

部位与文化特征推测，此次调查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的年代已经进入到旧石器时代中、早

期，即地质年代的晚更新世早期或更早，不晚于距今 １０万年，将早期人类在天津地区活
动的历史推向了更久远的时代。同时，二、三、四级阶地上不同的文化面貌反映了蓟县旧

石器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建立区域旧石器文化序列奠定了基础 （《中国文物报》１２
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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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东北地区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塔哈乡老

虎屯村东北的老虎屯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与试掘，李有骞对此进行了整理研究。遗址位于

乌裕尔河右岸的岗地上，共发现石制品２０１件。这些石制品原料以燧石为主，嫩江两岸比
较常见的砾石是当时最主要的石料来源，剥片方法以锤击法为主，辅之以砸击法，大量细

石核的存在说明细石叶技术在剥片技术中占有重要的比重。该遗址的剥片技术以细石叶和

石叶技术为特点，工具以边缘简单修理的小型石制品为特征，这些石制品的年代属于旧石

器时代晚期 （《北方文物》１期）。
２０１１年４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辽宁省康平和

法库两县进行了旧石器考古调查，在秀水河和辽河的二、三级阶地上，共发现旧石器地点

１４处，在西山地点采集石器９件。付永平等人对此进行了整理研究。西山旧石器地点位
于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柏家沟镇柏家沟村西山小河的三级侵蚀阶地上，９件石器均出自耕
土层，石器原料种类较为单一，以玛瑙为主，工具类型较为单一，以刮削器为主，兼有石

球。综合石制品类型组合、技术特征及周边环境，该地点应为一处狩猎或生活的临时营

地，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文物春秋》１期）。此外，万晨晨等人对吴家窝堡东山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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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地点的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该地点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东升乡吴家窝堡东山的

三级阶地上。此次调查共获石器２７件，类型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工具。原料以石英
砂岩为主，石英和玛瑙次之，少量安山岩和流纹岩。石器以中型、特大型和大型为主，包

括刮削器和砍砸器等典型器形，明显具有旧石器时代晚期北方大石器的工业特征。推测地

点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依据遗址位置、石器特征等分析，推测该地点是一处从事采集

狩猎和分割食物、消费栖息等生计活动的临时性场所 （《文物春秋》４期）。
陈全家等人对２００２年在吉林省图们市月晴镇歧新 Ｂ、Ｃ地点发现的 ３１件石器进行了

研究，两个地点分别位于图们江左岸的四级和三级阶地上。Ｂ地点石器是以中型为主，小
型和大型次之。Ｃ地点是以小型石器为主，微型和中型次之。两地点石器类型均较为简
单，剥片技术和修理技术比较单一。石器原料没有发现黑曜岩，这与周围其他以黑曜岩原

料为主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处年代暂归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同时根

据遗址的位置和两地点的石器工业特征分析，推测 Ｂ地点旧石器的形成要稍早于 Ｃ地点，
其可能是古人们进行狩猎、采集活动的临时性场所 （《北方文物》４期）。

２０１２年４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沈阳市进
行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在辽河、浑河和蒲河的二、三级阶地上，发现旧石器地点１０处，
农大后山地点石器丰富、地域特征鲜明，陈全家等人对此进行了整理研究。此次调查共获

得石器２０１件，分为石核、石片、断块、工具和砾石五类。在原料的选择上，普遍使用细
砂岩、石英岩等石料；石器个体均较小，剥片技术以锤击法和砸击法为主，偶尔会用到碰

砧法；工具中类型丰富的刮削器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为典型的小石器工业类型，年代不会

晚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边疆考古研究》１８辑）。
２华北地区
东营坊遗址位于天津市蓟县东北部东营坊村附近的一处建筑工地内。２００７年５月至 ７

月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成联合发掘队

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王春雪等人对此次工作进行了整理研究，发掘面积 ２００平方米，
出土石制品９０件。石制品原料以黑色或灰黑色燧石为主，石制品原料系就地取材于遗址
附近的河床或基岩；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器和断块；剥片采用锤击法；石器以

小型为主，包括刮削器和雕刻器，由硬锤直接加工而成，方向以正向居多。根据文化层底

部哺乳动物化石的测年结果，遗址年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阶段或旧石器时代晚期早

段。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中国北方旧石器主工业增加了新的材料，扩大了其分布范围，

对于揭示晚更新世古人类在该地区的行为特点及环境动因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人类学

学报》１期）。
２００５年５月，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

位于天津市蓟县城关镇郭庄子乡黄土坡村以北２５０米的黄土台地上东大屯地点进行了重点
调查，王春雪等人对此次工作的情况进行了整理研究。此次调查所获得石制品 ３０件，包
括石核、石片、断块和工具。石制品原料以燧石为主，不见其他原料。石制品组合含有刮

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北方的典型石片石器工业组合中的常见类型，通过对遗址周围地

区进行小规模区域地质调查来看，该遗址古人类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制作石器，所用的石

器原料应采自附近河床和基岩，年代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这对研究环渤海地区旧石器时

代晚期以来人类生活的环境背景、旧石器文化内涵以及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具有

重要的学术意义 （《边疆考古研究》１７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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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沙嘴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村西北，最初发现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土石制
品３４件，包括石核、石片、石器和断块，并伴随纳玛象头骨犀等的牙齿化石。报道后在
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卫奇等人经过近年来的考察和对石制品的研究认为，上沙嘴地点位

于下更新统泥河湾组，且得到了古地磁测年为距今１７０万至１６０万年的确认。上沙嘴旧石
器地点是泥河湾盆地发现的第一个早更新世人类遗迹，也是中国乃至东亚分布纬度最高的

一个早更新世旧石器地点。上沙嘴地点地层性质的重新厘定，不仅还原了上沙嘴地点的考

古地位，而且证实纳玛象这个物种早在１００万年前的泥河湾盆地就已经形成，它不是最早
发生在中更新世印度纳巴达河谷，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化路线很值得研究。在泥河湾盆

地，早更新世纳玛象的存在对于草原猛犸象的发生说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草原猛犸象

缺少头骨化石佐证，有关时空演化路线和环境适应也缺乏论证 （《人类学学报》２期）。
贾真秀等人对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３年从西白马营遗址文化层调查所得的 ８７件石

制品进行了整理研究。西白马营旧石器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东堡乡西白马营村南，新发

现的石制品类型有石核、石器和废片等，其中废片包括完整石片、破碎石片、碎片与断块

等。石制品原料以燧石、石英以及硅质白云岩为主，个体以小型居多，剥片技术主要为硬

锤锤击法，偶用砸击法。刮削器是石器的主要类型，修理采用硬锤锤击法。根据对 ８７件
石制品组合的归纳，并结合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掘报告，西白马营遗址为华北小型石片石器
技术传统。年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他们对于细石叶技术出现后泥河湾盆地仍 “残

存”小型石片石器传统这一现象的原因，认为可能是不同的环境因素所决定，即缺乏资

源的寒冷环境下因生存需要产生了细石叶技术，相对温暖的环境原有简单的传统石片石器

技术即可满足生存需要，无须更复杂的技术；也可能是拥有不同技术的人群扩散导致这一

现象的存在。这些问题尚需新的工作来佐证 （《人类学学报》３期）。
侯家窑遗址以丰富的早期智人化石，数以千计的石制品、动物化石以及数量极多、比

例极高的石球等极具文化特色，在现代人的起源、演化，旧石器文化演化、发展等研究中

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但对其年代问题一直有较大的争议，为此河

北省文物研究所组织了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王法岗对此次考古发掘的地层
提出新认识，新的考古发掘证实该遗址的文化遗物并非出自以往报道的泥河湾层之中，该

遗址的时代应该仍为以往认为的中更新世晚期之末或者晚更新世早、中期，至于各种测年

结果之间的差异，除其年代可能超出一些方法的测年范围，也可能与该遗址文化层较厚、

时代跨度较大有密切联系，这有待于新的系统取样测年及测年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检验。

侯家窑遗址文化遗物的埋藏地层是否为泥河湾层，将对泥河湾层延续时代及泥河湾古湖消

失时代的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家窑组存在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存在，失去了存在的

基础和意义，赞同取消许家窑组这一岩石地层单位的建议 （《文物春秋》６期）。
３华东地区
黄泥梁旧石器遗址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双庙村。２０１２年，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日照市文物局联合在该遗址进行了

试掘，陈福友等人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试掘工作中共获得石制品 ７５件，其中试
掘出土者７１件，地表采集者４件。试掘石制品埋藏于黄土地层的古土壤层中，石制品个
体较小，原料以闪长玢岩和脉石英为主，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器、断块等，属石片石

器工业组合；地表石制品原料主要为燧石，类型有细石核、细石叶、端刮器等，属细石器

工业组合，时代为更新世晚期。此次的调查和试掘确认了黄泥梁遗址的原地埋藏属性，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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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遗址的发掘潜力和研究价值。黄泥梁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将推动山东旧石器考古研究的

进展，同时，遗址位于山东沿海地区，进一步的发掘与研究将为揭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旧

石器时代的人类行为提供重要的科学材料，为探讨沿海地带石器技术和人群交流提供可能

（《人类学学报》１期）。
大珠山遗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乔家洼社区西的大珠山东麓，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至 １１

月，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对该遗址进

行了发掘，陈宇鹏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石制品的原料主要为灰黑色的石英岩，类

型包括石器、石核、石片和断块等，石器以边刮器和端刮器为主，另有少量的尖状器、石

钻等。剥片以锤击法为主，在类型组合和打制技术上都属华北地区小石器文化传统，与以

前发现的望海楼、银雀山等遗址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应有技术传承和演变关系 （《青岛

考古》２期）。
２００６年７月至９月，为配合安景高速的施工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东至

县文物管理所，对地处东至县城西的华龙洞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试掘，进一步弄清华龙洞

遗址石制品的技术类型，董哲等人在发掘简报的基础上，对华龙洞遗址出土石制品进行了

技术类型学研究。遗址出土石制品总计１２０件。原料以硅质岩和石英岩为主，可以划分为
备料、石核、石片、断块和碎屑、工具等几个大的类别，这些石器类型多样且功能存在明

显分化，工具以中、小型为主，器物毛坯根据工具类型大小而存在分化，刮削器在石器工

具类型中数量最多，石器工业面貌与南方砾石工业传统不甚相同。根据出土动物群化石与

古人类化石特征，初步判定属更新世中期。根据遗址无生产石器的工具且废片、碎屑较少

的特点，推断遗址性质可能并非最初报道的石器加工场，考虑 ２００６年发掘未发现明显的
火塘、砾石堆等遗迹现象，推测华龙洞遗址的性质接近于临时活动地点 （《东南文化》

６期）。
４华中地区
肖家河旧石器地点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处于汉水右岸第四级阶地

上，２００６年在发掘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湖北省地下文物保护规划的乔家院春秋战国墓葬的
过程中，工作人员在地表、地层及墓葬填土中发现有打制石制品 ６７件，杜杰等人对这批
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石制品的岩性大类中以火成岩为多，原料和素材以河床中磨圆度较

高的河卵石为主；石制品的剥片和加工方式均为硬锤锤击法，剥片时虽对石核的台面不进

行预先修理，但石核利用率不低，石器类型以砍砸器为主，其次为手斧、手镐，刮削器最

少；石器的加工方式以单向加工为多，双向加工的石器也有相当的比例。依据遗址所处阶

地，推测肖家河地点发现的旧石器年代应该属于早更新世的偏晚阶段或中更新世早期，相

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

物材料。石制品面貌和所处区域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一些遗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证明了

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中国南方砾石文化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和

演化谱系 （《华夏考古》１期）。
舒家岭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牛河乡舒家岭村，２０１２年 ３月至 ７月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李意愿等人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整理

研究。出土石制品的原料为就近获取磨圆度较高的河卵石，岩性以石英、火成岩、硅质灰

岩为主，石制品类型包括石器、石核、、石片和断块等。个体以大、中型为主，小型标本

也占一定比例。遗址中出土有较大比例的砾石在遗址中以分散和局部集中的现象分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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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倾角、倾向和长轴方向的统计分析，可以排除埋藏后的堆积，应是古人类搬运来的作为

储备的原料。剥片只见锤击法。以单向剥片为主，不对石核台面进行修整；工具组合比较

简单，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手镐、尖状器、薄刃斧，以前三者为主。石器组合仍以重

型工具为主，但同时在遗址中也出现了一些中小型的刮削器和尖状器，以及相当数量的中

小型石片。少量石片可以直接用来作为工具，在整理过程中观察到了少数石片刃缘有使用

时留下的细小片疤。从原料上来看，该遗址比早期的遗址更多地使用了石英原料，这是汉

水流域旧石器遗址在向晚期发展的一个特征。从整体的类型和技术上观察，该遗址仍属于

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范畴。根据地层结合石制品的特点，推测舒家岭遗址的年代为

晚更新世。舒家岭遗址所发现的石制品组合与此前在汉水流域调查和发掘的遗址具有较为

一致的石器工业面貌，表现为以砾石为主加工成重型工具的特点，属于华南地区的砾石石

器工业。舒家岭遗址的发掘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汉水流域晚更新世时期古人类在该区域的活

动和适应性生存行为以及华南地区砾石石器工业的特征提供了新的材料 （《人类学学报》

２期）。
５华南地区
百色盆地因发现阿舍利技术风格的手斧以及所属的年代而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２００８年田阳博物馆在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在百峰遗址采集石制品 ３７件，包括 ２件手斧
和１６件手镐，并采集２枚玻璃陨石，李大伟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百峰遗址位于
广西田阳县西部，处于百色盆地西段，属于右江右岸第四阶地，百峰遗址采集的石制品和

百色盆地第四阶地发现的石制品特征基本一致，石器表面新鲜，均未见水流磨圆搬运痕

迹。原料多为石英岩、砂岩；打片和加工石器采用直接锤击法，石核利用率低、石片背面

保留有砾石面；石器类型以砍砸器、刮削器、手镐、手斧为主。百峰遗址采集石制品和玻

璃陨石均来自遗址第二层，为网纹红土层。百峰遗址中手斧和玻璃陨石发现于同一地层层

位，进一步丰富了百色手斧的研究资料，为用玻璃陨石的形成时间来代表百色盆地手斧的

年代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 （《人类学学报》３期）。
６西北地区
位于东秦岭山地的洛南盆地是目前中国旧石器遗址分布最密集、出土石制品数量最丰

富的地区之一，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南京大学和洛南县博物馆对洛南盆地南洛河与其南部支流县河之间的第二级阶地四

十里梁塬地带再次进行大规模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与发掘，夜塬即为众多新发现的旷野

旧石器地点之一。邢路达对这一地点的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夜塬地点采集的石核、石

片、断块、碎片及工具等石制品６１７件。工具包含砍砸器、手斧、薄刃斧、大型石刀、刮
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石制品原料为第二级阶地附近砾石层及河漫滩上的砾石，以颜

色不同的石英岩及石英为主，石英砂岩及细砂岩偶有使用。石制品尺寸多为小型及中型，

但工具中修理精致的手斧、薄刃斧和石刀等大型工具尺寸较大。剥片主要采用锤击法，砸

击法与碰砧法也少量应用，石核剥片率较高。工具毛坯主要为石片，刃缘多两面修理。根

据以往在洛南盆地的相关研究推测，该地点石制品的年代大致为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

早期。夜塬地点新发现的石制品丰富了洛南地区的旧石器材料，有益于进一步探讨莫维斯

线以东含阿舍利技术遗址的文化属性 （《人类学学报》１期）。
水洞沟遗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临河乡，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对该地区进行了多次地质和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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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新发现近２０处地点。对水洞沟遗址的分布范围和考古价值取得了新的认识。水洞
沟遗址第８地点于２００３年正式发掘，王春雪等人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此次发掘
出土石制品共计７７６件。其种类包括石核、石片、工具、断块、小砾石五类。原料以石英
砂岩为主，应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进行石核剥片和工具生产等活动。石制品组合类型简

单，石核数量以砸击石核为主，石核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工具类型简单，包括石锤、石

砧、刮削器、雕刻器和砍砸器，均为小型。其中以刮削器数量最多。工具毛坯以片状毛坯

为主，块状毛坯次之。工具修理方法为锤击法，加工部位主要集中分布在毛坯的单侧或单

端。加工方式以单向加工为主，其中又以正向加工为最多。此外，还发现８件鸵鸟蛋皮串
珠，根据该地点文化层的

１４Ｃ测年数据，该地点的年代为距今 ２７０４０年前左右。水洞沟遗
址第８地点的石器工业为探究 ＭＩＳ３阶段水洞沟地区的古人类对于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
策略以及适应生存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人类学学报》４期）。

７西南地区
贵州以更新世洞穴遗址的发现在我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领域占有重要地

位。２００７年以来，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主，以往和近期的线索，对洞穴发育较好
的贵州中部和西南部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张兴龙等对此次调查进行了整理研究。新发现的

９处洞穴遗址均分布在珠江水系的盘江流域，文化遗物主要为石制品。黔中遗址的石制品
原料主要为燧石和硅质灰岩，而黔西南石制品原料多以河流成因的石英岩砾石居多；剥片

技术主要为锤击法；黔中石制品的个体较小，而黔西南石制品的个体相对较大；石器组合

以刮削器占多数。区域对比显示这些遗址的年代在距今３万年后的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
期。此次调查丰富了更新世末期古人类在贵州的活动信息，其中惠水清水苑大洞、长顺马

路大洞和安龙路边大洞具有较好的工作前景 （《人类学学报》４期）。
老鸦洞遗址是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该遗址２０世纪 ８０年

代被发现并发掘，出土大量石制品及动物碎骨。为进一步研究该遗址，明确遗址文化及年

代性质，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８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贵州省博物馆组
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再次系统发掘，出土包括石制品、骨制品、古人类牙齿化

石、动物化石、植物果核、炭屑在内的标本两千余件，关莹等人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整理研

究。老鸦洞遗址所在的石灰岩山体中含有大量的燧石岩脉，这些岩脉为古人类制作石制品

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导致了遗址中超过６０％的石制品均由灰黑色燧石制成，其他原料，
如石英和水晶晶体，多数来自山洞周围，而非源自河流砾石，仅有极少数个体较大的砾石

在地层中出现，作为石锤或垒砌火塘的材料之用；在加工技术上，硬锤直接打击是石器制

作者使用的主要技术，修理台面的现象频繁出现。除硬锤直接打击以外，针对小型岩块原

料，尤其是石英和水晶晶体，老鸦洞古人类还采用砸击法剥制石片，最大限度地利用原

料；从石制品类型上看，石叶制品和细石叶制品均不见于该遗址，整个石制品组合体现了

典型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石片石器传统，下部地层至上部地层中所含石制品没有明显技

术变化。石制品在制作技术上显示了典型的小石片石器传统特征。
１４Ｃ测年结果表明，这

些出土物及遗迹记录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３７万至２万年，以及距今１４万年古人类在
老鸦洞内生存的历史，是毕节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初阶段古人类生存栖息的证据。多个

石制品及炭屑、灰烬富集的层位表明了古人类对该洞穴的长时间反复利用，以及末次冰期

最盛期期间人类活动的消退现象 （《人类学学报》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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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瓦娄哇技术是人类演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重要发明，其最为经典的作品是

从预制石核上剥取的龟背状的勒瓦娄哇石片和三角形的勒瓦娄哇尖状器。我国学者在 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就开始了对勒瓦娄哇技术的研究，陈宥成等人尝试在前人基础上，从勒瓦娄
哇技术的概念入手，对该技术的起源、发展、繁荣和衰退进行分析，认为勒瓦娄哇技术的

历史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距今 ５０万至 ２５万年的滥觞期，以 “优先剥片法”生产的

形态较大的勒瓦娄哇石片为特征；距今 ２５万至 １３万年的发展期，以 “循环剥片法”和

长度大于１０厘米的勒瓦娄哇尖状器的出现为特征；距今１３万至５万年的繁荣期，以形态
较小的各式勒瓦娄哇石片、勒瓦娄哇尖状器和勒瓦娄哇石叶以及边刮器、凹缺刮器、锯齿

刃器等各式工具为特征；距今５万至３万年的衰退期，以零星遗址中勒瓦娄哇技术产品与
石叶工业或其他工业混合出现且不占主体地位为特征。而这一切石器形态与技术的变化则

反映了石器功能与人类行为的转变 （《考古》２期）。虽然勒瓦娄哇技术盛行于欧洲旧石
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中，但是在中国的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中也存在有勒瓦娄

哇技术的石制品，董哲在明确了勒瓦娄哇技术的定义后，通过对金斯太遗址、水洞沟遗

址、盘县大洞遗址、河套地区地点群、富源大河遗址等的材料梳理，从勒瓦娄哇技术石制

品的功能分析和分布区域相关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出发，对勒瓦娄哇技术在中国的分布和消

失进行了探讨，认为勒瓦娄哇技术分布于西北到东南的生态交错带上，是面对不稳定的生

态环境的一种适应手段，因其经济上的高效益使得狩猎采集者在气候波动、环境不稳定性

增加时为提高流动性而被采用 （《文物研究》２１辑）。
两面器技术是史前人类的一项重要的石器技术传统，可谓源远流长。陈宥成等人把两

面器技术的发展分为早期、中期、晚期和末期四个阶段。两面器技术的早期始于１７０万年
左右，出现在东非，以西图尔卡那湖地区 Ｋｏｌｉｓｅｌｅｉ４遗址为代表。两面器技术的中期大约
始于距今１００万年，以 “大石片阿舍利”技术传统为标志，以肯尼亚奥罗格赛利 （Ｏｌ
ｏｒｇｅｓａｉｌｉｅ）遗址和奥杜威峡谷 ＢｅｄⅣ和 ＭａｓｅｋＢｅｄｓ为代表，并在非洲、西亚等地广泛传
播。两面器技术的晚期始于距今６０万至５０万年，该阶段黎凡特地区和北非的大石片阿舍
利传统消失，欧洲比利牛斯山以外发现了最早的阿舍利，但与 “大石片阿舍利”明显不

同。到了 “后阿舍利时代”，两面器技术进入末期，但在莫斯特文化和索鲁特文化等之中

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因素依然存在。在东亚和北美，两面器技术直到旧—新过渡阶段和新

石器时代依然长盛不衰。两面器技术从早到晚历经硬锤修理、软锤修理和压制修理等演变

过程，其形态从早到晚表现出小型化和多样化的趋势，这背后则反映了石器功能和人群流

动性的变化 （《华夏考古》１期）。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一直是学术界关心和瞩目的热点，李国强综合近年来

的考古新发现，认为近年来取得的植物考古学证据表明，在距今３万至１万年之间的旧时
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北方地区对植物性食物的利用经历了由广谱采集到集约—

专项采集的进程，并在距今１万年前后的东胡林遗址出现了对粟类植物的原初驯化。就器
物而言，在年代介于距今２４万至１万年前后的太行山南端—黄河北部弯道地区的各遗址
中，都只有代表单一采集模式的石磨盘出现，而在介于 １２万至 ９０００年的太行山北麓—
燕山南麓和太行山东麓北段地区 （即桑干河—永定河流域和拒马河—大清河流域）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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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遗址中，已出现了由石磨盘、陶器、石镰、石锄等代表粟类植物专项加工和集约采集模

式的组合工具，由此构成了诱发驯化的必要条件并产生了具有早期驯化特征的品种。因

此，后一地区应该是北方粟类植物的原初驯化中心。这一驯化过程的产生，是该区古人类

在旧石器晚期发达的细石器文化的作用，为适应末次冰期以来的气候和环境变化，特别是

距今１２８００年至１１５００年期间的新仙女木期降温事件造成的动物性食物的短缺，不断开发
粟类食物资源引发的必然结果。同时，气候与食物资源的变化以及人口压力也必然导致该

区人群的迁移，特别是寒冷时期的南迁。但是，早于距今１万年前的南下人群并没有承载
对粟类植物进行驯化的技能，在新的聚居地仍然延续着传统的狩猎—采集模式 （《南方文

物》１期）。
陈胜前从理论的角度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探讨，认为

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是人类演化史上的里程碑，人类在生计、聚落形态、技术、人口、人

地关系、人物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最突出的变化表现在人与物的关系之上。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研究范式目前主要还是以技术—类型学为中心的，显然这是不

够的。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类型变化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存在

明显的连续性。由于石器研究方法上困难，石器技术类型与人群属性难以对等，所以很难

通过它来回答现代人的扩散，也很难体现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性质。相对而言，过程考

古学的功能—适宜的视角能够较好地解释技术变化的行为意义，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

的适应辐射、晚段的细石叶技术起源以及更新世之末到早全新世食物生产的起源，是旧石

器时代晚期的技术革命，并不完全是一场人类适应方式的革命。认知—过程考古学更注重

从人类认知与社会关系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更有利于我们理解旧石器

晚期革命。而注重研究物质意义、能动性与历史的后过程考古学范式能更好地把握旧石器

时代晚期革命最突出的特征、人与物关系的变化，所以，后过程考古学的范式应该是我们

研究这一问题值得关注的途径。这四个范式的研究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不是相互替代而

是补充与叠加的关系，代表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在不断深入，对旧石器晚期革命的理解更加

透彻。就中国旧考古学研究而言，我们还需要在技术—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拓展研究范

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史前人类的演化 （《北方民族考古》２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益人通过对峙峪与法国潘色旺两个遗址的比较，从管理体

制、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培养、发掘理念等众多方面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学科发展

的提出了建议 （《化石》２期、《大众考古》４期）。

E"FG()

１石器技术与文化
（１）石制品技术类型的分析
石制品加工技术、技术类型的分析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一项最为基础而重要的

工作。

水洞沟第１２地点位于水洞沟第１地点以北约４０００米处。２００７年夏天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约 １２平方米的发
掘，获得石制品近万件。初步的研究显示，这是以细石叶技术为主导的文化遗存，其丰富

的文化内涵，对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人类行为转变和适应能力的提升等方面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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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为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解析石制品技术体系，仪明杰等人对发掘出土石核类石制

品的系统分析。从石料的质地、尺寸等角度分析，结合水洞沟周边的原料调查结果，该遗

址的石核类石制品原料均来自水洞沟遗址及其附近区域。石料的开发具有针对性。石核类

石制品中硅质白云岩和燧石占有绝对比重，其他类型原料的使用较少。石料的利用与当地

的石料构成有密切关系，原料的构成显示了开发策略的差异。锤击石核是细石核的预制阶

段；砸击技术的开发对象多是以燧石为代表的优质石料，尺寸小，不适于锤击及间接剥片

技术的应用；细石叶技术是该遗址的核心剥片技术，其中以楔形石核的打制技术最成体

系。这种以细石叶技术为主体的文化现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的中国北方地区具有普

遍性，是人类在气候波动的条件下实现适应生存的重要技术保证。旧石器时代晚期连续出

现气候寒冷事件，中国北方地区的狩猎采集者生存压力变大。细石叶工具在狩猎、后期处

理猎物、皮革加工等方面有明显优势，这些技术、生态优势使这项新技术爆炸性地扩散开

来 （《人类学学报》２期）。在此基础上，仪明杰等人又对水洞沟遗址第１２地点出土的楔
形石核进行了具体分析，复原了其动态生产过程，以期深层次解析古人类的原料开发策

略。楔形石核技术往往需要大量的预制以制备台面、楔状缘，对尺寸较大的原料需求高，

但是水洞沟地区的燧石属小型砾石，尺寸小，多不具备开发为楔形石核的潜力。然而，燧

石的质地均一，硬度、韧性适宜，产生的石片刃缘锋利，是受人青睐的优质原料，故将之

开发为其他形式的细石核。尽管优质白云岩比重低，但是白云岩基数大，且不乏大尺寸

者，具备预制潜力，因而在楔形石核中占有绝对比重 （《边疆考古研究》１８辑）。
刘扬等人以阶段类型学的视角为出发点，通过对乌兰木伦遗址出土石制品的观察分析

认为乌兰木伦遗址石核的剥片过程可分为初次剥片阶段和持续剥片阶两个阶段。前者反映

了石核剥片序列的预备阶段，后者则反映了石核剥片程序的生产阶段，它们在石核剥片过

程中相互联系并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石核剥片的序列。两个不同的剥片阶段内部又分别区

分出不同的剥片方法和技术，通过对石核技术特征的分析，推导这些技术和方法之间关系

的紧密程度，最终概括出乌兰木伦遗址石核剥片至少存在 １７个剥片序列。不同剥片序列
对石核初始毛坯的形状和原料等具有一定的选择性。这表明乌兰木伦遗址初始毛坯利用以

及剥片方法、技术和序列的多样性，反映古人类不仅具备较高的剥片技术，还具备较强的

计划性和组织能力；而个别序列则显示古人类对具有特殊技术特征石片的有目的生产。将

这些剥片序列与经典的石核台面数量分类法进行比较，可知后者是石核不同剥片序列产生

的最终石核或阶段石核，因而它们可以具有相同的石核利用率。因此，具有不同技术特征

的石核和石片类型并不是石核剥片程度的反映，而是不同剥片技术和方法在不同剥片序列

和阶段 （程度）的共同反映。从该层意义上讲，单以台面数量进打石核分类会导致对遗

址剥片技术认识简单化，而无法真正理解复杂多样的石核剥片序列 （《考古》６期）。
奇和洞遗址一期文化遗存自２００８年发现以来，因年代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

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而备受瞩目，吕锦燕对奇和洞遗址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 ２７件石核
进行了研究。奇和洞遗址的打片技术也是锤击为主，砸击为辅，偶有碰砧法剥片。在打片

上没有概念型版，基本没有加工预制台面的思维，极少转向剥片出现两个台面的情况，基

本都是随意打片，没有固定的形制。所以遗址中的石核基本全为 “简单石核”，石核的原

材料质地较差，难以产生理想的剥片，而且石器的原料开采地就在洞口的河床上，材料随

手可取，所以石核的利用率较低 （《福建文博》３期）。
郧县后房遗址２０１０年的发掘在第②层和第③层分别出土了 ８９件和 ７３件石制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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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步推断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初期。李英华等人运用技术分析法对该石器工业的

分析表明，在工具刃口类型中，双边汇聚形态的刃口比例最高。这说明古人类可能对此类

工具的需求比较大，这与古人类本身的生产活动和行为方式有关。从早期到晚期，古人类

对石器工业各阶段产品从没有明显的管理发展到 “专坯专用”，即根据所需要的成型工具

的类型，精选４种毛坯，运用精确的规划和连贯的打制完成工具的制作。但对石器工业生
产的原料一直保持 “专料专用”，即剥坯概念的产品均用石英原料制成，而修型概念的产

品均用石英以外的原料制成，表明古人类对原料特性已经有清晰的认知，石器工业生产体

系具备了比较成熟的管理意识。石器工业生产的原料均采自二级阶地上广布的砾石层，采

用的是就地取材的原料利用策略。这些都反映了古人类在打制概念、方法和管理层面上既

有明显的稳定性，又有重大的突破和变化，其管理模式向更周密、更成熟的方向发展。该

项分析为今后中国石器工业的技术分析提供了重要个案 （《江汉考古》４期）。
（２）区域文化体系的研究
砾石石器在华北地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的出现始于中更新世，并且一直延续到

距今４万至２５万年，伴随着石叶和细石器工业组合的崛起而逐渐消亡。陈宥成等人以
Ｎ３８°为界，分南北两部分梳理了华北地区砾石石器的发现，以其探索其与人类行为和文
化特征的关系。砾石工具与石片工具反映的是两套不同的操作链，反映了不同的创作思

想。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石器工业是一个宏观的表述，正如中国南方地区的砾石石器工业可

以含有石片石器文化因素一样，中国华北地区的石片石器工业也含有砾石石器文化因素。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砾石石器是一种更为古老的传统，石片石器传统虽然出现较晚，

但是之后成为人类文化选择的主流，这一传统在我国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遗址群中得到继

承和发展。砾石石器是一种古老的石器传统，而石片石器传统是随后出现的，这两个传统

是两个不同的 “文化基因”，同时，制作砾石石器和遗址的功能密不可分，通过技术、文

化、历史等角度深入理解砾石石器，对于我们今后遗址时代的判定、石器技术分析和人类

行为探索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原文物》１期）。
陈宥成等人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大型尖状器的分析，根据毛坯的选择、利用和

修理模式以及丰度等的观察，认为大型尖状类石器在长江中游地区相邻或相近的汉水上

游、丹江口库区、三峡地区和澧阳平原等不同区域保存有不同的技术传统。汉中盆地的大

型尖状类石器多选自河滩砾石为毛坯直接加工。丹江口库区无论是调查数据还是发掘数据

其比例均高于汉中盆地，从现有发掘材料来看其大型尖状类石器有稳定的传统，即选自砾

石直接单面或两面加工而成，但调查的材料显示存在另外一种传统，即选取砾石生产长度

大于１０厘米的大石片，以大石片为毛坯加工大型尖状类石器。三峡地区古人类在更新世
期间似乎不存在有生产大型尖状类石器的传统，为数不多的手镐与当地的砾石砍砸器和石

片砍砸器应当为 “同质异型”类器物。澧阳平原及周边丘陵区内发现的大型尖状类石器

相比于汉中盆地和丹江口库区，发现数量最多，技术传统也最为复杂，至少包括三种不同

的技术。大型尖状类石器在不同区域显示不同的技术传统，暗示从中更新世开始长江中游

地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并不简单的文化关系 （《人类学学报》１期）。
日本学者加藤真二在对目前发现的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文化遗存进行了

科学、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后，认为在末次冰期冰盛期 （ＬＧＭ时期），为了适应环境的变
化，华北的旧石器人选择了频繁移动的生活方式。因此，石器群也自然地选择了在宿营地

附近收集低成本、低品质的小形石料的收集方式，并且掌握了高效使用这些石料的制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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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而促成了石器的小型化和定型度的降低，以及剥离小型石片技术的发达。大约 ２５
万年前，随着猛犸象动物群的流入，带有北方系细石器工业的人群经东北部南下，并与华

北人群有了接触。南下人群所持有的细石叶技术，与华北人群频繁的移动及对小型石料高

效率的使用方式相适应，产生了有效狩猎武器。但是，华北人群不把这些细石叶技术直接

引入，而是以他们本来就持有的剥片技术为基础，模仿使用楔形细石核的细石叶技术，或

者是通过转化剥片技术等方式来引进细石叶技术。他认为河北孟家泉、二道梁、山西柿子

滩 Ｓ１２、宁夏彭阳 ＰＹ０３地点、陕西龙王秥、甘肃大地湾、河南西施应该属于出现期细石
器工业。同时，他进一步推测南下人群和华北人群之间的相互交往，和华北人群引入细石

叶技术的地区可能在包括泥河湾盆地在内的长城线附近。并且在华北地区的广大范围里，

极短的时期内出现了细石器工业。从此可以推定，通过华北人群的信息及物资流通网络，

在短期内细石叶技术被推广得更广泛了。目前，不能够明确地表明此物资流通网络的存

在。但是，内陆的海洋贝壳的出土，赤铁矿在华北地区广泛分布等特点都暗示着此物资流

通网络的存在 （《华夏考古》２期）。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边陲，特殊的地理位置促成了新疆历史时期别样的文化面貌，新疆

史前时期的文化面貌是怎样的？当时的人们是否也如历史时期那样有着频繁的交流？所有

这些问题都是进入 ２１世纪学术界所热切关注的。朱之勇人等以考古发现、研究为视角，
就新疆旧石器遗址的寻找、细石器的研究状况做了梳理、分析，尽管目前新疆还没有发现

带有明确地层的旧石器，但对这一地区旧石器的存在还是持积极、乐观的态度。鉴于新疆

细石器遗存都系地表采集的现实情况，建议在今后的工作中，应以类型学为基础，以操作

链、工艺因素分析等理念为导向，结合数量统计、石器实验等方法，从微观走向宏观，先

做好小区域内文化面貌的研究，然后再做大区域的整合研究 （《边疆考古研究》１８辑）。
２理论与研究方法
（１）理论的思考
石制品作为古人类留下的最丰富，同时也是保存最好的文化遗物，一直吸引着考古学

家们尝试采用各种方法对其进行研究，试图从一块块冰冷的石头中解读出更多人类行为信

息。彭菲在回顾了石器分析方法的发展与演变，追溯了类型学的诞生与发展过程之后，介

绍了操作链的缘起，并对它所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对于从操作链研究中演

化出的两大分支———技术心理 （认知）学与技术经济学，该文主要介绍了技术经济学研

究的内容与具体操作方法。作者认为旧石器考古学对石制品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

包含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多个层面多种分析方法，任何一种孤立的方法都无法全面地将石制

品所蕴含的人类信息提取，只有以关联的思维，以人类行为为研究目标，结合类型学、操

作链、定量、定性、宏观、微观多种方法，整合不同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果，才能最大限

度地获取古人类行为信息，这也正是操作链所秉持的整体和联系的理念 （《人类学学报》

３期）。
“石器工业”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常用的词语，但对其内涵和准确的定义却因个人

的理解不同而有所差异。崔天兴在对以往学者使用 “石器工业”一词的含义进行梳理后

认为，“工业”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背景中，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单个遗址的石器组合

及其加工技术；二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分布在一定区域内具有相同物质文化面貌的考古学遗

存。该文进而指出考古学中的 “工业”是由人类勤勉之特质所引申出来，界定为人类之

特质，从而具有文化、器物组合的内涵，在考古学中流传下来并作为一个专业术语进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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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中国文物报》５月８日）。
（２）研究方法的探索
抽样是统计学中的基本概念，是指按一定程序从总体中抽取样本的过程。抽样的目的

是根据样本的观测结果对总体进行推断。按随机原则从调查总体中抽取部分单位进行观

察，用以估计推算总体某些数量特征的非全面调查，又称抽样推断，主要包括简单随机抽

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等距抽样四种。在考古学研究中，抽样调查的方法也被广泛应

用，依据不同考古学资料的特征，确定合理、有效、科学的抽样方法是问题的关键。徐廷

等人结合简单随机抽样、整群抽样和连续重复抽样的特点，基于中心极限定理，设计了适

用于大批量石制品抽样调查的具体方案，通过边抽样、边评价的方式，利用有限的样本量

推断总体特征，并将其实际应用到大窑遗址二道沟地点石制品的研究中，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此外，这种抽样方案对于石制品的物源追溯、遗址区域调查等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人类学学报》３期）。
石制品原料的产地分析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刘爽等人

利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实验室的设备，选取潜在矿源与遗址中有代表性的黑

曜岩样品，应用激光烧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等方法对黑曜岩矿料和遗址黑曜岩制

品主微量元素进行测定，建立数据精确的部分黑曜岩样品数据库。使用便携式 Ｘ荧光光
谱仪扩大测量样品数量，对于异地、大量以及体形较大的完整器等进行无损测定，建立大

样品数据库。选择可靠的判源特征元素组合，总结各遗址黑曜岩制品化学元素特征规律，

应用社会统计学分析软件，采用多元统计主成分分析等手段对不同地区黑曜岩样品数据进

行对比分析，结合考古背景、样品性状等多方面信息综合考察，判断遗址中黑曜岩制品原

料的可能来源，进行相关研究 （《边疆考古研究》１８辑）。陈全家等人运用便携式 Ｘ荧光
光谱仪对吉林东部地区考古遗址出土的黑曜岩标本进行了产地分析，根据测试结果可将这

些标本的产地分为５个组群，可能有不同的产地，为今后的进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础 （《东

方考古》１２集）。
对石料进行一定的热处理是古人类在打制石器过程中逐渐学会的一项技能，宁夏水洞

沟遗址的发现首次证实了旧石器时代东亚古人类的热处理行为。邵亚琪等人通过压缩实验

和 ＸＲＤ（Ｘ射线衍射）检测，对宁夏水洞沟遗址区采集的白云岩石料热处理前后的力学
性能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经过４５０℃热处理的白云岩石料材质更加均匀，硅质含
量减小、钙质含量增加，抗压强度下降 ３１％，最大应变提高 ２７％，在应力—应变曲线上
出现了明显的锯齿状波动现象。这些变化降低了打击石料所需的力度，使石料易于产生多

次开裂，不容易发生一次性灾变破坏，为古人类调整打击点、打击方向和力度创造了机

会，从而降低了打制难度，提高了石器的制作质量和效率。而经 ５５０℃热处理后，石料会
产生大量肉眼可见的粗颗粒，打制性能下降；同时，抗压强度下降 ６７％，石器切碎食物
能力下降。因此热处理温度不宜过高 （《人类学学报》３期）。

模拟打制是史前考古研究中的重要实验考古方法之一，对于正确认识考古标本的类型

和技术、解读当时人类的认知水平和知识积累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杨石霞等人简要回溯

了模拟打制实验的发展史，并评述其应用现状。模拟打制实验在欧美有较长的发展与应用

历史，但最终趋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传统的模拟打制实验研究在欧洲得到了更加深入的

继承和发展，而美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逐渐发展起了以定量控制、数理统计为核心的
实验方法。他们以近期在山西丁村开展的角页岩模拟打制实验为例，介绍传统的模拟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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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基本流程和内容，包括实验的内容设计、实施及记录和分析等。此次实验结果肯定

了硬锤锤击技术在丁村角页岩石核剥片和修理中的广泛应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以往

对使用碰砧法的推测，另外，为深入了解石制品的形制提供了参考，帮助研究者更准确的

恢复 “操作链”。最后对模拟打制实验存在的问题和应用前景作了讨论和展望 （《人类学

学报》４期）。
石制品拼合研究能够反映遗址结构和遗址埋藏过程的变化，能够反映遗物的分布状态

及遗址的形成过程，是我们了解早期人类行为方式的重要参考。刘扬等人对乌兰木伦遗址

１号地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发掘出土的 １１９３４件石制品进行拼合研究，辨别出 ２８个拼合组，
含６４件石制品。石制品拼合组空间分布等相关信息显示，乌兰木伦遗址石制品的分布状
况主要是人类行为造成的。在剥片和工具加工过程中，标本剥落到地表后被迅速埋藏，未

受到后期扰动，因此在遗址中很好地保留了古人类活动最原始的信息。拼合标本断裂面的

状态也更多指示它们是在剥片过程中断裂，而不是后期埋藏因素如踩踏造成的。此外，拼

合石制品的发现，以及石制品构成多以小于 １０毫米的碎片为主，其次为石片，而石核、
工具等类型的比例较少，这些都表明乌兰木伦遗址是人类生产石片和加工石器的集中场

所，为原地埋藏 （《人类学学报》１期）。李锋等人对徐家城旧石器遗址 ３４６件石制品的
拼合研究中获得２６个拼合组，共计 ６１件，拼合结果显示，４Ｂ、４Ｃ层剥片与石器加工行
为是石制品空间分布形成的主要原因，但可能存在遗址使用时古人类对石制品位置改变的

行为；４Ａ层石制品零散分布可能反映了此时遗址处于古人类活动的边缘地带。遗址剥片
方法以硬锤锤击法为主，石核剥片序列以转向为主，古人类对石料进行单层或多层开发；

同时部分石器破碎后古人类可能对其进行再利用。平面分布显示发掘区内可能存在两个相

对集中的剥片区域，并且古人类在同一区域剥片和加工石器。然因遗址石制品原料性质、

发掘面积等局限性，拼合分析的优势并未在此项研究中尽现。今后此类研究应结合其他研

究方法，综合多方面信息解释遗址形成过程、石器技术及遗址空间利用方式 （《人类学学

报》２期）。
原料最小单元分析是西方学者在拼合研究中逐渐发展出的分析方法。主要依据石料属

性 （如颜色、质地等）及理化分析 （如 Ｘ衍射等）将石制品划分成尽可能小的分析单元，
以此为基础讨论遗址埋藏过程、石器技术、遗址空间利用等方面的信息。赵宇超等人用这

一目前国内尚未普及的方法对徐家城旧石器遗址主文化层的石制品进行研究，涉及遗址形

成过程、空间利用以及古人类的流动组织等方面。研究表明，古人类原地剥片行为是遗址

主文化层石制品分布状态形成的主要原因，文化层交界位置所受扰动程度较大；石器工业

面貌权宜性色彩较为浓厚，发掘区内并未呈现明显的功能分区，同一时期可能存在其他生

活中心。最后对原料最小单元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和潜力做了一定讨论 （《人类学学报》

３期）。
在旧石器考古中发现的不单单有石制品和骨骼化石等遗物，还有许多重要的遗迹现

象，李君等人对泥河湾盆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迹进行梳理与分析，将其分为三种类型，

除了常见的人类活动形成的遗迹外，还将动物活动形成的痕迹以及目前无法明确性质的痕

迹单独列出，将其按照遗迹单位来对待，意在引起学者对这类遗迹现象的重视。虽然目前

对这两类遗迹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但是其重要性却不能低估，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新科

技手段的不断应用，对这种遗迹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入，它会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更多有重要

价值的信息。今后要更加注重 “面”的发现与研究。通过对遗物与遗迹的综合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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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遗址会有深入认识，进而在此基础上上升到对遗址群的研究层面，小角度与大视野相

结合，这是旧石器考古不断深化的研究趋势 （《文物春秋》６期）。
（３）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
曾被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 （Ｓｉｎａｎｔｈｒｏｐｕ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的直立人北京种 （Ｈｏｍｏｅｒｅｃ

ｔｕ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北京人）化石是当时世界上具有最为可靠发掘记录的古人类化石。１９４１
年大部分北京人化石丢失，仅存的当时发掘出土具有鉴定价值的人类化石为保存在瑞典乌

布萨拉大学古生物博物馆的３枚北京人牙齿。２０１１年在瑞典乌布萨拉大学古生物博物馆
保存的周口店发掘出土的化石中新发现了一枚北京人牙齿化石。ＭａｒｔｉｎＫｕｎｄｒáｔ和刘武等
人报道了这枚新发现的北京人牙齿化石并回顾了此前发现的 ３枚北京人牙齿化石的历史。
这４枚人类牙齿化石代表了在周口店最早发现了的直立人牙齿化石，新发现的这枚北京人
上犬齿齿冠咬合面磨耗较重，提示该牙齿属于一个成年个体 （《人类学学报》１期）。

英国 《自然通讯》杂志２０１５年１月刊登了张钧翔、海部阳介等人的题为 《台湾第一

个古老型人属》的论文，报道了从澎湖海沟 ６０米 ～１２０米深处打捞上来的 １件人类下颌
骨和１１种哺乳动物化石，认为澎湖下颌的时代为晚于距今 ４５万年前，最可能为距今 １９
万 ～１万年前。该文没有确定它属于人属的哪个物种，并认为难以确定性别。吴新智等人
就该文提供的比较详细的丰富资料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后认为，澎湖下颌特别高的粗壮

指数、长的髁间宽和两前臼齿齿槽长、粗壮的上外侧圆枕、宽阔的臼齿外沟和特别大的臼

齿以及没有颏隆凸，提示其年代可能属于中更新世，最可能属于中更新世中后期，可能在

距今４５万 ～１３万年前；它有不少特征指示其与东亚化石人类有比较密切的亲缘关系，但
不大可能属于直立人，还有个别特征提示其先辈可能接受过来自西方基因流的影响；参照

中国中更新世人的相关数据，澎湖下颌可能属于女性 （《人类学学报》３期）。
猫猫洞位于贵州省兴义县城东北顶效镇西南的猫猫山山腰上，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在

此发现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和哺乳动物化石。曹波等人将这批人类化石予以重新整理

发表，从而使该遗址的发掘资料更为完整，同时对哺乳动物化石、地层、堆积物做完

整的报道。该遗址的人类化石包括下颌骨４件，股骨 ３段，是中国南方洞穴遗址中发现
的数量较多，系统分类地位较清楚的晚期智人的化石，并提出 “兴义人”的命名。人

类化石同层的鹿牙采用铀系法测年结果为距今 １４５００年前左右，相当于更新世的末期
（《人类学学报》４期）。

五十年前在云南元谋盆地发现的２枚早期直立人牙齿被作为东亚最早的人类化石而载
入史册。最初的岩性地层、古生物和古地磁研究确定 “元谋人”化石出自早更新世地层，

年代为距今１７０万年前左右，并在以后成为主流意见。但少数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并开展
再研究，提出 “元谋人”的年代为距今７０万 ～６０万年前。高星围绕此问题的最新古地磁
研究结果重新肯定了 “元谋人”为距今 １７０万年前的结论。从地质、古生物和年代测定
各方面的综合材料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后，他认为 “元谋人”为早更新世早期的结论是

可信的。但由于当时化石采集和发掘工作的局限性，这２枚牙齿的确切出土位置和埋藏状
况并非十分清晰，“伴生”的文化遗存也十分模糊。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一些重要的

人类化石上，尤其是出土于内蒙古萨拉乌苏、四川资阳、广西柳江、广东马坝、重庆龙骨

坡等遗址的化石材料，致使相关的研究和讨论无法建立在坚实的材料与数据的基础上。古

人类化石对研究人类的起源与演化、扩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对其生存年代的精

准测定，又是开展各项研究和论证化石及文化遗存材料价值的基础。中国的大多数古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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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由于找不到其形成过程中的火山灰沉积，行之有效的高精度测年手段无法加以运用，

致使一些遗址的测年数据不被广泛采信。另外，一些重要人类化石并非经规范的考古发掘

出土，地层和埋藏学的原始信息缺失，对日后的采样测年造成了困扰，使一些数据因

“先天不足”而受到质疑。对化石年代较老的情况，只能采取各种手段，获得化石发现或

出土的原始信息并用多学科协作的方式做交叉验证，尽可能得到有说服力的数据与结论。

而对于
１４Ｃ测年范围许可的样品，最有效的手段是在化石上做微损取样直接测年，得到化

石本身精确的年代数据，这应该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人类学学报》４期）。
以往研究发现，中国直立人化石呈现较大的形态变异。对于这种变异程度及造成变异

的原因，在古人类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提出在直立人阶段，中国古人类已经呈现明

显的区域性差异，但也有人认为这些差异似乎没有规律性。近年，刘武等人采用不同方法

对若干地点的中国直立人牙齿特征及其变异进行了系列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发现和认

识。他们在回顾总结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其他一些地点中国直立人牙齿特征的观测

对比，对中国直立人牙齿特征表现特点及变异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这一研究发现，中国直

立人牙齿特征具有较大的变异范围。这些变异似可分为两种主要类型，元谋、建始、郧县

梅铺、和县牙齿呈现出较多的原始特点，代表一种原始类型；周口店、沂源等地点的标本

特征相对进步，表现出更多的典型直立人特征。其他一些地点的直立人化石呈现出混合或

中间状态。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呈现出原始牙齿特征类型的中国直立人的生存年代相对较

晚，其牙齿特征的原始性与生存时代不具有对应关系。他们认为中国直立人牙齿特征类型

反映了更新世早期和中期不同直立人群的演化状态。原始类型牙齿特征的形成不仅与演化

时序性和地理分布有关，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中国直立人群的演化隔离 （《人类学

学报》４期）。
人类的起源与发展不仅是考古学界，同时也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回顾古人

类化石的发现历史，勾勒人类进化的路线图，推测人类进化的趋势，大胆提出对基因证据

的质疑，著名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先生的 《探秘远古人类》在其助手徐

欣的协助下创作完成，２０１５年５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付梓出版。该书共分 ７个章
节，分别介绍了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的神创论与进化论之争，重要人类化石和演化证据发现

与揭示的过程，人类演化的历史梗概，人类在身高、大脑、骨骼、四肢及人种等方面的进

化抑或退化的趋势，对人类直接祖先的寻觅与认定过程，在现代人起源问题上 “夏娃假

说”与 “多地区进化假说”这两个针锋相对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与争论焦点，以及作者

个人的学业经历与感悟。最后还结合自己的科考经历对寻找野人的缘起、过程和是否存在

野人这一大众感兴趣的问题做了介绍和阐述。这些相互衔接、呼应的内容既铺陈了人类起

源、演化的历史过程，又展示了科学家为揭示这一过程所经历的曲折和艰辛。

H"7IJ%KL'.()

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是我国近年来发掘的最为重要的古人类遗址之一。该遗址中出土

了大量石器、骨器、动物化石、粪便化石等遗存以及人类头盖骨化石等。王文娟等人对该

遗址出土的鬣狗粪化石进行了类型学及其包含的微体化石等方面研究，从分析统计结果来

看，鬣狗粪化石中包含了丰富的古信息，如古寄生虫卵、动物毛发、孢粉、植硅体、真菌

等。他们主要针对鬣狗粪化石中古寄生虫卵及动物毛发进行分析，探讨了作为寄主鬣狗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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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的寄生虫病，以及鬣狗的食物来源等情况，为深入理解更新世晚期人类适应环境与气候

提供了新的证据 （《人类学学报》１期）。
牛亚科动物在中国第四纪古人类遗址中十分常见，但其分类和鉴定仍存在诸多问题。

南方洞穴动物群经常仅有单个牙齿保存，所以南方更新世洞穴遗址中牛亚科动物化石鉴别

问题更为突出。王晓敏等人对湖北郧西白龙洞古人类遗址出土的大型牛亚科动物化石进行

了整理研究，这些牛亚科动物化石不仅有大量单个牙齿，还有残破颅骨、角心、下颌骨及

头后骨骼。白龙洞的牛亚科动物角心粗短、横截面呈背腹略扁的椭圆形；额骨上的角间隆

突发育且呈拱形；顶骨从颅顶退出；枕面较圆且高；角后颅骨收缩强烈使得枕骨上部变

窄，颞窝明显凹进；下颌角大于９０°，下颌支向后倾斜；下颌第二臼齿的结构复杂程度介
于水牛和黄牛之间。依据上述特征，可将白龙洞的大型牛亚科动物化石归入大额牛，白龙

洞是我国出土大额牛石最为丰富的古人类遗址，为区分南方洞穴出土的牛亚科动物化石提

供了重要材料 （《人类学学报》３期）。
侯家窑遗址是旧石器中期重要的考古文化遗址，然而对侯家窑古人类的生存年代及生

存环境至今尚存争议。张聪聪等人通过野外地质观测、地磁测量和电阻率测深等工作以及

动植物研究资料分析，对遗址区地质地貌环境，尤其是与古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古河流发

育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在侯家窑遗址区发育一条 ＮＮＷ—ＳＳＥ向的古河流，它
形成于距今２２４万年前的泥河湾古湖泊大规模萎缩阶段，直至被晚更新世冲洪积物掩埋
后才结束发育历史。侯家窑遗址古人类文化遗存埋藏于古河流截弯取直遗留的牛轭湖沉积

层及不整合覆于其上的壤化黏土层中，时限为距今 ２２４万 ～１６１万年前，即侯家窑古人
类在此地生活达６万年之久。牛轭湖区不仅适宜多种植物生长，而且水流缓滞、清澈，是
各类动物优先选择食物和饮水的地方。古人类在这里使用石球围猎，较之在其他地带成功

率高。侯家窑古人类生存时期，气候寒冷，但这里的地形呈面向东南的宽阔圈椅状，光照

条件良好，气候温和，其间又有河流穿过，生态环境相对优越，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而

且遗址附近优质石器原料遍布，许多石料在河谷中即可寻到，方便石器制作。因此，对于

旧石器时代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古人类来讲，在寒冷的区域气候背景下，选择

生存环境较好的侯家窑遗址区倚河而居势成必然 （《第四纪研究》３期）。此前对侯家窑
遗址的研究多集中在古人类及哺乳动物化石及其地层年代方面，对古人类生存时的古气

候、古环境研究较少，更未见定量研究。穆会双等人利用最终筛选后的 ４２０个表土和 ８３
个地层样品的孢粉数据，采用 ＭＡＴ（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方法定量重建了泥河湾
盆地侯家窑遗址距今２２万 ～８５万年前的年均温和年均降水序列。依据孢粉定量重建的
气候变化序列与大西洋—太平洋深海氧同位素和南极冰芯记录的 ＭＩＳ５、ＭＩＳ６和 ＭＩＳ７阶
段有较好对应。冰期时，泥河湾盆地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 ２℃ ～４℃，年均降水量比现
在多２００毫米 ～４００毫米；间冰期时，年均气温比现在高约 １℃，或与现在相近，年均降
水量也与现在相近。冰期时，泥河湾盆地的古气候相对稳定，间冰期时波动频繁。侯家窑

古人类生活在大理冰期 （ＭＩＳ６阶段），气候寒冷湿润，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成为侯家窑人
的主要食物来源，侯家窑人已学会适应和抵御严寒的气候环境 （《第四纪研究》３期）。

萨拉乌苏河地区地处鄂尔多斯高原毛乌素沙漠东南部边缘，是中国第一个正式报道的

人类化石和首次成批旧石器文化遗物的发现区域，萨拉乌苏位于东亚夏季风的边缘区和黄

土沙漠过渡带，其生态环境脆弱，对气候变化敏感，是中国北方沙区 （沙漠与沙地）反

映晚更新世以来沙漠变迁、河湖进退和气候变化的良好地区。马玉贞等人通过对前人在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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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及其所反映的古地理环境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梳理，回顾萨拉乌苏古生物与环

境的研究进展。近百年来，对萨拉乌苏晚更新世以来的地层、古生物及其所反映的环境做

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在不同地点和地层层位发现脊椎动物化石 ４５个属种，人类化石或
遗骸１５件，并进行了孢粉分析和环境重建。但在一些方面仍需更深入的研究，如孢粉记
录的分辨率和解译；萨拉乌苏人类化石或遗骸的确切年代；重点连续沉积剖面晚更新世以

来高分辨率的生物地层和环境变化序列、萨拉乌苏地区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及该区环境

变化的动力机制等 （《第四纪研究》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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