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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牙齿微磨耗（dental microwear）是指上、
下颌在咀嚼咬合过程中，由于食物中的磨料

颗粒与牙齿表面发生摩擦，在牙釉质上形成

的不同长度、不同方向以及不同形态的微观

牙齿磨耗痕迹。在不同性状的食物颗粒和不

同的下颌骨运动模式的共同作用下，牙齿微

磨耗痕迹一般表现为条痕 （scratch） 和凹坑

（pit）两种形态[1]。根据生物力学的研究结果，

上下颌牙齿在咀嚼不同食物时，一般会形成

水平方向拉扯式和垂直方向挤压式两种下颌

骨运动模式，在此作用下，食物中的磨料颗

粒、砂砾或灰烬与牙釉质相互摩擦，即会在牙

釉质上形成条痕状或凹坑状等不同形态的牙

齿微磨耗痕迹[2]。因此，不同类型的牙齿微磨

耗痕迹可以有效地反映出个体生前所摄入的

不同食物类型。
20世纪50至60年代，研究人员使用双目

显微镜（binocular light microscopy）观察牙齿

表面，发现牙齿表面的微磨耗形态可以区分

不同的食物结构和下颌骨运动模式，为复原

食物结构提供了新的思路，开启了牙齿微磨

耗研究的先河[3]。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牙齿

微磨耗痕迹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成熟，不

仅引入了扫描电子显微镜、自动化图像分析

软件等先进技术[4]，并且建立起了一系列不同

地区、不同生计方式、不同食物结构的群体对

比组 [5]，为通过统计牙齿表面的微磨耗痕迹，

重建古代人群的食物结构和摄食行为提供了

可能。
曾侯乙墓位于湖北随县县城西北约三公

里的擂鼓墩东团坡上，东边紧靠撅水，南距埙

水二公里许，西北是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带。
1977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兴建营时

发现此墓，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大学、襄阳地

区博物馆等有关部门组成联合发掘小组于次

年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发掘，清理战国早期大

型岩坑竖穴木椁墓一座，因其随葬青铜礼器、
乐器、兵器上共出现“曾侯乙”铭文多达208
处，结合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所反映的等级和特

征，发掘者推断墓主人为曾国国君曾侯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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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牙齿颊面微磨耗条痕的方向示意图

曾侯乙墓东主棺及东椁室、西椁室的21具陪

棺内共出土人骨22具，鉴于该批人骨资料的

重要价值和保存状态的完好性，本文拟通过

对曾侯乙墓墓主人及其随葬人员牙齿颊面的

微磨耗痕迹进行观察和统计，与现代不同生

计方式人群的颊面磨耗形态进行对比，在结

合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和动物骨骼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对曾侯乙及其近侍的食物结构进

行合理推测，重建东周时期南方地区高等级贵

族的食物结构，探讨并复原其日常饮食生活。

二、材料与方法

（一）研究材料

本文用于牙齿颊面微磨耗痕迹研究的人

类牙齿样本采集自曾侯乙墓东主棺内曾侯乙

本人及东、西椁室陪棺内的人骨材料。由于人

类齿列中的近中牙齿除了咀嚼食物的功能

外，往往还扮演着牙齿工具的角色，因而其表

面的微磨耗痕迹并不单单反映个体的食物结

构，为更准确地反映个体生前的牙齿微磨耗

形态，牙齿标本的选择以臼齿为佳，并排除存

在齿病或显示出非正常磨耗形态或无磨耗的

牙齿。在研究样本的选择过程中，作者按照以

上标准，采集到可用于牙齿颊面微磨耗痕迹研

究的牙齿样本13例，分属于12例个体，除曾侯

乙外其余皆为女性，相关样本数据详见表一。
（二）观察方法

牙齿颊侧不受咀嚼时牙与牙之间相互触

碰的影响，其所反映的食物结构信息很少受

到生物力学变量的干扰，是微磨耗研究的最

好选择。作者使用超景深三维电子显微镜放

大牙齿颊侧表面，在牙齿颊面与显微镜镜头的

夹角应呈0°、所显示牙齿颊面的面积为1mm2

时，对牙齿颊面的微磨耗痕迹进行统计与测

量。当某一微磨耗痕迹的长度为宽度的四倍以

上，即可判定该痕迹为条痕，统计项目包括牙

齿颊面条痕的长度与方向。条痕在相对于牙

齿咬合面的水平位置下包括四种不同的方

向，垂直方向（vertical）、近中咬合面至远中牙

颈方向（mesio-occlusal to distocervical），远中

咬 合面至 近 中 牙 颈 方 向 （disto-occlusal to
mesiocervical），水平方向（horizontal）。以右侧

下颌牙齿为例，条痕的方向可用如下数值区

分，详见图一[7]。观察视野内的所有条痕的长

度和方向都列入统计范畴，所有数据都经过

标准化处理并去除异常值。

三、结果与讨论

13例牙齿标本上共观察到条痕183条（图

二），经统计可计算出曾侯乙及随葬个体牙齿

颊面水平方向条痕平均长度/垂直方向条痕平

均长度的比值（LH/LV），详见表一。从表中结

果分析来看，全部个体的LH/LV比值范围为

52.8%~73.8%，平均值为64.8%。东主棺曾侯乙

2例牙齿标本颊面的LH/LV比值分别为52.8%、
55.9%；东椁室5例随葬个体牙齿标本颊面的

LH/LV比值范围为58.0%~65.3%；西椁室6例

随葬个体牙齿标本颊面LH/LV比值范围为

67.3%~73.8%。
水平条痕长度与垂直条痕的长度比在不

同生活方式、食物结构的人群间差异明显，动

物性食物摄入比例较高的人群往往有着较低

的LH/LV比值，而植物性食物摄入比例较高的

人群则有着较高的LH/LV比值[8]。为了进一步

地了解曾侯乙墓出土个体的食物结构，根据

Lalueza等人运用牙齿颊面微磨耗痕迹研究方

法对当代人群的研究，我们选择10组不同地

区、不同生计方式、不同食物结构的现代土著

人群的牙齿微磨耗数据作为对比组[9]，探讨曾

侯乙墓出土个体的食物结构。
对比组人群包括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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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出土人骨牙齿颊面

微磨耗痕迹研究样本统计表

表一

标本号 性别 年龄 牙齿 LH/LV比值

东主棺 男 42- 45 LM1、LM2 52.8%、55.9%
E2 女 26± RM1 62.7%
E3 女 24± RM1 63.0%
E4 女 19± LM1 58.0%
E5 女 25± LM1 65.3%
E6 女 22± RM1 59.6%
W2 女 23± LM1 70.4%
W3 女 15± RM1 73.4%
W9 女 21± RM1 71.1%
W10 女 13± LM2 73.8%
W12 女 24± RM1 67.3%
W13 女 23± RM1 68.8%

表二 现代土著人群牙齿颊面微磨耗条痕

水平长度/垂直长度比值

人群 样本量 LH/LV 生计方式

印度人（Hindu） 20 139.34% 农业

维达人（Veddahs） 9 95.78% 采集狩猎
（热带丛林）安达曼人（Andamanese） 18 82.39%

布须曼人（Bushmen） 15 73.59%
狩猎采集

（干旱或半干旱
丛林）

塔斯马尼亚人（Tasmanians） 11 81.86%

澳洲土著（Australian Aborigines） 18 73.67%

智利土著（Fueguians） 20 66.98%

狩猎
因纽特人（Inuit） 20 60.71%

温哥华岛土著（Vancouver Islanders） 17 68.46%

拉普兰人（Lapps） 5 64.40%

图二 三维显微显示下东主棺曾侯乙LM1颊侧微磨耗观测图

方式的印度人 （Hindu）；生活在热带丛林地

区、以采集狩猎为主要生计方式的维达人

（Veddahs）和安达曼人（Andamanese）；生活在

中高纬度地区、以肉类食物为主智利土著

（Fueguians）、因纽特人（Inuit）、温哥华岛土著

（Vancouver Islanders）、拉普兰人（Lapps）以及

生活在干旱或半干旱环境中、以狩猎采集为

主要生计方式的塔斯马尼亚人（Tasmanians）、
澳洲土著（Australian Aborigines）和布须曼人

（Bushmen），具体数值见表二。根据人类学、民
族学的研究，这些土著人群至迟在样本采集

的19世纪中期依然保留着较为原始的生计方

式，其食物的获取方式较为单一，更多受到自

然环境的制约，而非人为技术的影响，较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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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个体LH/LV比值分布散点图

反映了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作用下，人类为适

应自然而形成的不同食物结构与牙齿微磨耗

形态的关系[10]。
对曾侯乙墓出土13例个体LH/LV比值的

散点图（图三）分析显示，该组人群牙齿微磨

耗LH/LV平均比值落在以肉类食物为主的4组

人群的数值范围内，与拉普兰人最为接近。拉
普兰人生活在芬兰、挪威和俄罗斯的高纬度

地区，以驯鹿为主要食物来源[11]。曾侯乙墓出

土人骨牙齿颊面的LH/LV比值与以狩猎为主

要生计方式的肉食性拉普兰人较为接近，说

明曾侯乙墓中13例个体的食物结构中可能包

括了较高的肉食摄入。
曾国地处南方汉水流域的随枣走廊，其

疆域内分布着大洪山、桐柏山、漳河、滚水、涢
水等众多山川水系，气候温暖、山林繁密、河
湖密集，为古代连接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东

部的重要地理单元，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

这一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物产[12]。从
考古资料来看，曾侯乙墓出土猪、羊、牛、雁

（灰雁和黑雁）、鸡、鲫和鳙等各类动物7种，分

为鸟、兽、鱼三类，分盛于升鼎、盖鼎、镬鼎、铜
甑、铜鬲等18件容器中，其中2件铜镬鼎均盛

有牛多个部位的骨骼；升鼎9件，其中6件内存

有牛、羊、猪、鱼、鸡等动物

骨骼；6件盖鼎内盛有牛、
猪、雁等动物骨骼，此外，

甗内盛有牛骨，鬲内盛有

猪骨，2件铜食具盒则分别

盛有乳猪和雁骨，累计随

葬动物性食材来源于5头

猪、3只羊（成体羊1只、20~
25公斤半成体1只、5公斤

羔羊1只）、3头牛 （50~100
公斤者2只，50公斤左右1
只）、5只雁、1只鸡以及23
尾鲫鱼和4尾鳙鱼 [13]，反映

了曾国丰富的物产资源和

王室贵族多肉食的饮食特

点。曾国历史在文献中鲜

有记载，但其在地理位置上毗邻于楚国，在文

化上也同属于楚文化的范畴[14]，楚国文献记载

可以大致反映出曾国贵族的饮食结构特点。
楚国贵族的饮食品种丰富多样、肉食种类极

多，《楚辞·大招》及《楚辞·招魂》中即有“内鸧

鸽鹄，味豺羹只”、“鲜蠵甘鸡，和楚酪只”、“炙

鸹烝凫，煔鹑敶只”、“肥牛之腱，臑若芳些”、
“胹鳖炮羔，有柘浆些”等记载，共涉及家畜、
家禽、野味、水产品等多达22种的肉食，规模

远远超出了《周礼》中所举周王享用的“六

牲”，可见荆楚地区高等级贵族的饮食不仅十

分丰盛，且极好肉食[15]，印证了牙齿微磨耗反

映出的肉食摄入比例较高的分析结果。
从图四、图五中，我们发现东主棺曾侯乙

及放置在东椁室、西椁室内的陪葬个体在牙

齿微磨耗痕迹形态上存在一定差异。为了理

清食物结构的等级差异，我们进一步根据观

测数据制作了比值分布图（图六）。如图所示，

LH/LV比值在东主棺曾侯乙、东椁室陪葬个

体、西椁室陪葬个体序列上呈上升趋势。曾侯

乙有着最低的LH/LV值，显示其肉类摄入量最

高；东椁室陪葬棺内5例个体的LH/LV比值变

化范围及平均值介于墓主人与西椁室个体标

本之间，有着相对较高的肉类摄入比例；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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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东主棺、东椁室、西椁室个体LM1颊侧微磨耗痕迹平面对比图

图五 东主棺、东椁室、西椁室个体LM1颊侧微磨耗痕迹三维对比图

图六 东主棺、东椁室、西椁室个体LH/LV比值分布图

椁室陪葬棺内6例个体的LH/
LV比值最高，反映其在三组

个体中有着相对较低的肉食

摄入比例。考古学研究认为，

东椁室内的女性个体身份等

级较高，其棺椁以弧形棺为

多，饰以鱼鳞纹、勾连龙纹与

云纹，她们都已成年且与墓

主人处于同一椁室，生前可

能与墓主人关系更为紧密，

推测应为侍妾；而西椁室内

的13具女性个体平均年龄偏

小，身高偏矮，在棺椁形制上

区别于东椁室陪棺，以饰以

云纹、綯纹的方形棺为多，特

别是西椁室并列于专门放置礼乐器的中椁

室，推测其身份应为乐工[16]。东主棺内的墓主

人曾侯乙作为国君，有着最高的食物等级，其

中必然包含更多的肉类食物，因此在牙齿微

磨耗痕迹上表现出最低的LH/LV比值，反映出

其较高的肉食摄入比例；东椁室内陪葬的女

性个体，作为国君的近侍，因其身份为地位较

高也享有较高的食物等级，摄入肉食较多而

表现出较低的LH/LV比值；而单独放置于西椁

室的女性个体作为身份地位较低的乐工，食

物等级最低，肉食摄入最少，因而在牙齿微磨

耗痕迹上表现出最高的LH/LV比值。身份等级

的差异恰好与牙齿微磨耗研究结果所反映的

肉食摄入比例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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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曾侯乙墓出土人骨标本是战国时期南方

地区重要的研究资料，本文通过对其中牙齿

标本进行微磨耗观察与分析，重建了该时期

荆楚地区高等级贵族的食物结构，拓展了体

质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为我们从多角度构建

古代居民的食物结构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主要结论如下：

1. 通过对13例样本的牙齿颊面条痕磨耗

痕迹进行观察、统计，推算出其水平方向条痕

平均长度/垂直方向条痕平均长度的平均比值

为64.8%。该数值与以狩猎经济为生业方式的

肉食类人群较为相近，推测曾侯乙墓出土个

体的食物结构中有着较高比例的肉类食物摄

入，与文献记载和动物考古学研究结果一致。
2． 通过对不同样本区域的个体平均值进

行差异性统计分析，东主棺曾侯乙有着最低

的LH/LV比值，肉食摄入比例最高；东椁室陪

葬个体有着相对较低的LH/LV比值，肉食摄入

比例较高；西椁室陪葬个体有着最高的LH/LV
比值，肉食摄入比例最低，印证了此前对于

东、西椁室陪葬女性身份角色的判断，表明不

同身份地位的个体在食物结构上存在一定的

等级差异。
3． 牙齿微磨耗痕迹研究作为体质人类学

研究的一项重要方法，通过对牙齿表面微磨

耗痕迹的观察与分析，为从多科学角度、运用

多种技术方法复原古代居民的饮食结构及生

计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推动了食物结

构重建的多元化进程，并为探讨人与自然的互

动模式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
*本文所使用的牙齿标本是由湖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周蜜研究员提供的， 得到国家

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曾侯乙墓出土人骨的综

合研究”（16BKG023）、 指南针计划专项项目

“中国古代人类骨骼遗存资源数据库建设及

共享”项目资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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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al Microwear Analysis of the Human Remains from Marquis Yi of Zeng Tomb
Zhang Qun, Zhou Mi, Zhang Quanchao

(Changchun, Jilin 130012) (Wuhan, Hubei 430077)
Abstract: The Marquis Yi of Zeng tomb, located in southern China, was thought to belong to the

King of the Zeng State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Dental microwear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mi-
croscopic scratches that formed on the tooth's surface as the result of chewing were used for this analy-
sis. Different microwear patterns on the buccal surface indicate different dietary compositions. In this
study, the scratches of the buccal surfaces were studied on molars from the marquis’ tomb. All 13 sam-
ples were observed under 200X magnification with electron 3D deep-field microscope. The length and
orientation of each scratch on the buccal surface indicated that the individuals of the tomb mainly in-
gested animal products. This result further supports the historical record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Zeng State’s dietary compositions. Furthermore, the different results showed between the individu-
als in different zones of the tomb indicates that there existed a hierarchic difference among the individu-
als in this tomb and others throughout the Zeng state.

Keywords: Marquis Yi of Zeng; dental microwear; electon microscope; dietary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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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Tang Dynasty “San le” Bronze Mirrors
Cui Yezhou (Jinan, Shandong 250002)

Abstract: The story of Confucius visiting Rong Qiqi and their discussion of the “three pleasures”
(san le) were the inspiration behind the Tang Dynasty’s “San le” morror motifs. This article gathered
various examples of these mirrors from collections an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to discuss their
chronology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It further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 of Rong Qiqi by analyzing
the content of these depictions in the archaeological context. Thus, examining Rong Qiqi’s position and
function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y tomb murals. How this image became a Tang bronze mirror
design will also be discuss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groups who used this kind of mirror and
show the values such mirrors reflected.

Keywords: Tang Dynasty; San le mirror; Rong Qi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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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f Ancient Chinese Kiln Types
Li Qinglin, Sun Ran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method in which clay and porcelain kilns are divided into
their various types according to previous research. The typologies can be established through these five
structural features: (1) according to the fire movements directed through the kiln interior; (2) according
to the outer form of the kiln furnace; (3) according to the relative position between the fuel chamber and
the kiln interior; (4) according to the shape of the flat surface in the kiln; (5) divided according to mode
of construction and specific use. The essay details these various ways of dividing kilns into types, thus
supplements and amends some of these methods.

Keywords: Ancient China; Pottery and porcelain kilns; typology

（上接第 114 页）

（上接第 89 页）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