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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家滩新发现玉猪三题

朱华东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摘 要：文章以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新发现的大型猪型石雕为题，着重谈了三个方面的问

题。首先考察猪雕的埋藏位置，在与玉器制造业同样发达的其他遗址对比后发现，目前为止

墓上放置石雕的方式是凌家滩遗址所独有；其次对放置“玉猪”的动因作出分析，认为与当时

的自然崇拜有关；最后将史前猪的雕塑做了归纳，认为以野猪为原型的石雕在史前被人们赋

予了比陶塑作品更深远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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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家滩第五次发掘业已告一段落，其中出土

的发掘者称之为“玉猪”的大型猪型石雕和编号

M23的大墓格外引人注目。这件石雕发现于祭坛

的顶部。其下正压着M23。石雕由一块透闪石雕

刻而成，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发掘者称此猪

雕为我国新石器时代发现个头最大、重量最重的

玉猪．堪称中国第一玉猪。[1l这件“玉猪”(图一)

利用石料的天然形状。雕刻手法粗犷、写意，其中

猪首刻画生动，突出表现了猪的吻部、鼻孔和獠

牙。同时眼睛和耳朵等细部也清晰可见。伸出的

一对獠牙和突耸的脊背表明，其原型为一野猪无

疑。本文围绕这件“玉猪”着重谈三方面的问题。

1埋葬位置的讨论

“玉猪”的位置较为特殊．正好压在M23这座

大墓之上，恰好位于墓葬的顶部，又打破了作为

祭祀中心的祭坛。其中M23长3．6、宽2．1米，墓

口距地表深0．9米，墓底距墓口深0．55米，出土

200余件玉石器．为墓地迄今为止规模最高的墓

葬。也是凌家滩遗址目前发现的最大、出土文物

最多的墓葬。发掘者认定的这座祭坛，位于凌家

滩墓地中心的最高处，面积约600平方米，中间

高四周低，平面为不规则圆角长方形。此次考古

人员还在附近找到了多个墓葬的墓121，并在祭坛

东面发现了一处与祭坛密切相关、建造技术相同

的石筑遗迹。从地层堆积可知“玉猪”与墓葬为同

一时期遗存，就是大墓的随葬品之一。石猪既在

墓口之上，同时也有机的融人了祭坛，成为两者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埋藏习俗较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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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与凌家滩遗址年代相近。并且玉器工业

同样发达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各遗址．尚未见

到与凌家滩相似的祭坛、大墓和大型石雕三位一

体的埋藏特征。如红山文化东山嘴祭坛．坐落于

一山梁正中缓平突起的台地上．基址内发现有小

型孕妇塑像和大型人物坐像。以及双龙首璜形玉

饰、号鸟形松石饰件等：牛河梁女神庙由一个多

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物构成．发现有人物塑

像、动物塑像、猪龙、陶制祭器等。牛河梁遗址以

祭坛上的女神庙为中心。周围发现了大型积石冢

群二十多处，均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

良渚文化大型墓地处于人工堆筑的高出地面的

熟土墩之上或自然山丘的顶部。形似“土筑金字

塔”，大型墓地与祭坛共存，顶部没有发现生活遗

迹和遗物。在良渚文化的瑶山祭坛。发现的12座

墓葬均打破土坛，建坛和埋葬时间应相隔不远，

可能出自同代人之手，越靠近土坛中心的位置，

墓葬的规模越大。随葬品也与祭坛有密切关系。

墓主可能是享有在祭坛进行祭祀活动或死后被

祭祀的特权首领。陶

从现有资料看。红山文化雕塑基本出自祭坛

之上的建筑物内，而墓葬中不见。良渚文化墓葬

中多琮、钺等玉礼器，但少见人型或动物型雕塑，

填土或墓口上也未出现与凌家滩M23类似的埋

藏现象。可见。根据目前资料看，在史前玉文化发

达的几个区域。墓口放置大型石雕的习俗是凌家

滩遗址所独有的。殷墟妇好墓冈椁室上方的填土

中发现的一件石雕牛．无论是体量还是埋葬位置

位置也于凌家滩玉猪有别，时间上也要晚很多。

不过这种埋葬习俗在凌家滩遗址内还是有

渊源可考的。1987年发掘的M4[41出土玉器近

百件，数量仅次于M23，位于祭坛南侧，属凌家

滩墓地早期阶段。与M23年代早晚关系尚不可

知。该墓发现了一件可以合二为一的玉质龟壳

由背甲和腹甲，内置玉版，约在墓主人腹部位

置。俞伟超【s】指认它们是卜卦器具。无独有偶。此

次M23的发掘。在墓主人腹部也发现两件类似器

物。此外M4也出现墓IZl放置大型石制品现象。

一件石钺就发现于该墓墓I：I正中，长34cm、宽

23em、厚3em、重4．25公斤。器型之大在史前极

为少见。这种习俗与两墓的墓主身份有密切关

系，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就现象本身来说，凌

家滩墓地高等级墓葬确实存在此种埋藏习俗。而

类似墓葬今后仍有可能发现。

2“玉猪”母题分析

上文对凌家滩高等级墓葬上放置大型石雕

(石器)的现象做了比较和阐述，但为何M23上摆

放猪型石雕?为何又是野猪的型像?

早在8000年前的河北磁山遗址就出现了驯

养的家猪。新石器时代，家猪主要分布在黄河中

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辽宁西南部、内蒙古

东南部和云南中部地区．甘肃东部地区也有不少

发现，此外青海、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发现。

这一时期猪的驯养情况基本遍及全国，目前为止

仅有黑龙江、吉林、海南、新疆、宁夏和贵州尚没

有发现。这些遗址集中的地区也正是考古文化集

中的地区，如渭水、汾水和黄河交汇处的仰韶文

化区、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区、浙江余姚的河姆

渡文化区、苏北和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区、辽西和

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区等，都是家猪驯养的集

中地区。161那么5000年前的凌家滩人驯养家猪

自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了，既然如此，猪雕型

像为何不取自家猪而代之以野猪?这势必与当地

人对野猪的崇拜有关。要考证这一点。恐怕要从

野猪本身的习性说起。

与许多肉食性猛兽有所不同的是。野猪为杂

食性群居动物。从食谱上看和现代的家猪没什么

两样。多的是野性和自由。人类的定居生活为野

猪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来源。村庄附近的五谷杂粮

也逃不了千系．一到夜里就“全家”出动到庄稼地

里觅食，喜欢边吃边糟蹋，被糟蹋的庄稼往往是

被其吃掉的几十倍，破坏力极大。人和野猪的冲

突恐怕就来源于此吧。就在现代这样的事件也是

屡见不鲜。其次野猪性情较为剽悍，报复性强。倘

若被激怒，人恐有生命之虞。野猪一般不轻易攻

击人类，但在“主权”收到威胁时，便会不惜代价

攻击人类，要知道野猪獠牙和爪子的厉害程度，

就不会小觑这种动物了。它的奔跑速度也较人快

的多。所以人一旦受野猪攻击，则势必处于劣

势。三是野猪繁殖力强，它的怀孕期只有4个

月，一胎就能生4—12头小仔，而且在繁殖旺盛期

的雌兽，一年竟然能生两胎。凌家滩位置特殊。遗

址就座落在巍峨的太湖山脚下，这种环境给野猪

生存提供了便利。而野猪的上述特性给凌家滩先

民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像。

在中国原始崇拜体系的形成中，自然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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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崇拜以及祖先崇拜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文

明的进展。又演化为天、地、祖先崇拜。随着原始

农业的发展．五六千年前的自然崇拜的对象开始

向力量型与能力型转变。7这种转变其根源还是

对农作物的自然崇拜。弗雷泽认为在原始人看

来，某种兽和鸟在谷物中出现一下，就足以代表

动物与谷物的神秘联系。谷精以一种动物形态藏

匿在谷物中。在收割最后一捆谷物时被捉住或被

杀掉。大家分享其血肉，被当作圣餐形式吃掉。嘲

世界各地原始民族也有过对野猪的敬仰阶段．印

度古书记载当为祈求胜利而奉献牺牲品时。那块

用以修建祭台的土地必须选用野猪打过滚的地

方，因为野猪已将其力量注入到那块土地中。阿

海安青墩墓191中出土似为驱邪灵物的野猪獠牙。

野猪与原始农业有着这样不可割裂的关系。它的

力量、繁殖力等提供给原始崇拜以大量题材。这

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史前的凌家滩人为何赋予野

猪以崇高的地位了．也就不难理解为何M23墓口

会出现这件大型石雕野猪了。

3史前猪型雕塑的讨论

原始时代的人类。由于无力与大自然相抗衡

而幻想能有一种超自然的神力来护佑他们：原始

的灵物崇拜，泛天信仰的观念，驱动着原始的艺

术家们借助他们本来浪漫无羁的艺术思维。㈣陶

塑无疑是最常见的作品了，由于取材容易，易于

塑型，因而始终是雕塑作品的主体。而石(玉)雕

直到铁器发明之前仍然少见，作品形象多为常见

家畜和小动物，虽形体简单，但特点鲜明。动态生

动。恐怕正是原始宗教的感召力才能促使艺术家

创造出这些少见的雕塑作品，尤其是体型较大的

石(玉)雕作品。

1 18

我国史前动物雕塑中以陶猪出土最多．出土

的地点也最广泛，年代可早到七八千年以前，造

型都脱离了野猪的形态，年代最早的要数北京市

平谷县上宅遗址出土的1件距今8000年陶塑猪

头，111]造型相当逼真，虽然猪的头部较为瘦长，但

还是具备家猪的特征。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

也出土了1件距今约7000年的陶猪，[hi猪头低

垂，猪嘴前拱，腹部下垂，作奔走状，长6．3、高4．5

厘米(图一)。湖北省天门市邓家湾石家河文化遗

址出土的陶猪1l造型更为生动．其造型膘肥体

圆，四肢直立却颇富动感(图二)。黑龙江莺歌岭

遗址出土的陶猪【121也是塑造的栩栩如生(图三)。

这些陶塑反映的基本都是家猪型像．而野猪陶塑

却很少见。不过在河姆渡遗址的一件陶钵【-3】上却

刻画了一只野猪的形象，吻部前凸，鬃毛直立。体

型瘦长(图四)。

石雕猪也在一些遗址有所发现。如丹东后洼

遗址先后出土了一件石雕猪，041扁平状，一面刻

出耳、眼、长嘴和向上翘起的獠牙，上颚有两鼻

孔，头顶上有一孔，长仅2．8厘米。山东省泗水县

尹家城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1件圆雕石猪。1111从

其头身的比例观察。应是家畜。

回到凌家滩“玉猪”上来。从选料上看。凌家

滩石猪首先是选好石材。特意挑选了这种透闪石

作为原料．利用石材的天然体型进行整体修整和

局部深加工，整体上更突出猪的头部，其中尤其

注意面部细节的刻画。而猪的后半部雕饰痕迹不

明显。猪的四肢、尾部也不见。这件被发掘者定为

“玉猪”的石雕其造型和早先发现的另一件小玉

猪非常相似(图五)，在颈部的处理上，工匠有意将

这一块凿磨减低，突出野猪高耸的背脊。两件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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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小相异，但造型上都侧重于写意，工匠无

意在整体细节上下工夫。这件小玉猪后有钻孔，

可能为配饰或悬挂物。

根据上述有关猪的艺术品材料，我们可做简

单归纳。史前猪的雕塑作品，其原型多取材于家

猪，表现形式为猪首或整猪，多为陶塑艺术品，石

雕较少见。基本为小型玉质塑像，以配饰居多，而

类似凌家滩“玉猪”这样的体量的石雕是非常罕

见的。相比而言，野猪型像雕塑较少，且多以石雕

形式出现．精美程度要远逊于陶塑。石雕往往采

用写意形式来变现，着重在几个重点部位用笔，

形象较为抽象。不如陶塑那么写实。抽象的造型

并不是技术落后造成的，实际上以凌家滩玉器的

制作水平看。要使石雕更加形象逼真也未必是件

难事。只需多花费些工时即可，能为之而不为之，

其中自有缘由。可见这种粗狂的、以野猪为原型

的石雕．在史前被人们赋予了比陶塑作品更深远

的内涵。

根据袁靖先生统计的数据【l习可知．6000年

前中国新石器各遗址家猪出土数量要远高于野

猪，在黄河中下游、黄淮、长江三角洲等处遗址中

猪骨骼基本为家猪，甚至未见野猪出土。那么对于

5000年前的凌家滩遗址来说，自然条件优越，社会

发展已经相当于酋邦社会。从大墓出土的大量石

锛、石凿等农具看，当时上层比较重视农业。可能

有时也亲躬农事，农产品的富余为饲养家畜提供

了先决条件。说明当时家猪的饲养肯定具有一定

的规模。M23出土的大“玉猪”为迄今史前各遗址

所罕见，其表现题材弃用家猪而选用野猪，足可见

当时凌家滩先人对野猪的信仰和崇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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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0N THE JADE PIG FOUND AT L矾GJIATAN SITE

ZHU Hua-dong

(History department，Anhui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39)

Abstract：The subject of the article，based on newly found jade pig in Lingjiatan Site，discusses on three areas：_First on its

special bufiM location．，comparing with similar sites，we find that it distributes to Lingjiatan Site for its stone sculptures located

on the tomb．Second，we conclude the further reason for this phenomenon，and think that it would connect with natural respect．

At last，summarizing tlIe pig—shaped sculptures in pre-history，we can learn that sculptures in a clay shape always show home-

raised pigs while stone shapes show different．

Key words：lingjiatan site；jade pig；burial location；natual 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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