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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星

引言

1998年5月，在安徽省繁昌县孙村镇癞痢

山，人字洞遗址被金昌柱、郑龙亭、徐繁等科考

工作者发现。这在中国乃至亚洲地区人类起源

与演化研究史上是一件大事，尤其在旧石器时

代考古学界。然而在该遗址发现与研究的前十

年，人字洞最重要的发现与成果——古人类的石

制品与骨制品，却在学术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学者纷纷表达不同的看法，肯定者的论述与否定

者的质疑频见报端，一时风生水起，在提升了对

早期人类起源、扩散与工具制作能力的关注度的

同时，也引起学界对相关研究理念、方法与能力

的担忧。近十年来，围绕人字洞遗址的争论几近

烟消云散，但问题并未得以彻底解决，而是被搁

置了起来，几乎成了一桩悬

案。在人字洞遗址发现20周

年之际，本人对人字洞遗址

文化遗存研究的历史做一简

略的回顾，并结合新的同类

研究成果提出浅陋的思考，

一则纪念这一重大的学术

事件，二则希望引起学界的

进一步重视，推动相关的学

术研究和学科发展向前迈

进一步。

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人字洞遗址之所以引

起关注，是因为发现了200

多万年前的人类文化遗

存——石制品与骨制品。在

国际学术界主流观点认定

人类起源于非洲、大约180

万年前才从非洲向欧亚大

陆扩散，而中国政府在上世

纪末设立国家“九五”攀登

专项，支持学者在中国境内

寻找距今180～400万年的古

人类遗存以解决东亚人类

人字洞遗址出土的部分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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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这一重大问题的背景下，这一发现自

然引起国内政府部门、学术界和国际学

者的高度关注，媒体出现很多报道和讨

论。

在2000年《人类学学报》第3期上，

张森水先生等发掘与研究的核心成员发

表首篇研究论文——“繁昌人字洞旧石器

遗址1998年发现的人工制品”，公布了对

该遗址首批出土的文化遗存的初步研究

结论。作者从516件“非灰岩质标本”中

遴选出59件“具有人工基本要素”的石

质标本做了描述，辨识出石核、石片、刮

削器、雕刻器等类型，提出这些石制品

由锤击法产生，具有转向打法特征；多

为小型者，原料以铁矿石为主，兼有硅质

泥岩、硅质灰岩等材料；类型简单，加工

粗糙；未见长距离搬运或急流碰撞的痕

迹。同时还记录了几件具有片疤的骨制

品，“表明人类早期工具原料组分的多

样性”。作者指出“对这批材料的处理存

在一定的难度……要掌握铁矿石的人工

痕迹各方面特征，必须加强这种‘不同

品质’材料的打击试验研究……开展对

石制品、骨制品的功能研究”。对于文化

遗存的年代，该文指出：“依共存的哺乳

动物化石，应归早更新世的早期，可能在

距今200多万年前”。

2009年，《安徽繁昌人字洞——早期

人类活动遗址》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

是有关该遗址全面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第三章“文化遗物研究”显系该书的核

心部分，由张森水先生领衔撰写（本人

虽然忝列作者，但并未参与实质性的研

究）。该章指出：“1998～2000年积存下

来的材料包括非灰岩质石制品以及从碎

骨中选出的骨和牙制品……非灰岩石质

标本初步估计要超过1000件，骨和牙制

品10余件”，并对这些标本做了较详细的

观测和描述，提供了较翔实的数据和资

料。

第四节对于石制品做了专门研究，记述的标本共174

件，包括初级产品和成品，用列表的形式对这批石制品做

了详细的观测统计，内容包括出土层位、原料、毛坯、加

工方式、长、宽、厚、重、台面角/石片角、侧刃角、端刃角

/尖刃角及数量与百分比。对于石制品的主要特征，除了

2000年文章已经提及的外，又增加一些新的论述：有些

原料产在距遗址数公里以外；石片与石核都缺乏相对稳

定的形态；雕刻器与钻器只有形态意义而无法判断其功

能；对石器刃角的加工控制能力差；存在一定数量的使用

石片；石器制作技术属于模式I，即不规范的原始技术。

该章描述了12件骨制品，其中6件被定为骨器，包括

尖刃器、边刃器和双端刃器，其修理方式有三种：向骨腔

壁、错向和复向，“修理工作清楚”。还描述了5件象牙制

品，类型包括“牙片、核和工具”。作者观察到出土的动物

碎骨常见啮齿类咬痕，还有小型食肉动物的咬痕、化学

腐蚀、风化痕迹等，并指出：“碎骨能提供古人类许多信

人字洞遗址出土的部分骨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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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至今未能对它进行系统研究”。

对于遗址的时代，该书的表述是：“其地质

时代为早更新世早期（可能为距今200～240万年

前）”。2006年，人字洞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

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之一，标志着其性质、价值

与意义得到文物考古界和官方的认可。

硝烟弥漫的争论

然而，人字洞遗址的文化遗存在发现伊始就

存在质疑与争论，讨论激烈，正反方意见针锋相

对，一时学场上硝烟弥漫。

2000年1月26日，吕遵谔先生在《中国文物

报》上发表“寻找人类祖先以及文化问题的几点

认识”一文，对人字洞石制品的人工属性提出质

疑：以铁矿石为主要原料的石制品在旧石器时代

遗址中前所未见；铁矿石沉重、坚硬、尺寸小，很

难打下石片；骨片上有大型动物的咬痕，人工打

击痕迹不清；一件大型食草动物的下颌骨从联

合处一分为二，一侧有片疤，似为从高处坠落碰

破所致，非人工制品。2000年2月16日，陈淳先生

在《中国文物报》上撰文讨论人字洞的“文化遗

存”问题，也对用铁矿石作为打制石器的原料加

以质疑：“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用铁矿石作

为原料的史前石工业还没有听说过”，并对鉴定

这批石制品的方法和标准提出疑问：“繁昌旧石

器的判定仍然是传统的疤痕鉴定，即一件石头上

发现两到三个以上连续的破碎疤，就被有人认为

是加工的可能。但是，自然力也会造成类似的假

象”。卫奇先生在《文物春秋》2000年第二期上

发表“中国早更新世旧石器”一文，同样对人字

洞的“文化遗存”持质疑和否定的观点，认为“人

字洞的发现明显想象多于实际”，因为人字洞的

石质标本的人工痕迹非常不清楚，许多动物骨骼

埋藏有序，无人类肢解迹象，观察不到人工切割

痕迹，而且这样早的人类遗存在东方出现有违

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共识。

对于上述疑问与否定，韩立刚先生与郑龙

亭先生分别于2000年6月7日和2000年12月6日在

《中国文物报》上做出了回应。他们从文化遗存

出土的地层和埋藏学角度给出了更多的信息与

解释，指出用铁矿石制作石器并非首次发现，并

列举了一些国外学者参观遗址、观察标本后所发

表的意见作为佐证，说明该遗址出土的文化遗存

的人工性质是明确可信的。2008年，纪念人字洞

遗址发现十周年国际古人类学术研讨会在繁昌

召开，更多的国内外学者考察了遗址，观看了出

土标本，对该遗址的学术意义与研究价值各抒己

见。在此之后，对该遗址的研究和讨论进入了一

个相对沉寂期，如同火山休眠。

围绕人字洞“文化遗存”的上述讨论是正常

的，对于推动相关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对这批

材料存在不同意见，学术界难以达成共识，是有

多方面原因的。其一，对早期人类文化遗存的辨

识具有高度挑战性。当人类技术处于十分原始

的状态，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十分低下，所生产的

工具、用具与自然造物的界限在很多时候难以分

辨。这种现象不唯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

存在，“曙石器”问题仍在一定程度上无解；其

二，该遗址发掘本身存在局限。人字洞原先的结

构已被破坏，是洞穴还是裂隙存在争议。残留的

地层堆积可供发掘与研究的空间有限，所能揭

示的现象和出土的遗物残缺不全，很难提供完

整的证据链；其三，对遗址的埋藏学和动物考古

学研究尚未展开。在石制品和骨牙制品本身的人

工属性被质疑的情况下，这方面的研究缺失无法

提供遗址性质和人类行为的辅助性信息；其四，

目前人类在非洲起源的时间已经被推前到距今

600～700万年，200万年前的人类遗存基本出自

非洲，古人群在距今180～200万年间才从非洲向

外扩散对多数学人来说是定论，超出此时限的人

类遗存在非洲之外被发现，很难被接受。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初始阶段人类工具与用具的辨识是个世界

性难题。除了当时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其

作品难以与自然的产物做有效的区隔外，近来的

研究表明，其他动物，尤其是非人灵长类，也能

在某种程度上制作和使用工具，这就更增添了问

题的复杂性。

2016年，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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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引起有关人类工具的特质、如何区分人工与

非人工“石制品”的讨论。巴西卡皮瓦拉山国家

公园的野生卷尾猴被观察到随性敲打石头的行

为，偶然打击出有一定形态规律、具有贝壳状断

口、边缘锋利的石片和碎块，与人类的石制品有

类似之处。作者据此提醒：猿猴类可能具备类似

石器制作的能力，虽然他们的作品是无意间创造

出来的；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石制品”也许并非

都是人类的产物，据此做出的有关人类行为、技

术、工具功能等的推断需要慎重。　

科特迪瓦4300年前黑猩猩砸击坚果留下的

“石制品”和相关遗迹，为研究非人灵长类与人

类行为结果的异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考古学家

用规范的田野考古方法对这处黑猩猩生活过的

地点做了发掘、测年和分析。共206块“石制品”

被发现和研究。这些“石制品”集中分布在三个

区域，是当初砸击坚果的现场。从破裂特征观

察，他们使用的花岗岩石块（片）基本不具备贝

壳状断口，而少量石英类石块（片）具有曲面、波

纹和贝壳状破裂特点。研究表明，这些石头是黑

猩猩从别处搬来，用投击方式砸击大型坚果所

遗留下来的。这说明黑猩猩和人类在行为上具有

一定的相似性，包括将石头搬到特定地点，根据

需求对石头做选择，重复利用一些地点而使“石

制品”有集中分布的区域，有特定的制作与活动

区域，使用附近易于得到的石头等。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会造出一些足以以假乱

真的假石器，学术上称之为“曙石器”。这些自

然营力包括地层的挤压错动，河流的搬运碰撞，

高处石头的滚落撞击，冰川作用，风化破碎，动

物的践踏等。人类一些非制造工具的活动，尤其

是机械的碾压作用，也会产生一些形似石器的碎

巴西卷尾猴敲砸石块产生的“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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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于肯尼亚330万年前的石制品

石。中国旧石器考古之父裴文中先生在20世纪30

年代便对曙石器问题做过专门的论述，一些曾经

引人关注的“考古遗址”的“石器”后来被证明

是自然所为。必须承认，人类初期的一些石器，

无论是对自然石片的短时使用还是对石块进行

过零星的加工，乃至在更晚时期人们为某种需求

而临时使用或简单加工的石器，与自然碎裂、破

损的石头和其他动物制作与使用的“石器”在一

些情况下是难以区分的，因为石头破碎的机理是

一致的，在没有经过一定程序的加工、留下具有

规律性痕迹的情况下，任何人的经验性判断都可

能失之偏颇。

那么人类最早的石器是什么样子的？目前

发现最早的石器来自肯尼亚西土卡纳地区的

Lomekwi  3的遗址，年代被测定为距今330万年

左右。2011～2012年，考古学家在该遗址的地表

和地层中采集、发掘出149件石制品，类型包括

石核、石片、石砧、石锤、断块与碎片等。主要原

材料是包括玄武岩和响岩在内的当地可以找见

的大型火山岩砾石或岩块。大多数石核只在一

个台面和一个工作面上剥片，留下相邻或叠压的

向一个方向延伸的片疤。从石核上的痕迹判断，

打片时经常出现石片折断，表明有的剥片尝试并

不成功。模拟实验表明，该遗址的石器制造者使

用了类似碰砧和砸击的方法剥离石片。石片和断

片、裂片上清晰、具有重复性的形态特征清楚表

明它们是从石核上被有意剥离下来的。研究者针

对这批石制品发明了“Lomekwian Technology”
一词，认为其技术与产品介于黑猩猩等用砾石砸

击坚果、敲打石头和后期人类剥制石片、加工工

具的中间状态，显示其技术的原始性、随意性和

操控能力的低下，但当时人类对石料的选择、对

石头破裂特性的认知和为某种用途而制作的意

图已经显现。

沉寂后的思考

对其他动物的“石制品”及自然力产生的曙

石器和目前人类最早的石制品的对比研究表明，

即使最初级阶段的人类石制品，与其他非人类的

石质产品也有明确的差别：人类对石器原料具有

4300年前黑猩猩砸击坚果留下的“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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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选择性，只有硬度、质地、大小、形态

和受力破裂状态适宜的石材才会被使用，而

非人工制品所依附的材料则往往缺乏这种选

择性；人类以特定、相对复杂的方式对石料

做改造和加工，主要是碰砧法、砸击法和锤

击法，而其他动物对石头的改造则简单的多，

主要是敲砸；人类对石头的加工和使用只在

特定部位留下痕迹，而非人工制品上的破损

痕迹多是散漫、随机的；人类剥片和加工具

有一定的方向性，而动物的敲砸和自然的破

碎大多方向不定；人类的打片、加工痕迹具有

关联性，或叠压、或平行、或相邻成组出现，

而非人工制品上的破损痕迹多杂乱无章；人

类的工具会因为特定需求而被修理出锋尖利

刃，使用后在尖或刃上会出现破损或磨圆，而

非人工制品往往缺乏这样的特定功能部位或

形态。

当然，上述人工与非人工“石制品”的区

别特征具体到某些标本或某批材料，可能并

非一目了然，黑白立现。特殊的、难以判断的

情况总会出现。在缺乏像手斧、盘状石核、莫

斯特刮削器这样人工属性确凿无疑的标本的

情况下，不能把目光局限在少量疑似标本上，

仅凭经验与主观臆测做出解读和判断；对于

标本组合总体特征的观察和与其他信息共同

构建可相互支持的证据链，会使我们得出更

全面、更客观准确的认识。

就对人字洞文化遗存的争议而言，近些

年不断报道在非洲之外超过200万年的考古

发现，包括最近热炒的陕西蓝田上陈地点发

现的可能为212万年前的早期人类石制品，会

使对人字洞这样古老的地层中埋藏早期人类

活动证据的质疑有所减弱。问题还在“文化

遗存”本身。用铁矿石作为加工石器的原料不

构成质疑这批材料人工属性的前提，笔者曾

经对从遗址附近地下开采出来的铁矿砾石做

打片和加工实验，制成一件规整的手斧，用这

种原料进行更简单的剥片和加工当更不在话

下。毋庸讳言，从该遗址发掘出土的疑似石制

品与骨牙制品大多处于似是而非的状态，尤其缺乏

具有明确的打片阶段或技术特征的标本；少数片状

标本上连续的疤痕被解读为人类的加工似乎更加合

理，但该组合中缺乏具有一锤定音效力的标本和特

征，这将使相关争议无法轻易消弭。

在没有新的标本进入研究视野的情况下，解决

“文化遗存”性质这一问题的出路应该是超越这些

“文化遗存”本身。通过微形态分析等现代科技方

法分析出土“文化遗存”地层的成因，通过埋藏学研

究复原地层包含物的来源和埋藏过程与机理，用动

物考古学理念与方法观察动物上可能的人类痕迹，

根据动物种类、死亡年龄、骨骼破碎状态和部位分

布来判断人类、肉食动物、啮齿动物和其他自然营

力对这批动物化石搬运、埋藏、改造的作用，进而判

断人类是否曾经在该遗址生活过，都会为人字洞遗

址“文化遗存”的证实与证伪提供证据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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