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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境内，根据测定，遗址的年代距今约5300年

左右。凌家滩遗址的总面积约60万平方米，墓地面积现存约14000平方米，经

1987、1998、2000、2007年以来5次发掘，其中前3次发掘了大约2150平方米、

后两次为小规模发掘，约750平方米。前三次的发掘，共发现了44座墓葬以及

1座祭坛、3座祭祀坑和4个积石圈等遗迹，其中，44座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随

葬品，主要以玉器为主。后两次的发掘，主要以墓葬遗迹为主，共发现了24座

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尤以第5次发掘的07M23墓葬具有重大

意义，随葬的玉器、石器、陶器等多达330件，包括有组合成套的玉龟形器、玉

签等占卜工具，在填土的上方还发现了l件大型玉猪形器，这些发现都填补了许

多学术空白。本文主要以凌家滩遗址的前三次发掘成果为研究内容。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制作精美，种类繁多，有些玉

器的形制非常奇特，其文化内涵相当丰富。本文尝试以人体装饰品立意，通过运

用考古类型学、地层学以及综合统计分析方法，全面的考察了凌家滩遗址出土的

人体装饰品的种类、功用等，以此分析凌家滩人的文明进程。

人体装饰品是指附着于人体或衣装之上，代表了一定的审美情趣或礼仪规

范的修身饰品。在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众多玉器中，包含了种类丰富的装身饰品，

有璜、块、镯、环、璧、管、冠状饰、梳背等，通过佩带方式的不同，分为套体

类、穿体类以及佩戴类。其中，套体类的饰品发达。凌家滩时期人体装饰以颈部、

腕部为主，经历了一个由璜装饰为主到以圆形器即镯、环、璧等的变化过程。结

合墓葬中其他随葬物的种类，以微窥大，透过凌家滩人对于人体装饰品的组合选

用，以及人体装饰品的类别数量的增减，试着探讨凌家滩时期的社会结构的分层、

· 社会成员间的地位变化以及凌家滩人的兴衰起落，试图寻找这段曾经遗失在这片

江淮大地上的史前文明。

关键字：凌家滩；玉器；人体装饰品；文明



Abstract

The Lingjiatan Site locates in Hanshan County,Anhui Province．According to

the C14 Dating，the Site of the era has been about 5300 years until now．The total area

of the Lingi iatan Site are at about 600 thousand square meters，There are

approximately fourteen thousand square meters area of existing cemeteries，after five

times of excavating since the year of 1 987，1 998，2000，2007，the first three times

excavation approximately 2，1 50 square meters，the last two times were just

small-scale excavations，about 750 square meters．44 burials and one Altar,3

sacrificial pits．and 4 stone rings，etc．，were found in the excavation of the first three

excavations，of which 44 burials unearthed a large number of funeral objects，mainly

were jade ware．The last two excavations were mainly burial traces，24 burials were

discovered．unearthed a large number of exquisite jade，of which．especially in the 5th

excavation of the 07M23 burial means great significance，funerary jade，stone

implements，pottery,etc．up to 330 pieces of items，including a combination of jade

tortoise in set．jade chop，divination tool，a large jade pig—shaped were also found at

the top of the filling soil place。these findings filled much blank of the academic field．

The first three excavation results of Lingiiatan site are mainly for the study content in

thiS article

Jade unearthed in the Lingjiatan Site are not only at a big quantity,but

beautifully produced in a wide range of categories．Some of them are very peculiar；it

tells very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Lingjiatan

civilization process through body adornment conception，the using of archaeological

typology,stratigraphy and comprehens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as well a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including category and function on unearthed body decorations

of the Lingiiatan Site．

Body adornments are aaached to the top of the body or clothes，which stands

for a certain aesthetic taste or etiquette norms of self-cultivation．Among those big

number ofjade products unearthed in the Lingjiatan site，it contains huang璜．1ue块，

bracelet镯、huan环j bi璧，jade tube管．jade hat omament冠状饰．comb backs梳背

and SO on，from the different wearing way,it is divided into pull—on type，

]



going。through body type and wearing type．Among them，the pull-on type jewelry

was highly developed．During the Lingiiatan period，body adornments were mostly

for the neck，wrist，and had gone through the change process of from decorative

majority huang璜tO circular device圆形器that is，bracelets镯，huan if,bi璧．

Combination of other types of funeral objects in those burials．1arge micro．glimpse，

through the Lingj iatan body adornments，a combination of selection，as well as body

decorations category quantity increase or decrease，trying to discover the social

structure stratification and the change in the status of society members and Lingj iatan

people rise or fall．trying to look for this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s once lost in this

piece of earth．

Key words：Lingjiatan；Jade；Body Adornments；Civil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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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第一章引言

第一节人体装饰品研究的缘起

人类最早究竟是采取什么样的物质来遮蔽身体的，目前虽然没有直接的出

土实物证据显示，但一种合理的推断是早期人类有可能出于保暖御寒或羞耻心等

对自身的身体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装备遮掩。中国自有文字史以来，便注重于对服

装服饰的记载研究，有关服饰史方面的材料异乎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的多与备

详。从成书较早的《周礼》《仪礼》，都能找到相当详细的相关记载，至汉代史书，

关于服饰史方面的记述己成中国史书定制，有专门的章节如《舆服志》、《车服志》

等进行记载。而历代的典章制度的专书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类书

汇编《古今图书集成》、《太平御览》、《渊鉴类函》等也有相应记述，至于其它方

面的风俗名物通俗等与服饰相关的记述更是不计其数。

而人体装饰品几乎与人类的服装有着近乎相同漫长的发展史。早在距今约

15000年以前，～些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便多有人体装饰品的发现，如北京周口

店山顶洞遗址中就出土过7件穿孔石珠，发现时位于女性青年的头骨附近，应是

串成串饰装饰颈部使用的。

那么什么是人体装饰品呢?《说文》里释“装"字，裹也。“饰”字，．1；汉也。

J；双与“橡”互释。《说文解字注》【l】中对“．Il双”和“橡”都有详细的注释，其中

提到“颜注，橡饰，盛饰也。一日首饰，在两耳后，刻镂而为之。《广韵》日：

橡，未笄冠者之首饰也。《玉篇》日：首饰也。”因此，所谓人体装饰品，从广泛

的意义上说，只要不是人体自身组织，但凡人类用于遮蔽身体、修饰仪容的物品

皆可称之为人体的装饰品。但随着汉语词义的不断演化与丰富，现在大多以服装

专义于人体的裹身之物，而装饰品则更趋于人体的修身饰品，因而，从狭义上来

说，人体装饰品可界定为附着于人体或衣装之上，代表了一定的审美情趣或礼仪

规范的修身饰品。本文即取其狭义范围内的定义。

第二节人体装饰品研究的现状

我国对于服饰史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

究》【2】，正如黄裳先生所评论的，这是一本开山之作。书中以无文字记载史的旧

石器时代为开篇，由古书典籍的记载引出有关服装产生的可能式样，接着引用考



凌家滩人体装饰品

古取得的第一手实物资料阐述了人类服饰的产生最早可以推到旧石器时期，在山

顶洞遗址出土的磨制骨针与一百四十一件装饰品，对山顶洞人的服装与装饰品做

了基于实物基础上的探讨，并结合民族学的相关知识，对于山顶洞人制作皮革的

技术做了合理推测，而除却对山顶洞人可能的服装做了探讨，对于从由服装诞生

以来便与之密切相关的装饰品，由于有了实物的留存，则更易一窥其貌。沈从文

先生的这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正是从这一角度入手的，即装饰品始终与服装

息息相关，实物资料始终与典籍记载密切结合。此后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服饰

史的研究工作呈现了全面繁盛的时期，研究视角既有从服装通史的角度，也有从

制度、文化、哲学等角度出发，亦有从微观角度细化具体至某一年代、某一种类

的服饰的专业研究，也出版了有关中国服饰方面的专门辞书类的书籍。

对服饰进行通史研究的，自沈从文先生首开先河，1984年，周锡保先生基

于戏剧服装研究的需要，也写了一本《中国古代服饰史》13]，1994年作为高校服

装设计专业的教材，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共同组织编写了

《中国历代服饰史》【41。1998年黄能福、陈娟娟等合著了《中国服饰史》【5】，明

确地把服装与服饰进行了分篇阐述，但惜于简略，未能就饰品方面引入更多的实

证材料作深入探讨，但两人另外合著的《服饰志》16】，则对人体装饰品作了更细

致的研究工作，按照装饰人体部位的不同，分别划分了发饰、耳饰、颈饰、佩饰、

臂饰、手饰、带钩、额箍、冠饰等。

除了专著方面的研究，在人体装饰品方面也有众多国内外学者就饰品中的

某一类别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工作，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论文。最早日本的原

田淑人曹发表过《关于中国耳踏的两三个问题》[7J(0，中国耳瑶忙弱寸否二三D

髑题卫)，钓罔敏子也曾发表过一系列关于中国方面人体装饰品的研究论文，例如

《古代中国的服饰——新石器时代的腕环(其一)仰韶、龙山期》8，古代中国∞

服饰一新石器畴代。腕瑷(乇刃1)一仰韶、蘸山期c0)、《古代中国的服饰——

新石器时代的腕环(其二)周边文化——大溪、河姆渡期》(8，古代中国a)服筋一

新石器畴代。腕瑗(圣a)2)周迈文化一大溪、河姆渡期c8)、《中国新石器时代

的笄》(8，中国新石器畴代a)笄‘8)等。台湾的那志良先生是研究古代玉器方面的

专家，也曾就古代的人体装饰品方面发表过一系列的研究论文，如《颈饰——古

玉介绍之二十二》、《臂饰与手饰》、《佩饰玉中的头饰》、《玉耳饰——古玉介绍之

三十二》等。此外还有其他的台湾学者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其中有邓淑萍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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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有就饰品某一类别作深入探讨的研究性论文，例如李永宽、霍巍发表的

《我国史前时期的人体装饰品》、陈伟明的《新石器时代华南人体装饰文化试探》、

华梅的《细说耳饰》、陈娟娟的《中国古代的颈部饰物》、星杰的《绿豆穿耳与玉

块的佩戴》等。

到了近期，关于史前人体装饰品的问题终于渐渐提至同程，有学者开始尝

试把装饰品从服装研究的工作中剥离，进行了单独的研究，例如秦小丽博士完成

的《中国古代装饰品研究》【8l的专著。

第三节凌家滩人体装饰品研究的选题与意义

一、凌家滩遗址概况

凌家滩遗址位于中国安徽省境内长江北岸、巢湖以东的巢湖市含山县铜闸

镇西南部。遗址所在地范围涉及铜闸镇长岗行政村所属的凌家滩村、贾庄村、吴

庄村三个自然村。北距太湖山5公里，南部直接于裕溪河后河河滩地相连，其地

理坐标为北纬3l。29’，东经118。2 7。遗址北部所处的最高海拔高度约20米，

南部所处的滩地海拔高度约7米，总面积60多万平方米。

凌家滩遗址所在的含山县地处北纬度区，属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四

季分明，雨量适中，但夏多冬少，分配不均。日照多，无霜期长(220天左右)，

光、热、水等气候资源丰富。县内年平均气温在15．6"C，年平均气温高低差2．2

℃，年内月平均气温变化大，1月最低气温2．4"C，7月最高气温为38．8"C。凌家

滩村坐落在遗址上，因而命名为凌家滩遗址。

凌家滩的墓葬区位于凌家滩遗址北部的高岗平台上，在墓地中部，有一条

东西向沟把墓地分为南北两部分，因此发掘者顺地势把墓地分为南墓地和北墓

地。1987、1998年的三次发掘，皆集中于南墓地，共发掘有墓葬44座，墓葬主

要分布在墓地南部、中部和西部，重要的大墓均分布在墓地南部边缘，均为长方

形竖穴土坑墓。除87M7、98M8、98M25、98M32墓坑为东西向外，其余均为南

北向。墓葬内的葬具、人骨不见。墓葬从南到北分为8排，重玉礼器大墓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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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和第二排，主要分布在墓地中部中轴线东西两边；东西向排列，且紧挨祭

坛南边；均开口在③层下，打破生土。其中87M4、87M15、98M16、98M29四

墓出土的玉器无论数量与品种方面，都显示了墓主人生前应处于较高的社会地

位。

除了墓葬区外，凌家滩遗址还发现祭坛、祭祀坑和积石圈。凌家滩祭坛面

积约1200平方米，位于遗址的最高处，祭坛自上而下可分三层，最下层(第③

层)为纯净细腻的黄斑土；之上的第②层是用一种灰白色、黏性较强的黏合剂将

大量的小石子搅拌铺设而成的；最上层用小鹅卵石、小碎石子加黏土铺设而成。

整个祭坛的中心区域堆积较厚，四周堆积较薄。祭祀坑发现了3座，98YJl、98YJ2

和98YJ3。这三座祭祀坑基本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坑，坑口与祭坛表面连为一体，

显示出似与祭坛第①层同时建筑完成的。坑内出土4件陶器，发现有禽骨的痕迹。

积石圈共发现有4个，系用大小不同的石块围成，其平面形状有圆形和近似长方

形两种。圆形直径在50～110厘米，长方形直径约在140～160厘米。

二、发掘情况一、及制’厢况

凌家滩遗址发现于1985年。凌家滩遗址墓葬区原为当地的乱坟岗，1985年

因当地人挖土造坟时发现许多陶器、石器、玉器等，引起关注。自1987年以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凌家滩遗址分别进行过五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

器。

第一次发掘是在1987年6月，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敬国先生任领队，

发掘面积50平方米，共布下3个探方，试掘了两个正南正北方向的5x5米的探

方(T1、T2)，发掘了4座墓葬，编号为87M1～87M4。其中重要的出土物为87M1

出土了三件站姿玉人，87M4出土了大量文物，达145件之多，包括有陶器12

件，石器30件，玉器103件。

第二次发掘是在1987年11月，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敬国任领队，

发掘面积275平方米，共布下11个探方，共发掘了13座墓葬，编号为

87M5—87M17，其中M5和M16在发掘到墓坑时发现是近现代坟，未做记录，本

次实际发掘新石器时代墓葬11座。这11座墓葬总共出土文物614件，其中玉器

359件、石器147件、陶器108件。

第三次发掘是在1998年11月，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敬国先生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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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平方米，共布下5x5米探方72个，清理发现祭坛1座，

，红烧土遗迹1处，墓葬29座。墓葬编号为98M3～98M32，

代墓，98M10为汉墓。(参见图1：1987、1998年发掘墓

葬、祭坛、祭祀坑及积石圈总平面分布图)

第四次【9】，2000年10．11月，发掘约30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20

座，出土玉器35件。

第五次，2007年5—7月，面积45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4座，出

土玉器300多件、石器90多件、陶器20多件。

第四节选题目的及研究方法

以前关于人体装饰品方面的研究多出于美术、艺术或服装工艺等目的，研

究方向多偏重于有文字记载史时期，引用的资料多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随着新

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地下出土文物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使得即使

是无文字记载史时期的研究工作也得以开展。

本文即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对凌家滩遗址出土的饰品进行深入

的研究，以考古实物资料为主体，通过考古学中的类型学的方法，对出土饰品作

细致详细的分类工作，通过综合数据统计方法，结合考古学中的地层学，试图探

寻出土饰品的发展变化规律，进而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综合分析研

究凌家滩人的发展阶段、社会文化以及凌家滩人对史前文明的重要贡献。

凌家滩遗址前三次发掘的资料己公开发表，本文主要以前三次发掘报告所

公布的资料为研究内容，适当参考尚未发表的第四、第五次发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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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1987、1998年发掘墓葬、祭坛、祭祀坑及积石圈总平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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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与分类

一、凌家滩人体装饰品出土情况

凌家滩遗址从1987年开始起至1998年，总共进行过三次发掘，发掘情况

已经整理发表出版【Io】，遗址目前仍在发掘进行中，根据已公布出来的发掘数据，

凌家滩遗址的出土物大多集中于墓葬之中。1987和1998年发掘的是南墓地，共

发掘墓葬44座。根据发掘报告者的报告，除87M7、98M8、98M25、98M32墓

坑为东西向外，其余均为南北向。墓葬内没有发现葬具，人骨保存差。墓葬从南

到北分为8排，重玉礼器大墓分布在第一排和第二排，主要分布在墓地中部中轴

线(以T1106和T1206之间隔梁的延伸线为墓地中轴线或中心线)东西两边；

东西向排列，紧靠祭坛南边；均开口在③层下，打破生土。根据墓葬分布排列，

发掘报告者认为87M4和87M1，87M5和87M8、87M7为一家族；98M25、98M26、

98M30可能为一家族；98M9、98M2、98M18、98M15、98M24、98M28为一家

族；98M19、98M20、98M21、98M23为一家族；98M5、98M6、98M1 1、98M8、

98M13为一家族；98M7和98M32为一家族；98M29、98M31和87M6为一家族。

其中87M4、87M15、98M16、98M29四墓出土了大批重玉礼器。

墓葬依据开口层位和地层堆积，以及墓葬与祭坛间的相互关系，发掘报告

者把墓葬分为三期，开口第l层下打破第2层的墓葬为第三期，开口第2层和第

3层下的墓葬为第二期，开口第4层下的墓葬为第一期。

第一期墓葬：87M15

第二期墓葬：87Ml、87M4、87M8～87M14、87M17、98M5、98M6、98M8、

98M9、98Ml 3~98Ml 6、98M18~98M32。

第三期墓葬：87M2、87M3i 87M6、87M7、98M3、98M4、98M7、98M11、

98M12、98M17。

凌家滩遗址出土物以玉器为主，此外还有石器与陶器。其中玉器的种类丰

富，数量繁多，玉质多样，工艺制作水平极高，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研究

的人体装饰品的材质大多即为玉器。

二、人体装饰品的分类方法

人体装饰品的研究从最初作为服装的附属部分而被研究着直至成为一门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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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研究科目，各研究者根据其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不同，各自有其分类方法。

有装饰品所修饰的人体部位不同来进行分类的，如划分成发饰、耳饰、腕饰、手

饰等，也有结合饰品的特点及装饰人体部位，增加成串饰、佩饰类别的。

本文则拟根据装饰品附着于人体的不同方式不同，划分为：套体类、穿体

类和佩戴类饰品。

套体类。

是指把饰物本身制作成闭合、半闭合形态或通过绳线等媒介连接串缀成圈

状物，通过套入人的身体某一部位上如耳部、颈部、手腕等部位的装饰品，例如：

耳块、项链、臂环、手镯、戒指、扳指、腰链、脚链、脚环等。

穿体类。

是指需要在人的身体部位如耳朵上穿孔，饰物通过洞穿人体组织的方式固

定到人的身体上的装饰品，例如：耳趟，耳环、耳坠、鼻环、唇环、眉环、脐环

在盘
彳手。

佩戴类。

是指不直接接触人体而把饰物作成悬系于如头发、腰带等上的装饰品，例

如：发冠、簪、佩饰等。

第二节凌家滩人体装饰品的分类情况

一、装饰品的分类和综述

按照以上的分类原则，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人体装饰品，分别为：

套体类饰品有块、璜、环、镯、瑗、管、珠、护腕饰等；穿体类饰品有耳

挡等；佩戴类有冠形饰、簪、梳背、坠饰等。

套体类

l、块

块是有缺口的环状耳部饰品，形状大多为扁圆形。早在距今约8000年的内

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遗址⋯1便出土有2枚玉块，根据当时发掘者提

供的M1 17资料，墓主左右耳部有环形玉块一对，其中1件压在头骨左侧下面，

缺口均朝上，按此考古资料的实物显示，可以推测块的可能戴法之一是通过缺口

夹套在人的耳部，从而达到修饰耳部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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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二章凌家滩人体装饰品综述与分类

凌家滩遗址总共出土有44枚块，材质全部为玉质。依据截面形状不同，可

分为A式方形、B式长方形、C式椭圆形、D式三角形。

2、弧形器

(1)璜

璜，《说文》释“半璧也，”作片状弧形。实际考古中，把半环形且弧度不到

半圆的也会命名为“璜”。璜在三代时期成为重要的礼器之一，《周礼·春官·大宗

伯》载：“以玄璜礼北方。”在玉器普遍盛行的新石器晚期，各个文化中几乎都有

璜的发现，最早如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就有发现，系一端穿孔，后来的璜一般

为两端穿孔了，在发掘出土时，一般是置于骨架颈部，有佩持一件或组成串饰佩

挂的，故可称作人体的装饰品之一。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一件具有分合装置的“虎

头璜”和一种一端饰乌首另一端饰其他动物的“璜”最为特殊，俞伟超先生曾撰

文推测这种虎头璜可能系当时部落军事联盟的一种信物，而一端饰“鸟首”一端

饰其他动物的璜则可能是部落“联姻”的信物f12】，若如是，则“璜”的社会功

用远大于其装饰意义了。

凌家滩遗址墓葬中总共出土了105个璜，全部为玉质，其中l枚残缺，无法

复原(87M4：81)。按其外形，可分为A型：桥形璜、B型：半璧璜、C型：可

分离组合璜、D型l条形璜。A型桥形璜的璜体较为平直，两端折弯状类桥，各

饰一单面实心圆孔。B型半璧璜呈半圆扁形，类璧的一半形状。两端亦对钻一实

心孔。C型可分离组合璜的造型比较奇特，这种璜的中间两端侧面各实心对钻一

孔和凹槽相连，形成可连接、可分开的奇妙组合。有的在出土时仅出土了其中之

一而不见另一半。D型条形璜，形似条状，两端各对钻一实一t：q：L。

凌家滩出土的玉璜大多数造型为两端平直，各饰一单面实心圆孔，但有的璜

体两端会浮雕成动物首形状，璜身亦浮雕出相应的花纹，两端的实心钻孔则巧妙

地与雕琢的动物首相结合，成为动物的眼睛，整体造型浑然一体。除了在璜的两

端进行修饰外，璜体也进行修饰的，有的在璜的外沿琢磨出齿牙，并沿外边琢磨

一凹弧边，有的则在璜体的顶部进行修饰，琢磨一伞状顶饰或琢磨出四个凸出的

齿牙。因此，按璜有无修饰，又可分作I式，无修饰；II式，有修饰。

(2)珩

在罗伯健先生的《两周玉组佩考》113】一文中曾介绍了那志良先生的研究成

果，珩即是衡，在组佩中位于最上面，起骨干作用，其余的玉均系于其下。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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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情况，一是专fTN成璜形的珩，是全佩的一部分，一是所用为名，无论其本

身形状及名称为何，只要用在组佩上起骨干作用的便是珩。

凌家滩87M17号墓出土的22枚被发掘报告者命名为“珩"的，即是据其外

形类半壁形璜，但与璜又有区别的是除在两端各单面实心钻一孔外，在其圆弧顶

部还钻有--：j：L，整件器身上有三个孔而命名的。璜一般是在两端各有一孔或仅一

端有孔。只是凌家滩时期是否已经出现两周时期的组佩雏形，可能尚待商榷。因

构成组佩的要件除桁外，还有璜、冲牙、蜻珠、琚璃等(参见图2：组佩参考示

图2：组佩参考示意图——图
源出自龙人渊《古玉图谱》

意图——图源出自龙大渊《古玉图谱》【14】)。

而从87M17被发掘报告者命名为“珩"

的位置来看，其距离同墓所出的璜明显是较远

的，看不出两者之间有什么组合关联，又即，

也未发现出土物与之相近，而是较为孤立状

态，置于死者头部(人骨于发掘时已无存，报

告者推断应头向朝南，而“珩”便是置于87M17

的南部)。

除87M17这22枚被命名的“珩”外，87M6

也出土过一枚类似形状但被命名为璜的，

87M6-45呈半环形，一面平，一面略弧，外沿

边薄，内沿边略厚。除两端各饰有一单面实心

钻孔，在靠近弧顶处也有一个单面管钻孔，似也符合发掘报告者名之为“珩”的

形状，因此，本文也把87M6：45归类入珩。

3、圆形器

圆形器是指器身呈现圆形，中间对穿有孔的器物。随着器身与中间孔径的大

小比例不同，分别有不同的名称。《尔雅》释日“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

之瑗，肉好若-N之环。"现代考古学中尤其是针对史前无文字史时代的出土物，

如果对圆形器进行细分，通常会参考此原则为出土物进行命名。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圆形器主要有镯、环、璧、瑷等。

(1)镯。

镯的形状一般为圆形，以腕饰的功能居多。凌家滩遗址出土的镯，从墓葬出

土的情形可以看出，亦以腕饰功能为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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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出土有102个镯，全部为玉质，其中有31个于出土时残损

按其截面形状可分为：A式：半圆形、B式：扁圆三角形、C

D式：三角形。

(2)习、

除《尔雅》的释名外，夏鼐先生曾考虑到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多不相符，为

环重新定名过，认为器身做细条圆圈而孔径大于全器1／2的可特称之“环”【15】。

目前新石器时期发现的玉环，大者可做手或臂饰，小者可为指饰、耳饰或串饰。

凌家滩遗址总共出土有97枚环，除一枚为石质，其余全部为玉质，有26

枚出土时残损严重，无法复原，按其材质来划分，可分为A型：玉质，B型：

石质。按其截面形状又可分为：I式：扁弧三角形、II式：近长方形、III式：近

方形。

(3)璧。

《说文》释鐾为“瑞玉，圜器也。”，《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以苍璧礼

天“‘壁琮以敛尸”，林巳奈夫(，、弋夕三于才)在其《中国古玉研究》116】里提出，

“瑞玉是贵族交互拜访，或谒见地位高者时带来的玉器。”在新石器时期，璧是

否有瑞玉的功能不可考，但当作祭玉的用途是有的，在良渚文化区域内许多大型

墓葬中曾出土过大量的随葬玉璧，有的有火烧的痕迹【17】，有的整齐排列于墓主尸

骨周边【18】，这些都构成了良渚玉敛葬的一部分。也有用于佩带的，如红山文化出

土的玉璧。

关于璧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之一是来自于圆形有孔石斧‘19l，汪遵国先

生认同了这个说法，并认为因石斧一般为男性所使用的工具，被认为具有阳性，

所以拿来礼天【20】。

凌家滩遗址总共出土了33枚璧，除1枚是石质的，其余皆为玉质。按其材

质来划分，可分为A型，玉质，B型，石质。根据其截面形状，又可分为四式，

分别为：I式：椭圆形截面、II式：扁平椭圆型截面、III式：扁平三角形截面、

IV式：近长方形截面。根据璧面是否饰有三个等腰三角形单面实心钻圆孔，又

可分为a型，璧面无孔型，b型，璧面有孔型。

(4)瑗。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圆形器中，被命名为“瑗"的总共有3枚，全部为玉质。

截面形状基本全部是扁平长方形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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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

凌家滩遗址共出土106枚玉管。有部分管的表面上刻画着凹凸弦纹或其它纹

饰，但大多以素面为主。按其表面纹饰的有无以及形状划分，可以分为：A型：

无纹饰的，B型：有纹饰的。按其外观形状，又可分为4式：I式：束腰形，管

体呈现中间窄于上下两边的形态。II式：长圆柱形，管体体身较长，体身呈圆柱

形态。III式：扁圆形(或称圆鼓形)，管体中间向外凸出呈圆弧形状长于上下两

边。Ⅳ式：长方形，管体呈现扁长方形态。

5、珠。

珠属于串饰的一种，可独立成串，有时也与璜、管、珩等形成组合佩件来使

用。珠的形状一般以球状或扁圆球状为主，珠体中间钻通一孔，以方便通过绳线

等为媒介成串使用。

凌家滩遗址一共出土有22枚珠，全部为玉质，除了形状包括有传统的球状、

扁圆状，也有半球形状的。其钻孔方式较为奇特，形似现代的纽扣，珠体饰一对

牛鼻穿孔。半球形的珠一般是在平面饰一对牛鼻穿孔，有的在其弧部顶端再钻一

孔与下面其中的一牛鼻孔相通。除以形状划分外，按其外观形状可分为A型：

半球形，截面呈半圆形状。B型：扁圆球形，截面呈扁圆形。C型：球形，截面

呈圆形。按其钻孔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为I式：珠体只钻有一个实心钻孔；II式：

饰有牛鼻穿孔；III式：除一对牛鼻钻孔外，尚有第3孔。

6、护腕饰。

凌家滩遗址仅出土一件，87M2：7。但是否作为护腕饰在使用尚需更多的材

料来支持，因为整个凌家滩遗址44个墓葬包括祭坛在内，未再见此器型出土。

87M2：7的材质为透闪石，长方半环瓦形，一端较平，一端凹弧，左右两

边长度不等，两边各两面管钻3个孑L，孔径0．25厘米。一边长8．3、一边长7．9、

宽6．7、厚0．6厘米。

穿体类

耳踏。

耳踏器身一般呈扁圆球形，中间有一凹槽。槽

上部是大的半圆球体，槽下部是小的半圆球体。其

佩带方式一般是在耳垂部穿一较大孔，然后通过中
图3：现代佩戴耳铛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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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凹槽嵌入耳中，小半球在耳垂后，大半球在耳垂正面。耳踏作为耳饰的一种，

从新石器时期出现开始，一直有流传到现在，材质也由新石器时代的玉质发展到

现代的金属材质。(参见图3：现代佩戴耳踏实例)

根据发掘报告，凌家滩遗址总共出土有3枚耳踏。一枚是87M15：34，水

晶材质。另两枚出土于98M16，编号为98M16：5，98M16：34，其中后者残损，

无法复原。

佩戴类。

l、冠形饰

凌家滩遗址一共出土有4个冠形饰，其中87M4出土1个，87M15出土有3

个，即：87M4-40；87M15：35；87M15：36(无图)；87M15：38。

2、簪

簪属于发饰之一。

凌家滩遗址在87M4出土有一枚簪。材质为透闪石，白色泛绿。簪身呈长椭

圆形，前端呈粗扁圆三角形，后端呈细扁圆形，有一对钻圆孔。长8．3，厚0．1~0．7

厘米。

3、梳背

玉梳背属于发饰之一。

被原发掘报告者于《报告》中称作玉兔饰，但从其他出土资料可以看出，此

物定名为玉梳背似乎更合理。

梳背应属于梳子的组合件之一，通常在梳背的下方会嵌合象牙、骨或竹木等

梳身，由于梳身属于有机物质易于朽蚀腐烂，因此出土时多以梳背饰形态出土居

多。根据黄建秋教授对良渚文化玉梳背饰的研究，为名之为玉梳背做了细部划分

并分别命名之(参见图4：玉梳背饰细部名称示意图)。

玉梳背饰细部名称

CD c=3 O 0

椭圆形装饰孔 圆形装饰孔

f一当
凹边角 警通边角

-、厂_、r＼厂、人厂
平冠 弧冠 弓冠

图4：玉梳背饰细部名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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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钉眼 榫头
下缘

图5：87M10：7细部示意图

对比凌家滩87M10出土的命名为兔饰的示意图可以看出，这件玉兔饰分别

具备了下缘、销钉眼、榫头等作为玉梳背饰较为关键的部件。(参见图5：87M10：

7细部示意图)。

87M10：7表面琢磨光滑，平面形体近似长方形。上部雕琢为兔子形，下部

为一长条形凹边，凹边上对钻了四个圆孔，长6．8、高1．9、宽0．3~0．4、齿距0．1~o．2

厘米。原报告者也推测此应是一组合件。杨晶曾在《史前时期的梳子》一文中，

也同样把这件玉兔饰认可为玉梳背【2l】。

4、坠饰

凌家滩遗址的墓葬中总计出土有10件坠饰，全部为玉质，其中87M9-61

残缺无图，98M16：35残碎，无法复原。按其外观形状，可以划分为：A型：三

角形、B型：动物形、C型：灯笼形。

二、装饰品的材料分类

1、块

A式：截面为方形，10个。

87M4：114：87M7：16：87M7-30；87M8：5：87M8：13；87M8：21；

87M8：62；87M14：42；98M7：6；98M16-3 1。

B式：截面为长方形，15个。

87M2：14；87M4：109．2；87M4：21；87M7：27；87M7：32；87M8：12；

87M8：16；87M9：22；87M9：30；87M14：9；98M7：7；87M7：45；98M29：

8：98M29-11：98M29：13。

C式：截面为椭圆形，10个。

87Ml：7；87Ml：10：87M15：117：87M4：46；87M4：64；87M4：1 15；

87M4：73：87M4：83；87M4：111．1：87M4：8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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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M4-22： 98M7：5；98M16：

参见图6：块的分类示意图

2、弧形器

(1)璜

A型：桥形璜：一共12个。

I式：

87M15：46；87M15：47：87M15：51．1；87M15：91；87M15：107—1：87M4：

34；87M4：67；87M4：80：87M9：7；87M3：1；87M3：2：98M7：17。

B型：半璧璜。一共16个。

I式：

98M9：15；98M19：2；98M19：8；98M20：33； 98M24：3；98M28：2：

98M15：12。

II式：

87M11：7；87M12：10；87M12：16；87M12：21；98M20：57；98M28：

3；98M30-28；98M30：29：98M30：34。

C型：可分离组合璜：7个。

I式：

87M1：4及87M1：5；87M15：40及87M15：106：

II式：

87M15：109；87M9-17及87M9：18。

D型：条形璜：67个。

． I式：

87M15：32：87M15：39；87M15：41；87M15-42；87M15：43；87M15：

44；87M15：45；87M15：48；87M15：49；87M15：51．2：87M15：90；

87M15：92；87M15：93；87M15：94；87M15：95；87M15：103．2：87M15：

105；87M15：108；87M15：110；87M15：122；87M15：123；87M4：28．2：

87M4：33；87M4：37；87M4：38-1；87M4：39：87M4：481 87M4-75．1：

87M4：76；87M4：77；87M4：78；87M4：79；87M4：82；87M4：8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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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M4：97：87M4：98；87M9：33；87M14：24：87M14：25：87M14：26：

87M17：30：87M17：32：87M17：33；87M17：34；87M17：35：87M17：

36：98M20．-34：98M29：1；98M29：4；98M29：IO；98M29：41：98M3 I：

l；87M7：34；98M7：16：98M7：24：98M7：25；98M16：38：98M17：1。

II式：

87M15：50：87M8：25(无图)；87M8-26：87M8：27；87M10：8：87M1 1：

4；87M12：ll； 98M15．-10： 98M15：11；98M19：1：98M20：50。

参见图7．1和7—2：璜的分类示意图(一)、(二)

2、珩

参见图8．1、图8．2、图8．3：珩

0I

图8．1：珩87M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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瑁
4

9

均

均

IO

图8．2：珩87M17：10、11、12、13、14、15、16．1、16．2、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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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目

。!翁一9[!三釉一冒
图8．3：珩l～12：87M17：19、20．1、20．2、21、22、23、24、25、26、27、

28、29

3、圆形器。

(1)镯。

A式：半圆形截面。总共7个。

87M4-10；87M4-53；87M4：65；87M9-39；87M9：40；87M14：7；

98M19：4。

B式：扁圆三角形截面。总共16个。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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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8M8：14；98M16：1；

4；87M11：23；87M17-3l；

：27：87M11：29：98M19：

3；98M19：5；98M19：7；98M24：4；98M25：6；98M28：4；98№9：2；

98M29：34：98M29．39；98M29：48；98：M30：1；87M1 7：40。

D式：三角形截面，总共31个。

87M15：1：87M4：72；87M8：4；87M8：44；87M8：54；87M9：11；87M9：

34；87M9：35；87M9：36；87M10：18；87M11：12；87M1 1：16；87M11：

17：87M11：19；87M12．-13；87M12：14；87M12：38；87M12：39；87M14：

6：87M14：10；87M14：11；87M14：30；98M3：1；98M25：5；98M25：

10：98M25：12；98M25：13；98M25：14；87M6：56；87M6：57；87M17：

41：87M17：42。

参见图9：镯的分类示意图

(2)环

A型：玉质。

I式：扁弧三角形截面，总共27个。

87M4：109一l；87M8：2；87M8：14；87M1l：20；87Mll：15；87M1l：

14：87M12：7；87M11：21；87M12：50．1；87M12：33；98M23：4；98M25：

8：98M28：1；87M10：5；98M21：14；87M2：24；87M7：11；87M7：

22：87M7：37；87M7：39；87M7：18：87M7：20；87M7-42：87M7：

25：87M7-28；87M7：29；87M7：41。

II式：近长方形截面，总共有34个。

87M4：57；87M8：1；87M8：10：87M8：11；87M8：17；87M8：63；87M1 1：

24；87M11：25；87M11：26：87M11：28；87M12：l；87M12：2；87M12：

5：87M12：6；87M12：8；87M12：31；87M12：35；87M12：30；87M12：

34；87M12：47；98M28：10；98M29：36；98M27：4；98M27：5；98M27：

6；87M6：4；87M6：39；87M6：41；87M6：40；87M6：69；87M6：7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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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87M7-19。

面，总共有9个。

：7；87M8：8；87M14：27： 98M24：5；98M29-12；

87M7：26；87M7：36；87M7：23。

BII：石质，截面形状为近长方形：98M29：65。

参见图10：环的分类示意图。

(3)璧。

A型：玉质

Ib：椭圆形截面，璧面有孔，共1个。

98M21：11。

lib：扁平椭圆形截面，璧面有孔，共2个。

87M4：44：98M25：1。

Ilia：扁平三角形截面，壁面无孔，共lO个。

87M4：85；87M12：3；87M12：4：87M12：43；87M12：44；87M12：

461 87M12-48；87M12-49：87M12：50—2： 98M28：6。

IIIb：扁平三角形截面，璧面有孔，共4个。

87M12．-32；98M19：15：98M21：l；98M28：9。

IVa：近长方形截面，壁面无孔，共15个。

87M4：60：98M18：9；98M9：13；98M24：8；98M25：7；98M25：ll；

98M29：50：98M9：14：98M25：17；98M29-3；98M29：42；98M29：

43：87M7：21：87M7：24；87M7：3l。

B型：石质。

Ia：椭圆形截面，璧面无孔，共1个。

87M1：11。 ．

参见图11：璧的分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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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瑷。

图12：瑗87M7-15 图13：瑗98M25：9 图14：瑗98M25：23

4、管。

A型：素面。

I式：束腰形。总共45个。

87M4：87-l；87M4．-102；87M4：11 l-2；87M4：87—2；87M4：88：87M4-

99；87M9-4；87M9-8；87M9-12；87M9-19：87M9-20：87M9-24；

87M9．-59；87M9：67；87M9：70；87M9：71·1；87M9-71．2：87M9-72；

87M9：73；87M9-74；87M9：75；87M9-80：87M9：82；87M14-47；

87M15：65；87M15-67；87M15：68：87M15-69；87M15：70；87M15：

71；87M15-72；87M15：73；87M15：74；87M15：75；87M15：77；87M15-

78；87M15：79；87M15：80；87M15：81；87M15：113～116(无图)；98M16：

36；98M16．-40。

II式：长圆柱形。总共12个。

87M4：68-2；87M9：23；87M9：25；87M9-29；87M9-37；87M9-65；

87M15-84；87M15：85；87M15：86；87M15：88；87M15-89：98M29：

18。

III式：扁圆形。总共10个。

87M9：9；87M9：14；87M9-15：87M9：31；87M9：32；87M9-48；87M9-

77；87M9：78；87M9：81；98M16：3。
‘

IV式：长方形。总共7个。

87M9：5；87M9-16；87M9-28：87M14．41．1；87M14-41．2；87M15：

66；87M15：87。

B型：有纹饰型。

I式：束腰形状，总共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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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M1 5：112：98M16：

6；98M16：33；98M29-17；98M29：19；98M29：31：87M15：64。

参见图15：管的分类示意图

5、珠。

A型：半球形。

II式：87M4：32．1；87M4：59；87M4：101；87M4：1 17；87M9：10：87M9：

58；87M9：60。

III式：87M1：14

B型：扁圆球形。

I式：

87M4：87．3。

II式：

87M9：79。

C型：球形。

II式：

98M29"23；98M29：26；98M29：27；98M29：28：98M29"．29：98M29：

30；98M29：33—1；98M29：33-2；98M29：35：98M29：77；98M29：78：

98M29：79。

参见图16：珠的分类示意图。



第二章凌家滩人体装饰品综述与分类

图16：珠的分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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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护腕饰。

图17：护腕饰：87M2：7

图18：87M15：34 图19：98M16：5、98M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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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类。

1、冠形饰

图20：玉冠形饰87M4：40

图21：玉冠形饰87M15：35 图22：玉冠形饰87M15：38

2、簪

3、梳背

图23-簪87M4-36

图24：玉梳背87M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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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凌家滩人体装饰品综述吁分类

2l、87M9：38、87M9：27

98M16：4、98M16：15(参见图25-坠饰分类示意图)

图25"坠饰分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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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家滩人体装饰品

图6：块的分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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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凌家滩人体装饰品综述与分类

图7．1：璜的分类示意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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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家滩人体装饰品

图7-2：璜的分类示意分类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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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凌家潍人体装饰品综述与分类

图9：镯的分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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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家滩人体装饰品

图10：环的分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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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凌家滩人体裟饰品综述与分类

图11：璧的分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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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家滩人体装饰品

图15：管的分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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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凌家滩人体装饰品分析

凌家滩人体装饰品分析

一、质地分析

凌家滩遗址以集中出土玉器闻名，其玉质多种多样，按发掘报告的分析研

究，包括了透闪石玉、透闪石岩、蛇纹石玉、叶蛇纹石玉、阳起石、石英岩玉、

玛瑙、玉髓、水晶、煤精、大理石岩、大理石岩玉、滑石、沉积碎屑岩、泥质粉

砂岩、粉砂岩、酸性凝灰岩、角烁凝灰岩等。【22】

凌家滩所出土的人体装饰品，石质的仅占极少数，基本为玉质，未见陶质。

鉴于发掘报告者并未对所有出土物作了材质鉴定，按已经材质鉴定来统计，可以

看出，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人体装饰品中包括透闪石质、蛇纹石、阳起石、石英岩

玉、玉懿、玛瑙和水晶等，其中透闪石玉质处于绝对优势数量，约24％，其次为

玉髓，约3．7％，而石质饰品仅2个，仅0．35％，各材质的所占比例，可参见图

26-凌家滩人体装饰品材质构成比饼状示意图和表一：凌家滩人体装饰品材质构

成数量统计表。

图26．凌家滩人体装饰品材质构成比饼状示意图



凌家滩人体装饰品

表一：凌家滩人体装饰品材质构成数量统计表

出土 有材质统计的数量

分类 透闪 蛇纹 阳起 石英岩 玉 玛 水 石 其 小
总数量

石 石 石 玉 髓 瑙 晶 器 他 计

块 44 20 1 l 22

璜 114 40 1 3 l 2 5 52

珩 23 1 1

镯 104 ll 2 13

环 97 20 1 9 1 31

套体 璧 33 8 1 1 lO

类 瑷 3 2 2

咎 106 24 9 33

珠 22 7 7

护

腕 1 1 1

饰

穿体 耳
3 1 l

类 挡

冠

形 4 1 1

饰

佩戴 簪 1 l 1

类 梳
1 0

背

坠
10 O

饰

合计数量 566 136 1 4 2 2l 6 1 2 2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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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凌家滩人体装饰品分析

二、材料分析

共发现有44座墓葬，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大

发掘时没有发现人骨架和葬具，依据随葬器物判断

南北向墓主头向大多朝南，极个别有头向朝北的；东西向墓主人头向多为朝东。

由于墓葬中的人体饰品摆放的位置未必恰如墓主生前打扮，又即，考虑到

随葬物品埋入地下时间之长，可能受到虫蚁动物扰动或土层翻动、地下水的侵蚀，

墓葬中出土的饰品位置只能作为当时凌家滩人实际佩戴的一种参考，因此，本文

试从饰品本身的特点出发，按其最可能佩戴上人体的方式来考虑对出土饰品进行

分类，然后，再结合其实际出土情况，综合考察是否存在某种规律性的合理组合

佩戴方式。

套体类。

套体类的饰品一般为半闭合或闭合形态，作为人体装饰品，通过套入人的

身体某一部位上，从而达到修饰人体的效果。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套体类包含了耳

饰、颈饰、腕饰等。

第一、饰品本身呈闭合形态的。

1、块。

凌家滩遗址中出土的块可视为圆形闭合形态饰品，其外形多为扁圆形，上

有缺口，尺寸最大的，外径不超过5．8厘米，外径大多以在2~4厘米居多，块口

约在O．1～0．3厘米之间。从以往考古发掘出土的实例来看，可以推测是属于耳部

饰品。

在凌家滩遗址的44座墓中，其中ll座墓出土有块，共计44枚，材质全部

为玉质，从块的出土情况看，11座墓出土的块以成双对出为主，仅87M1和87M14

为单出(87M1出土，87M14出土3枚)，对出的块一般有2只大小是相近的，

如87M9出土的两枚，外径皆为2．1、内径0．7厘米，这可能说明了凌家滩时期

的耳殃佩戴方式极可能是成双佩戴为主。另按照墓葬分期来看，第一期中未见块

出土，第二期墓葬出土最多，到第三期则呈下降趋势(参见表--凌家滩出土玉

块分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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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凌家滩出土玉块分期表

方形 长方形 椭圆形 三角形 合计分期＼
第一期

第二期 7 10 7 7 3l

第三期 3 5 3 2 13

合计 lO 15 lO 9 44

2、圆形器

圆形器是指外形以圆形为主，内有一中心孔。按内孔直径与器身的比例不

同，可命之为不同的名称。《尔雅·释器》曾释“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

之瑗，肉好若--N之环。”虽然《尔雅》成书的时间上限约不超过战国(公元前

403年一公元前221年)，但在考古发掘中，多有参考此作为对圆形器命名的依

据，夏鼐先生则曾重新为环定名，认为器身做成细条圆圈而孔径大于全器1／2的

便可称作环【2引。按凌家滩墓地出土的圆形器的器身与内径比的统计分析，原发掘

报告者可能即按此大概原则，把出土的圆形器分别命名为镯、环、璧、瑗等。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镯、环、璧、瑗最小至最大尺寸，以及器身与内径比，

详见表三：凌家滩圆形器尺寸数据统计表(单位：厘米)

外径 内径 器身／内径

镯 5．1～8．6 3．9～7．9 0．16～O．48

璧 3．7～12．2 1～5 1．17～4．6

环 2．6"-7．4 1．1～3．8 O．1～1．73

瑷 5．5～6 2．2～3 0．97～1．5

(说明：表中数字表示从“最小～最大”的尺寸。)

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1988年公布的《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GBl0000．88)

【241，18到60岁的成年男子手宽为7．3～9．1厘米；成年女子的手宽为6．7～8．4厘米。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命名为镯的内径分布大致为3．9～7．9厘米，这个内径尺寸是在

可套入人体腕内的范围之内的，另外结合凌家滩墓葬出土物的分布示意图，也可

以看出，镯所处的位置大致分布在人体手臂处，以87M8的平剖面图、87M17

平剖面图为例。87M8为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残长1．2、宽1．2、墓

坑深0．2米，墓主人的头向推测朝南，编号4、44～5l、54～61的玉镯，除编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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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作为两叠整

B’

l

l，2、6一ll、14．17、63．玉环3、33、34、35、36、37．38、39、42．石钺4、44—

5l、54～6I．玉镯5、12、13、16、2l、62．玉块15．陶罐形鼎18、40．石凿19．玉

料28、64．玉饰 20、22、23、29、30、41、53．石锛24、43、52．玉钺 25、26．玉

双虎首璜27．玉齿璜3l、32．陶豆(“在30号下)

图27：87M8平剖面图

’87M17为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2．11、宽1．05一1．16、深0．25

米，墓主人的头向推测朝南，编号31、37～42的为玉镯，大致可以看出其镯分作

两叠，每叠3只堆叠起来排列；编号3l的位置略远。因而，被命名为镯的，功

用为腕饰应是无疑。(参见图28：87M17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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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47、5I—s4．瞳器2—4、6—8，45．石钺5、43．晦豆lO一29．玉珩30、32．36．玉璜

3l，37—42．玉镭44、49．50．石锛46、48．陶壹

图28：87M17平剖面图

凌家滩墓地出土的璧、环、瑷的内径太小，基本可排除作为腕饰或臂饰的

功用。尽管新石器时期曾有较小环径套入手臂作为臂饰的先例，有研究者称可能

系幼年时便套入手臂中直至成人未摘除过，形成环的内径即使远小于成人手掌可

能套入的尺寸，也能作为臂环【25】，但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环，最大内径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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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厘米，因此很难想象具有臂环的装饰功能。

璧、环、瑗三种器型中，璧的尺寸较小，外径尺寸基本分布在3．7～12．2之

间。以87M12出土的璧的位置分布情况来看，87M12为一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

土坑墓，墓坑长2．45、宽1．5、深O．3米。墓内人骨朽无，按器物堆放情况，推

测墓主人的头向朝南，87M12总共出土有9枚玉璧，除87M12：3和87M12：4

位于墓的南部中间位置，即墓主头部，其余皆堆放于墓之北部，或在凌家滩遗址

的墓葬中，璧仅作为随葬礼器使用，而不是作为人体装饰品使用。

环的外径尺寸分布在2．6～7．4之间，尺寸比璧的尺寸还要小，以出土数量最

多、达19件玉环的87M7和数量次之、有15枚玉环的87M12的实际出土摆放

位置为例来分析。87M7为一东西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位于墓地南部第二排

中部中轴线上，开口在第①层下，打破第②③层和87M8，墓坑长2．7、宽1．1、

墓坑深0．2米，依据随葬器物判断，墓主人的头向东。87M7出土的19枚玉环，

除有2枚分布于墓坑的中间和偏南一侧，其余基本集中堆放在墓坑东部偏北一

侧，与其共出的3枚璧放置位置相近，其随葬玉石器中没有钺和大型石器。87M12

出土的15件玉环放置位置与玉璧的放置位置相近，一部分堆放于墓的南部中间

部位，一部分堆放于墓坑的北部。

在凌家滩遗址发掘的44座墓葬中，仅有4座墓为东西向的，分别为98M8、

98M26、98M32、87M7，这4座墓的随葬品基本较少，如98M26、98M32这两

座墓，98M26仅随葬有1件陶钵，98M32仅随葬了9件陶器，两者皆未见石器

或玉器，98M8有玉器随葬，为3件玉镯。87M7则有明显区别，玉器的数量骤

增至2l件之多，其中又以玉环随葬最多，达19件之多，但其随葬品中有无代表

着权威的钺的出土，而是伴出的斧、凿、锛等。

结合饰品的墓葬出土数量分析，璧与环在凌家滩时期应处于较重要的地位，

即使玉璧在凌家滩时期始终未能取得象良渚玉璧那样的社会功用，但也代表了比

较重要的社会财富地位，两者中环的社会地位可能又低于璧，因为在凌家滩时期

以东西向的平民墓来看，富裕的平民随葬的玉环数量会远大于玉璧的数量。

由于凌家滩遗址的墓葬中出土的环尺寸较小，因此有推测用绳拴挂在身上，

作为服装上的装饰品一说【2 6。。而关于玉璧在实际中是否作为饰品来使用，也尚在

探讨中，有的尺寸小的玉璧，根据出土实物观测，其外径仅为3．7厘米，似可握

于一成年人掌中的大小，还出土有7枚璧面上两面有3个呈等腰三角形分布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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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孔

其

完全也可以称作“璧”。

3、管、珠类

凌家滩遗址在6座墓中共计出土有106个管，其中，仅属于第一期的墓87M15

中就出土了49枚管，其余皆出土于第二期的墓葬中，第三期墓则不见管类出土。

管的形状有4种，分别为：束腰形、长圆柱形、扁圆形以及长方形。其中以束腰

形状居多。管的表面，有的饰有凹凸弦纹，但主要以素面为多。

管在实际使用中，一般有两种佩戴方法，一种是以皮绳或线等穿成串状，

使之成为串饰，一种是成为其他饰品的组合件之一，成为组合饰品的一部分。串

饰通常可以套于脖颈或手腕处，用于修饰颈部或腕部。凌家滩遗址尽管出土了

106个管，但仅发现于6座墓中，除87M15、87M9两座墓中集中出土了大量玉管，

从两墓的平剖面图中出土物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凌家滩遗址中出土的玉管，

有组合成为串饰的可能，并且有的是作为颈饰使用，短串的，则可能用于修饰腕

部。

凌家滩遗址中在4座墓中共计出土有22枚珠状物，除98M29中出土的12

枚，是原报告认可命名为珠的，其余87M15、87M4、87M9出土的，皆被命名为纽

扣形饰。从墓中分布情况来看，87M15、87M4、87M9这三个墓中共计出土的10

枚被命名为纽扣形饰的饰品作为纽扣来使用的可能性非

常的小，例如87M4为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

2．75、宽1．4米，墓底长2．16、宽1．36，深O．3米，墓

主头据推测为朝南，但这5枚纽扣形饰出土的位置基本分

布于墓的北部。再看98M29中出土的12枚珠状物，从其

l曼 19

分布情况，可以推测或者与邻近出土物构成组合，形
图30：18：M16：125半球形隧形珠

成为组合饰品在使用，在87M9的平剖面图中，编号为 19：M16：1 15球形隧形珠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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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的纽扣形饰，与编号80"---82的玉管出土位置极其相近(图29：87M9平剖面

图)，因而或可以大胆推测，87M9：79或是与编号80"--'82的玉管形成一个组合

串饰在使用，从以上因素考虑，把这种有着牛鼻穿孔的半球形、扁圆球形的也称

作珠，也应该是适合的，又即，这种以牛鼻穿孔造型的珠在良渚文化中也有发现，

其发掘报告者命名为“半球形隧孔珠”、“球形遂形珠"(参见图30：18：M16：

125半球形隧形珠19-M16：116球形隧形珠)。因此，凌家滩遗址出土的钻孔方

式为牛鼻穿孔的，但外形虽表现为不同的半球形、扁圆球形也可称之为珠。

B

0 40厘米

图29"87M9。平剖面图

从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管、珠的墓葬分布和数量来看，凌家滩人的串饰并不

发达，以玉管来说，仅有6座墓葬出土，其中出土物种类繁多、出土的玉器极其

精美的87M4、87M15、98M16、98M29四座大墓中，就占据了其中4座，全部

都有玉管的发现，而出土了12枚珠状物的，也只有98M29这样高规格的大墓而

已，也即管珠类在凌家滩时期可能即便是在贵族间，也只有身份较显贵的人在使

4l

2

0

．；笼愀佛

I

2，、E

6乱l

k

嚣总．
¨副玉壶0执啃一¨弧㈤篙纛譬嚆强协n¨茹～蠡～埔帆弧一嚣一5九3盆麓麓悉慧艚纸。玉瞅聃礁灞拽_“弛酯钉o“玖!|基¨纸弧：噔钙以。璜矗



以供穿系。

在凌家滩遗址的墓葬中总计出土有114枚玉璜，其材质包括了透闪石质、

蛇纹石、玉髓、玛瑙等多类玉质。凌家滩的墓葬中大多出土有璜，在三次发掘的

44座墓中，共计有26座墓中有发现。而一些高规格的大墓中，象87M15、87M4

璜的出土数量更是居多，分别达到30和19枚。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的玉璜中，按其外形，可分为桥形璜、半璧璜、条形

璜以及可分离的组合型璜。有的璜两端浮雕成动物首状，有的则在璜身加以装饰，

例如在璜体外沿琢磨出齿牙，或有的在璜的身中间的顶部雕琢出伞状物。

按照墓葬分期来分析，属于第一期墓葬的87M15，出土有大量的玉璜，合

计有30枚之多，主要以桥形璜、条形璜的形体为主，此外也出土了两枚可分离

的组合式璜，分别为87M15：40和87M15：106，以及87M15：109，其中，87M15：

40和87M15：106，中间的两端侧面各实心对钻一孔和凹槽相连，可连接、可分

离，此外，璜的一端琢磨成鸟头形，实心钻孔眼巧妙地与之相结合成之为鸟眼；

另一端则斜直，实心对钻一孔。87M15：109与之相类似，在璜的中间端侧面对

钻一圆孔和凹槽，应该也是与另一半璜相接的，璜的另一端圆雕着一虎头，上钻

一孔眼结合成为虎眼，87M15中未发现与之相对应的另一半璜。根据俞伟超先

生的研究成果，可能属于军事结盟的信物【27】。

第一期出土的玉璜，除了在璜的两端外雕琢成动物首状外，璜身未曾出现

过修饰。

凌家滩遗址墓葬的第二期出土的玉璜，则增加了新形态，即半璧璜。同时

条形璜虽然依然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但璜身明显看出比第一期的条形璜要粗壮

许多，同时，对于璜身的装饰也在增多。半璧璜多在璜体外沿琢磨出齿牙以修饰，

条形璜除了有在璜体外沿琢磨出齿牙的，也有在璜顶部琢磨成伞状顶饰的，例如：

87M1l：4，也有在璜弧顶端琢磨四个凸出齿牙作为修饰的。第二期同样发现了

具有可分离的组合式璜2枚，分别为：87M1：4和87M1：5、87M9：17和87M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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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一孔，两孔之间

中间可分开，但两

为猪龙首眼和风首

以及可分离的组合

凌家滩遗址墓葬的第三期出土的璜的数量锐减，半璧璜已消失不见，可分

离的组合形璜也没有发现，同时，也未见对璜身进行修饰的玉璜。因此，凌家滩

遗址出土的玉璜从演化路线来说，可能应为由条形璜、桥型璜到半璧璜，但到了

后期，璜的社会地位下降，应己属于璜的衰落期了，因此，对于费料颇多的半璧

形璜，便不可避免地消失不见，难觅踪迹。

凌家滩遗址中出土的可分离的组合形璜，具有特殊意义无疑是肯定的。在

北阴阳营遗址新石器时期也曾发现有类似的组合型璜(参见图31：北阴阳营组

合璜M39：4【28】)，这说明二者间文化应有一定的联系性。从墓葬出土物的分布

、 ＼、、．．
0 ＼

、、～～．

，

图3l：北阴阳营组合璜M39：4

情况来看，璜的佩戴方式应该是以绳线等串起套入脖颈上，作为颈饰的修饰。典

型的佩戴方式可以87M15平剖面图，从图中可以看出：璜的摆放位置情况可以

看出系成串使用，并套入脖颈处。(参见图32：87M15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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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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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7M15平剖面图

被原发掘报告命名为“珩’’的系出土于87M17，一共有22枚。87M17属于

凌家滩遗址墓葬的第三期，为一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2．11、宽

1．05～1．16、深O．25米，依据随葬品的位置，墓主人的头向应朝南，结合其在平



第三章凌家潍人体装饰品分析

剖面图中分布的位置(参见图33-87M17平剖面图)，与编号32～36的玉璜所处

位置较远，璜明显是放置于墓主胸前的，而珩的位置则处于墓主人的头部，即墓

的南端近中间偏东部区域，此区域除了摆放着这22枚“珩"外，未见其它物品

出土，可暂时排除掉与其它饰品组合成为成套饰品使用的可能，这显然与后代所

研究的珩的功用有所区别，因此，如果仅根据其正中圆顶是否钻有一实心对钻孔

便命之为“珩”尚待商榷。除了87M17以外，在87M6中，被原发掘报告者称

之璜的87M6．．45，其外形也有类似特征，呈半环形，在靠近弧顶处有一单面管

钻孔，这枚似也可以名之为“珩”，87M6按原发掘报告者的意见，也属于墓葬

的第三期，为一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长3、宽1．45、墓坑深0。26米，

根据墓坑内随葬品摆放位置，推测墓主人头向朝南。

关于“珩”在凌家滩时期的功用，限于目前出土资料的缺乏，无法判明凌

家滩遗址出土的“珩”是作何用途，从87M17考察，与璜有共出，但摆放位置

又与璜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与璜的功用或者亦有区分，又即，在两个发现有出

土“珩”的墓葬中皆看不出与周边饰品有组合成器使用的迹象，所以，可以排除

掉是饰品组合器的可能性，又87M6、87M17皆属于墓葬分期的第三期，因此，

“珩”或是第三期中新出的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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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
^’

凌家滩遗址的墓葬中仅87M2出土过一件，被发掘报告者称作护腕饰的

87M2：7，由于出土的材料太少，暂尊重原发掘报告者的意见，依此定名，则应

列为腕饰。



通墓葬所能比拟。这三件耳挡的制作工艺都相当精良，以87M15出土的耳踏为

例，87M15：34的材质系水晶，呈白色半透明，表面琢磨光亮。器扁圆球形，

中间琢磨凹槽。槽上为大半圆球体，槽下为小半圆球体。水晶的硬度达到了摩氏

7。，原发掘报告者称：“耳踏的球面体在显微镜下放大60倍、120倍观察仍不

见磨擦痕，其抛光的净面度很高，可与现代抛光技术相媲美。大小球面体之间的

凹槽，我们在放大20倍、40倍、60倍镜下观察发现，它分四道工序琢磨而成，

其痕迹显示为高速旋转琢磨痕。’’【29】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耳踏数量稀少，出土的墓葬规格又较高，所以可以据此

推测，耳趟的佩戴者在当时的凌家滩人中地位应该较高，与耳块的佩戴者有一定

的区别。

佩戴类。

凌家滩遗址的墓葬中出土的属于佩戴类的饰品包括冠形饰、簪、梳背、坠

饰等。前三者皆属于发饰类，而后者应属于组合饰物构件之一。冠形饰分别出土

于87M4和87M15，其中87M4出土了一件，87M15出土了三件。这两座墓都属

于凌家滩遗址中规格较高的大墓，出土的器物数量多，种类丰富。玉簪只出土1

件，发现于87M4墓中。出土于87M10墓、被原发掘报告者命名为“玉兔饰’’

的．87M10．7，或应是一件玉梳背，除87M10：7以外，还有研究者认为87M4：

40也应属于玉质梳背饰【30】，87M15：38也应属于玉质梳背饰。[31】

通过考察87M15平剖面图中编号35、36、38所摆放的位置，皆处于墓坑

的南端近中间位置，而墓主人的头向是朝南的，因此，这3个冠形饰作为发饰的

功用应该是无疑的。

如果把凌家滩遗址出土的这4件冠形饰全部认可为玉质梳背饰，则其佩带

的方式应该是通过其下组合的其他材质的梳齿插入头发上，从而达到修饰头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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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用，而其下底部上的实心钻孔或者也有另外一种佩带方式，即可能象后世的冠

一样，以绳穿孔，然后在人的下巴处打结固定住冠形饰。考虑到87M10出土过

一件玉兔造型的玉质梳背，笔者认为象87M15中造型端庄的、形似冠状的冠状

饰或以绳穿孔，于下巴处打结固定的佩带方式更合理，而87M4：40的造型活泼，

呈现了不规则的雕饰，或作为玉质梳背使用。

出土发饰的87M15、87M4分别为凌家滩遗址墓葬的第一、二期，第三期则

不见任何疑似发饰的饰品，而且，这两个墓也仅出土了合计6件的发饰，由此可

以推测，以玉石器装饰头发不是凌家滩人的常见打扮，凌家滩人或是采取了其他

方式来整理装饰头发。

凌家滩遗址的坠饰同样不发达，仅在第二期的87M9和98M16中有发现共

计10件坠饰，从墓中散落分布的出土位置，看不出有和其他饰品组合成套使用

的功用，用途不明，或等以后材料丰富后可以看出其使用方式。

三、典型墓葬出土分析

凌家滩遗址通过3次发掘，总共发现有44座墓葬，其中不乏随葬器物众多、

规格较高的大墓，按原报告者的墓葬分期意见，拟选取出土物较多的大墓来考察

各个时期凌家滩人的人体装饰品的变化。

(一)87M15

87M15系凌家滩遗址的第一期大墓，位于墓地的第二排中轴线上，T1208

的西南部。北面是87M7，南面紧靠87M1和87M4，西邻87M14。开口第④层

下，被87M8叠压，打破生土，为一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圹长2．5、

宽1．34～1．42、深0．2米。墓主人头向据推测应朝南。随葬器物达128件(组)，

其中玉器94件(组)，石器17件，陶器17件。

87M15共计出土的人体装饰品包括玉块1件、水晶耳踏1件、玉璜30件、

玉镯2件、玉管49’件、玉冠形饰3件。这些饰品分别有发饰、耳饰、颈饰、腕

饰等，其中尤以玉璜的出土数量为巨，除了作为颈饰的装饰外，还有其作为重礼

器的社会功用是不言而喻的。玉管出土的数量也非常多，玉管通过绳线等可组成

为串饰使用，在凌家滩遗址的第一期的大墓中出土了数量如此多的玉管，至少说

明在一个社会地位相对高贵的群体中，串饰是发达的。而耳趟的发现，说明当时

的凌家滩人已经掌握了在人的身上打洞的技巧，这在金属器未出现的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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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项相当智慧的钻孔行为。玉块、耳趟、玉镯出土的数量并不多，这说明，早

期的凌家滩人修饰的重点相对集中在颈饰这里。

(二)87M4

87M4系凌家滩遗址的第二期大墓，位于墓地的南端第一排中部，T1207的

西南角。墓东北角上有87M1，北部有87M15，西面与87M2、87M3相邻。开口

于第⑧层下，打破第④层和生土。为一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口大底小，

四壁斜收，墓口长2．75、宽1．4米，墓底长2．16、宽1．36米，深O．3米。在墓坑

内中部偏北发现一段人骨，长约15厘米，己朽无法取出，在墓口面中部略偏南

位置平放有一件巨型石钺，重约4．25公斤，墓内还发现有朱砂，按随葬品摆放

位置，推测墓主头向应朝南。

87M4的随葬器物达145件(组)，其中玉器103件(组)、石器30件、陶

器12件。

87M4出土的人体装饰品包括有玉块14件、玉璜19件、玉镯4件、玉环3

件、玉璧3件、玉管9件、玉珠5件、冠形饰1件、簪1件等。这些饰品分别有

发饰、耳饰、颈饰、腕饰等。玉璜的出土数量仍然居多，达到19件之多，但比

之第一期的大墓87M15，数量有所减少，而作为耳饰的块的数量明显增加，有

14件。此外可组合成串饰的管、珠类的数量急剧下降，玉管仅出土了9件，从

墓中的散乱分布来看，似未组合为串饰使用。而发饰方面则增加了簪这一新的整

理头发的器型，簪可以起到固定发髻、装饰发髻的功用。环形器中除了镯外，还

出现了环、璧这两种新的器型。由以上数量的增减变化，可以看出第二期的凌家

滩人装饰人体的重点除了集中在颈饰外，同时，增加了腕部的装饰。

(三)98M7

98M7系凌家滩遗址的第三期墓葬，位于墓地第一排中轴线第东部，T1507

中部偏西。东北紧令98M32，西有98M16。开口在第①层下，打破②③层。为

一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圹北宽南窄，长2．28、宽1．10～1．70、深0．3

米。墓坑内未发现人骨架葬具，在墓圹北部偏西侧有～块突出的平台，上面没有

任何随葬品，原发掘报告者推测可能是该墓的二层台。依据期随葬器物的摆放推

测墓主人头向朝南。

98M7随葬器物49件，其中玉器2l件，石器6件，陶器22件。是凌家滩

墓地随葬陶器最多的墓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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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M7出土的人体装饰品包括玉块4件、玉璜5件、玉镯8件、玉环2件、

玉璧2件。同一、二期相较，璜与块的数量都是无法与前期相比的，但玉镯的使

用数量在增多，同时，二期开始出现的环、璧的器型保存了下来，不再见管、珠、

冠形饰类。从以上的数量增减变化中能看出，璜的社会功用进一步下降，圆形器

的数量在增多。发饰不见玉石，串饰不见，即第三期的凌家滩人较为着重于腕饰、

佩饰，而发饰可能采取了其他材质，不再以玉石修饰。

由这不同时期典型大墓的出土物分析，凌家滩时期似历经了一个以璜的修

饰为主向圆形器发展的过程，而这种过程，不是属于外族文化入侵带来的审美观

念的异化，而是来自本族内部上层阶级的更迭引起的审美情趣的变化，这个过程，

体现的是一种缓慢变化的时代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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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凌家滩墓地出土人体装饰品数量统计表(一)

墓编 护腕 耳 冠形 梳 坠
分期 方向 殃 璜 珩 镯 环 璧 瑷 管 珠 簪

号 饰 挡 饰 背 饰

第一期 87M15 南北 l 30 2 49 1 3

87M1 南北 2 2 1 1 l

87M4 南北 14 19 4 3 3 9 5 l 1

87M8 南北 6 3 17 11

87M9 南北 2 4 7 l 34 4 7

87M10 南北 1 2 3 1

87M11 南北 2 11 8

87M12 南北 4 4 15 9

87M13 南北 l

87M14 南北 3 3 5 1 4

87M17 南北 6 22 7

98M5 南北

第 98M6 南北

二 98M8 东两 3

期 98M9 南北 l 1 2

98M13 南北

98M14 南北 5 2 4

98M15 南北 3

98M16 南北 2 1 2 5 2 3

98M18 南北 l

98M19 南北 3 5 l

98M20 南北 4 1

98M21 南北 1

98M22 南北

98M23 南北 1

98M24 南北 1 1 1 1

5l



凌家滩人体装饰品

续表四：凌家滩墓地出土人体装饰品数量统计表(二)

分 墓编 护腕 耳 冠形 梳 坠
方向 殃 璜 珩 镯 环 璧 瑷 管 珠 簪

期 号 饰 踏 饰 背 饰

98M25 南北 1 8 1 4 2

98M26 东西

98M27 南北 4

第
98M28 南北 2 1 2 2

●——

98M29 南北 4 5 6 7 4 5 12

期
98M30 南北 3 1

98M31 南北 2

98M32 东西

87M2 南北 2 4 2 l

87M3 南北 2

87M6 南北 l 2 7

87M7 东西 4 1 19 3 1

第
98M3 南北 1

98M4 南北
期

98M7 南北 4 5 8 2 2

98MIl 南北

98M12 南北 1

98M17 南北 1

合计 44 114 23 104 97 33 3 106 22 l 3 4 1 1 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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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城南约30公里处，遗址总面积60多万平方

米，凌家滩墓地的现存面积约14000多平方米，从1987年以来，前后经过5次

发掘，发掘总面积2960平方米。发现的遗迹包括68座墓葬以及祭坛、祭祀坑等，

出土了大量精美和富有特色的玉器，对我国史前玉器文化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

意义。据MC法年代测定，凌家滩遗址年代约为距今5500年左右。

一、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人体装饰品特点

凌家滩墓地出土的人体装饰品种类繁多，包括了块、璜、珩、镯、环、壁、

瑗、管、珠、护腕饰、耳踏、冠形饰、簪、梳背、坠饰等，材质基本以玉质为主，

形制与制作工艺独具自身特色。

(一)质地上乘，普遍采用了玉石材质，陶质饰品不见。

凌家滩墓地出土的所有人体装饰品皆为玉石器(只有2件为石器)，而流行

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陶质饰品则一件也无，具有典型的长江流域人体装饰品的特

色。其玉质饰品包含透闪石质、蛇纹石、阳起石、石英岩玉、玉髓、玛瑙和水晶

等，其中又以透闪石质的数量居多。

(二)人体装饰品以块、璜、圆形器为主，串饰不发达。

在凌家滩遗址发掘的几个大墓中，璜作为随葬品之一，处于较高的社会地

位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是显然易见的，与稍后的良渚玉文化中重玉璧的社会功

能是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凌家滩墓地出土的玉璧尺寸较小，也没有良渚玉文化

中的玉璧制作的精美，作为随葬品之一，其放置方式显得随意而无规律可循，因

而，玉璧在凌家滩时期可能不是重要的礼器，但随着后期圆形器的发达，可以看

出璜的数量是在下降的，圆形器的社会地位处于上升的趋势。

除了璜与圆形器之外，凌家滩墓地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块饰。块、璜饰的

发达，似乎说明了凌家滩遗址与江淮平原地区其它史前文化具有相对统一的文化

特征。而作为圆形器之一的镯，在凌家滩出土的人体装饰品中的数量仅次于璜，

其佩戴实例显示有多达4~5个的套入腕部作为修饰。这种腕饰的佩戴方式或者对

于良渚文化中玉琮的起源是一种启示，在关于良渚玉琮的起源方面在考古界一直

纵说纷纭，其中有一种的看法便是：日本的梅原末治曾认为琮的原形是从环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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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来的，短者，为腕饰发展而来的形制，在林巳奈夫的《中国古玉研究》一书

中，他赞成梅原的说法，认为这个观察是正确的【32】。凌家滩遗址的年代略早于地

处东南的长江下游地区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区，是否凌家滩遗址的圆形器对于其

玉器的器形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可能待将来出土有更多的材料可进行进一步的

深入研究。

尽管在凌家滩遗址的出土物中管的出土数量很多，占到全部人体装饰品的

18．66％，但从出土墓的个体考察，在已发掘的44座墓中仅有6座墓出土有管，而

这6座墓中又有两座墓的管的出土数量巨大(87M15、87M9)，因此，尽管凌家

滩墓地出土的管的数量较多，但不构成凌家滩人串饰发达的必然因素，这点，与

周边的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及大溪文化晚期【33J有着显著区别的。

(三)凌家滩人注重对颈部、耳部及腕部的修饰。

块、璜、圆形器饰的发达，这显示了凌家滩人独特的审美观，表明了凌家滩

人较为注重对颈部、耳部以及腕部的修饰。而玉石质的发饰出土数量稀少，这似

乎显示了凌家滩人头发不是其关注的重点，凌家滩遗址甚至没有出土过一枚除石

质外其它材质的发簪，尽管87M4出土了一枚玉簪，但其身过短甚粗，有学者称

或兼作他用【34。。这也是与黄河流域的盛行的簪饰有着巨大的区别。凌家滩遗址虽

然也出土有玉冠饰，但数量并不多，出土的墓也基本属于早期墓葬，到第三期己

不见出土，其精美程度当然也无法与稍后的良渚文化的玉冠饰相比，这些都充分

说明了凌家滩人对于人体修饰的着重点是不包括头发的，在实际中，或用其它材

质和装扮手法在整理头发，由于除玉、石、陶外其余的材质较难在南方偏酸性土

壤中保存，因此，具体凌家滩人到底是以何种方式对头发进行装饰的，暂时还无

法有一个整体的面貌出来，或者通过凌家滩遗址中出土几件人形玉器，可以一窥

凌家滩对头发修饰的情况。

二、凌家滩人体装饰品反映的社会形态

凌家滩墓地的随葬品多寡不均，随葬器物的种类也各有不同，大墓中往往会

伴随出有相当于礼器功用的出土物，如璜、钺、璧等。这反应了当时凌家滩社会

的阶级分层现象已相当成熟而非处于初萌期。其次，有些墓葬中随葬了玉芯和玉

石料，推测墓主人的身份或许是玉匠，而从凌家滩玉器的极其成熟的制作工艺而

言，专门从事玉器制作的匠人己完成了社会分工的角色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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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家滩的产品在社会成员中的占有度有着巨大差异，在这三次发掘的44座墓

葬中，除了4座墓是东西向的，其余皆为南北向，而这4座东西向的墓葬最穷的

仅随葬了1件陶器，不见其它随葬物品，大墓的随葬品则能达上百件之多。除了

人体装饰品外，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入、玉版、玉龟、玉龙、玉勺等分外引人注

目，玉人的形态，有研究者认为应是觋【35】，报告的发掘者则称是神人的形象【361。

玉版、玉龟等的出土，显示出了凌家滩时期不仅出现了原始宗教，而且这种原始

宗教文明的发达程度还相当高，有可能已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宗教知识和礼仪祭祀

规程。

此外，从凌家滩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凌家滩人对这片曾经生活过的区域有

着精心的规划，其聚落包括生活区、祭祀区及墓地。凌家滩人的墓地没有出现象

良渚文化专门的贵族墓葬区，但仍然呈现出了一定的规律性，出土物较丰富的大

墓基本分布于墓地南部，墓葬的不同朝向似乎也代表了一定的社会财富占有多寡，

根据严文明先生的研究，认为凌家滩时期的墓葬是属于穷人和富人没有专门分葬

区，或是同一氏族葬于同一片墓地【3 7J’，这说明凌家滩时期尚未完成阶级分化，在

某种程度上依然保持着原始氏族血亲的观念。可分离的组合型璜的出土，则暗示

了凌家滩人对外有着一套成熟的外交策略，无论联姻还是军事联盟或是作为首领

对于军事首脑的一种控制手段，凌家滩人这种显得高度发达的社会功能的控制手

段，展现了类似于后代国家机器方具备的功能。

从璜的地位下降而圆形器逐渐成为随葬品的主流，似乎也暗含了一股凌家滩

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激流，这同样展现了凌家滩时期的社会结构未达到固若金汤

的阶级分层，世袭的因素会很少，个人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剩余产品

的分配。凌家滩人的社会依然是一个朝气蓬勃不断上升的社会，社会阶层允许流

动，旧的阶级贵族不停受到新兴力量的冲击，这反映到人体装饰品中便是社会的

审美情趣在变化，新的社会力量既认同了一部分旧有的传统，但同时也培养出了

足以展现自身个性的新的审美视角，这种转变，与外来文化入侵本土文化，又是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前者代表了进步，而后者则是灭种的危机。

尽管囿于目前资料的匮乏，无法探知凌家滩文明的来龙与去脉，但这群生活

在江淮平原上，有着超乎寻常发达的史前文明绝非凭空诞生，必定前期有一个由

不文明到文明的缓慢的进化进程，而这支依然处于上升阶段的史前文明，也绝不

能凭空消失在这片江淮大地，必定有一个去处继承与发展了这个文明，关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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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对于史前玉器文明的意义

从其出现的第一天起，便与整个中华文化

密切结合。在新石器时期，曾出现过众多的玉器文化，如北方有红山文化、大汶

口文化，而南方则以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为代表，江淮之间，则分

布着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及凌家滩遗址的玉器文化等。近年考古学界多有

讨论在中国史前是否还存有一个玉器时代?而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众多玉器为这样

的一个论题提供了绝佳的实证材料，凌家滩人大量的采用了玉石器对人体进行装

饰，这对于后代最终完成的一套完善的玉礼器制度是否又是其间不可或缺的进程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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