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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距令10000至
5000年生业状况初探

摘 要：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出现栽培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行为。从整体上看，生

业方式经历了从采集渔猎逐步发展到以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主，以采集渔猎为辅的过程。这种生业方式

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地区内的各个小区域不是完全同步的，中原地区明显地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中原地

区的稳定发展为后来早期中国出现在这个区域奠定了经济基础。良好的自然条件是这个地区生业发展的必

要前提。

关键词：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生业

Abstract：Crop cultivation and raising livestock first emerged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and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Neolithic period．Overall，subsistence industries in the region have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tramifion from systems based on hunting and gathering to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ystems

based on the exploitation of cultivated crops and domesticated animals supplemented by wild plant and animal re-

sources．Agriculturally based subsistence systems did not emerge simultaneously in all sub regiom，but the Central

Plains clearly shows a steady trend of development that lai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subsequent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Favorable natural environmental condidom were a necessary prerequisi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is area．

Key Words：Middle Yellow River Valley and North China；Early to Late Neolithic；Subsistence Industries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在开展考古学研究

时，从观察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状特征切入。进行探

讨是十分重要的。在此基础上，围绕动植物遗存进行

研究，从生业的角度进行探讨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一

项重要内容，因为生业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是古代

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从2016年开始陆续发表对全国新石器时

代至先秦时期的生业状况的研究结果①。本文以黄河

中游及华北地区为地域范围、以中国新石器时代早

期至晚期为时间框架，对这个时空范围内的生业状

况进行研究。这里首先按照黄河的流向，从西向东阐

述这个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生业状况，在

阐述时先介绍各期的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然后进

行小结；在最后部分，围绕前面阐述的内容展开讨论

并进行总结。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

(距今约12000年～10000年)

这个地区属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不

多。主要有分布在华北地区的北京市怀柔区转年遗

址、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

址、阳原县于家沟遗址等②。其中，仅有南庄头遗址和

东胡林遗址进行过动植物考古研究。

万方数据



壹杰叁蛰2018．01h-ⅥF^吣怔N州

(一)资料

1、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

东胡林遗址的年代在距今11000年～9000年间．

通过水洗浮选和定性定量分析，发现数量丰富的炭

化植物遗存，其中包括可能为这个时期的粟和黍(因

为保存状况极差，且数量极少，无法测年)，其获取食

物的方式主要为采集，但可能开始种植小米③。

该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遗存．主要为腹足

纲、瓣鳃纲和哺乳纲，以鹿类骨骼居多，没有发现驯

化动物的证据@。

2、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

南庄头遗址的年代为距今约10000年左右。通

过对该遗址的植硅体和孢粉进行分析，没有发现当

时存在农作物的证据⑤。

通过对1987年和1997年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

进行定性或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腹足纲、瓣鳃纲、

鸟纲、哺乳纲等。对1987年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鉴

定有鸡和家猪。复查时发现当时的鉴定有误．应该是

雉和野猪。依据下颌骨的形状和尺寸、齿列的长度及

牙齿排列的疏密度等，判定该遗址出土的狗是目前

所知的中国最早的狗⑥。依据对哺乳动物的最小个体

数的统计，家养动物狗约占总数的9％，鹿等野生动

物约占91％，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⑦。

(二)小结

这个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生业特征是主要

以采集渔猎的方式获取食物资源，东胡林遗址可能

已经开始种植小米，但这种行为在这个地区不是普

遍现象。在南庄头遗址发现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

狗．没有发现其它家养动物种类的遗存。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

(距今约10000年一7000年)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这个地区遗址的数量

明显增多，我们可以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对分布在

各个地区的遗址进行概括。其中有主要分布在甘肃

省东部地区和陕西省关中地区的大地湾文化、主要

分布在河南省中北部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分布于河

南省南部地区的贾湖文化、分布在河北省中南部地

区的磁山文化@。

(一)资料

这个时期的遗址有9处，其中做过动植物考古

的遗址有3处，仅做过植物考古的遗址有3处，仅做

过动物考古的遗址有3处。以下分别阐述。

1、做过动植物考古的遗址

(1)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

贾湖遗址主要属于贾湖文化，年代为距今约

9000年～7800年。通过水洗浮选和定性定量研究，发

现贾湖遗址(研究者认为早、中和晚各期出土的植物

遗存数量不均匀．故放在一起统计)有作为早期栽培

作物的稻谷遗存、可能被种植的野大豆、采集获得的

栎果、菱角、莲藕等可食用的野生植物遗存，还有其

他杂草类遗存。当时的生产活动仍然以采集为主，稻

谷种植仅是辅助性的生产活动⑨。

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行的6次发掘及

2001年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定性或定性定量研

究，确认有腹足纲、瓣鳃纲、硬骨鱼纲、爬行纲、鸟纲、

哺乳纲等。研究者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6次

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鉴定，认为狗、家猪、牛和

羊可能为家养动物。但是并未阐明猪、牛和羊属于家

养动物的可靠证据．也未对动物遗存进行统计，从报

告的内容分析，当时以野生动物为主@。我们通过对

2001年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鉴定和研究．依据

齿列排列扭曲、臼齿线性牙釉质发育不全的标本占

较高的比例、牙齿几何形态测量特征、2岁以下的猪

在全部猪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猪的个体数量在全

部哺乳动物中占据一定的比例、在墓葬中随葬猪的

下颌及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结果显示，猪和人的

食物结构十分相似等现象，判定贾湖遗址出土的猪

中包含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家猪@，依据统计结果，

狗、家猪等家养动物在贾湖遗址一至三期出土的哺

乳动物中的最小个体数分别为10％、13％、21％，当时

获取的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

(2)河南省渑池县班村遗址

班村遗址包括多个文化层，通过水洗浮选，在距

今约7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层里发现朴树、山茱

萸、栎属、紫苏和野大豆。朴树的发现可能与食用有

关@，由此可见，采集可能是当时的主要生产活动。

通过对年代为距今约7900年一7500年的裴李岗

文化层里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

有硬骨鱼纲、哺乳纲。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哺乳

纲中狗、家猪等家养动物约占总数的59％，鹿等野生

动物占41％@．当时似乎以家养动物为主获取肉食资

源。

(3)河北省武安市磁山遗址

磁山遗址属于磁山文化，年代为距今约8000年

左右。在1981年发表的考古报告中，提到在多个灰

坑中堆积风化的小米@。后来，吕厚远等专门对磁山

遗址出土的小米植硅体进行研究。发现黍的数量明

显多于粟@。这个认识与其他地区距今约8000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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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遗址中出土的炭化小米中，黍的数量多于粟的

数量的研究结果一致⑩。

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研究，确认有瓣鳃纲、

硬骨鱼纲、爬行纲、鸟纲、哺乳纲等。狗和家猪为家养

动物。研究者未对动物遗存进行统计，但是认为野生

动物遗存的数量占哺乳动物总数的半数以上，猪骨

数量远不如仰韶文化遗址或者龙山文化遗址中的猪

骨那样占绝对优势@。当时获取的肉食资源似乎以野

生动物为主。

2、仅做过植物考古的遗址

(1)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

通过对距今约8500年～7000年左右的裴李岗遗

址出土的淀粉粒进行研究，发现橡子、粟或黍或薏苡

属、根茎类，以橡子的淀粉粒数量最多，可能为粟或

黍的淀粉粒数量极少，反映出当时以采集为主@。

(2)河南省邓州县八里岗遗址

通过水洗浮选和定性定量研究，在距今约7000

年的前仰韶文化层中发现炭化的植物遗存，多为稻

和橡子，它们的数量大致相当。当时以稻作农业和采

集野生资源并存的方式获取植物性食物∞。

(3)河北省易县北福地遗址

北福地遗址的年代为距今约8000年～7000年左

右，在该遗址的灰坑中发现炭化的核桃楸果核和栎

属种子，这是当时人开展采集活动的证据@，当时可

能以采集的方式获取植物性食物。

3、仅做过动物考古的遗址

(1)陕西省宝鸡市关桃园遗址

关桃园遗址包括多个文化层，通过对年代为距

今约7800年-6900年的关桃园前仰韶文化层(从广

义上讲，可归入大地湾文化)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

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瓣鳃纲、硬骨鱼纲、鸟纲、哺乳

纲等。其中家猪的最小个体数约占全部哺乳动物总

数的7％。鹿等野生动物约占93％@。当时获取的肉食

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

(2)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自家村遗址

自家村遗址属于自家村文化(从广义上讲。可归

人大地湾文化)，年代为距今约8000年～7000年。通

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瓣鳃纲、硬

骨鱼纲、鸟纲、哺乳纲。依据可鉴定标本数的统计，

鸡、狗、家猪和水牛等家养动物约占全部哺乳动物总

数的60％。野生动物约占40％∞。这里必须指出的是

研究者将水牛归入家养动物，但是没有说明理由，故

不能对其可靠性进行讨论，只能按存疑处理。这个地

区在后来数千年的历史中也未曾发现家养水牛的证

据，如果将水牛归入野生动物的话，猪等家养动物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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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哺乳动物总数的36％，当时获取的肉食资源以野

生动物为主。

(3)陕西省商洛市紫荆遗址

紫荆遗址包含多个文化层，通过对年代为距今

约7900年～7000年的老官台文化层(从广义上讲，可

归入大地湾文化)里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

研究，确认有瓣鳃纲、哺乳纲。其中，狗和家猪这两种

家养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

21％，鹿等野生动物占79％@。当时获取的肉食资源

以野生动物为主。

(二)小结

这个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生业特征是在原有

的采集渔猎的基础上，出现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其

中栽培作物有粟、黍和水稻．家养动物有狗和猪。从

各个遗址的植物遗存上看，栽培作物并非普遍现象，

且属于栽培作物的数量也不多．栽培作物中黍多于

粟，发现水稻的遗址分布在黄河中游的南部地区。从

各个遗址的动物遗存看．新石器时代早期已经出现

的狗在中期的每个遗址中都存在。此外，每个遗址都

发现家猪，这是一种新的家养动物。但是，仅有班村

遗址的家养动物数量稍高于野生动物，大多数遗址

以野生动物为主。由此可见。这个时期主要以采集渔

猎为主、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辅的生业方式获取

食物资源。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

(距今约7000年～5000年)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考古

学文化类型的数量更多，主要有分布于甘肃省东部

地区、青海省东部地区、山西省南部地区、河北省南

部地区、湖北省西北部地区、陕西省和河南省全境的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后岗

一期类型、大司空类型、大河村类型和下王岗类型@。

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和陕西省北部的海生不浪

文化类型或庙子沟文化类型．分布于河南省南部的

屈家岭文化。

(一)资料

这个时期的遗址有27处，其中做过动植物考古

研究的遗址有2处，仅做过植物考古的遗址有7处，

仅做过动物考古的遗址有18处。以下分别阐述。

1、做过动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址

(1)陕西省华阴市兴乐坊遗址

兴乐坊遗址位于陕西关中平原，属于仰韶文化

庙底沟类型，距今约5900年～5600年。通过水洗浮选

万方数据



壹杰拳柳2018．01N^N F～㈣

和定性定量分析，发现农作物有粟、黍和稻，但是稻

的出土数量和概率均较低。此外还发现野大豆、蓼

属、车前属、筋骨草属、花椒属、报春花科、茄科等。兴

乐坊遗址在粟作农业的基础上发展了水稻种植．形

成稻粟皆有的特点，以粟为主@。

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腹

足纲、瓣腮纲、鱼纲、鸟纲、哺乳纲。依据最小个体数

的统计，家养动物狗和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

89％，野生动物约占11％@。肉食资源中以家养动物

为主。

(2)河南省灵宝市西坡遗址

西坡遗址是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居住

址，年代为距今约5300-5000年。通过水洗浮选和定

性定量研究，发现植物遗存中以粟、黍和水稻这三种

农作物为主，炭化粟粒的出土数量具有绝对优势，炭

化黍粒的出土数量相对较少，两种小米出土数量合

计在农作物籽粒总数中所占比例高达99％左右。其

他植物种子有属于禾本科、唇形科、蔷薇科、豆科、藜

科、茄科、菊科等@。

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腹

足纲、瓣鳃纲、两栖纲、鸟纲、哺乳纲。可以肯定出自

仰韶文化层的家养动物为狗和家猪，依据最小个体

数的统计，猪等家养动物约占全部哺乳动物总数的

60％，鹿等野生动物约占40％，肉食资源中以家养动

物为主@。

2、仅做过植物考古的遗址

(1)陕西省白水县下河遗址

下河遗址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距今5900

年-5600年。通过水洗浮选和定性定量分析，发现植

物遗存中数量最多的是粟和黍。此外还发现野大豆、

蓼属、车前属、筋骨草属、花椒属、报春花科、茄科等。

当时以粟作农业为主固。

(2)河南省邓州县八里岗遗址

通过水洗浮选和定性定量分析，在距今约5000

年前的仰韶时期除水稻外，新出现了粟和黍，两种小

米的数量与水稻基本相当，当时是种植小米和水稻

并举，另外还发现菱角@。

(3)河南省三门峡市南交口遗址

南交口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通过水洗浮选及

定性分析．发现距今约6000-5750年的一期的炭化

农作物有粟、黍、稻等，稻的数量较少，还有杂草种子

狗尾草、藜科、唇形科、菱角碎块等。距今约5450年～

5050年的二期的炭化农作物有粟、黍、稻等，稻的数

量增多，形成粟、稻混作的方式。杂草种子增加了牛

筋草、黍属、稗属、豆科等@。

(4)河南省淅川县沟湾遗址

沟湾遗址包括分别属于不同文化的地层和遗

迹。通过水洗浮选和定性定量分析，当时的植物包括

稻、粟、黍、大麦(?)、黍亚科、莎草科、葫芦科、苋科、

菊科、马齿笕科、茜草科、茄科、禾本科(粟、黍、黍亚

科之外的植物)、葡萄属、猕猴桃属等15种，各个时

期都以黍、粟、稻这三种农作物为主，黍的数量始终

最多，在仰韶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年代为距今约

4950年-4450年)中，稻的数量明显增多，但是没有

超过黍@。

(5)河南省鹤壁县刘庄遗址

刘庄遗址属于仰韶时代晚期大司空类型，年代

为距今约5050年-4650年。通过对土样进行水洗浮

选和定性定量分析，发现粟、黍等农作物，以粟为主，

其它还有黍亚科、野大豆、豆科等@。

(6)河南省淅川县吴营遗址

吴营遗址包含有屈家岭文化和春秋时期两个文

化层，通过水洗浮选，发现在距今约4950年-4450年

的屈家岭文化层有粟，还发现马齿笕属、藜亚科、唇

形科、藜科、苋科、蓼科、茜草科等杂草类种子，杂草

类的相对百分比和出土概率较高圆。

(7)河南省颍河流域中上游调查

通过调查属于距今约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的

登封县袁桥遗址、石羊关遗址、杨村遗址。对样品进

行水洗浮选和定性定量分析．发现粟、黍、豆、稻四种

农作物，以粟为主，黍、豆、稻的数量较少。野生植物

果实有酸枣、桃、杏、葡萄、山楂。野生种子有狗尾草、

倒刺狗尾草、苋科、藜科和莎草科圆。

3、仅做过动物考古的遗址

(1)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石虎山I遗址

石虎山I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年代相当于仰

韶文化后岗一期的早期阶段，即距今约6300年左

右。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哺乳

纲。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结果，家养动物狗和家猪

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16％，鹿等野生动物约占84％，

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

(2)内蒙古自治区察右前旗庙子沟和大坝沟遗

址

庙子沟遗址和大坝沟遗址均属于庙子沟文化类

型．年代为距今约5800年一5000年。通过对动物遗存

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庙子沟遗址有腹足纲、瓣鳃

纲、鸟纲、哺乳纲；大坝沟遗址中有腹足纲、瓣鳃纲、

鸟纲、哺乳纲。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庙子沟遗址

的狗和家猪等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27％．

鹿等野生动物占73％；大坝沟遗址的狗和家猪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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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44％，野生动物占56％．

两处遗址获取的肉食资源都是以野生动物为主@。

(3)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王墓山坡上遗址

王墓山坡上遗址属于海生不浪文化庙子沟类

型，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半坡四期文化阶段，距今

约5600年～4900年。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

研究，确认有硬骨鱼纲、鸟纲、哺乳纲。依据最小个体

数的统计，家养动物狗和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

55％，鹿等野生动物约占45％，肉食资源以家养动物

为主@。

(4)陕西省商洛市紫荆遗址

在年代为距今约6900年～6000年的半坡类型层

里，确认有腹足纲、瓣鳃纲、爬行纲、鸟纲、哺乳纲，依

据可鉴定标本数的统计，家猪等家养动物占20％，鹿

等野生动物占80％。在年代为距今约5600年-4900

年的西王村类型层里，确认有腹足纲、哺乳纲，依据

可鉴定标本数的统计，家猪等家养动物占37％．鹿等

野生动物占63％够。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

(5)陕西省宝鸡市关桃园遗址

在年代为距今约5500年～4900年的仰韶文化层

中发现哺乳动物，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家猪占

20％，鹿等野生动物占80％⑨。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

为主。

(6)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零口村遗址

零口村遗址包括分别属于不同时期的文化层。

动物遗存全部出自零口村文化层与仰韶文化层。通

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瓣鳃纲、硬

骨鱼纲、鸟纲、哺乳纲(研究者在报告里提及山羊．但

标注的拉丁文名是羊亚科，其写成山羊是笔误或鉴

定有误，尚有待于今后的探讨)。家猪是家养动物。依

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结果，在年代为距今约7100

年-6500年的零口村文化层中，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

数的51％，鹿等野生动物约占49％；在年代为距今约

6500年～5800年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层中，家猪约

占47％，鹿等野生动物约占53％；在年代为距今约

5600年一4900年的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层中．家猪

约占37％，鹿等野生动物约占63％@。在这三个阶段

的发展过程中，家猪有减少的趋势，肉食资源大致以

野生动物为主。

(7)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遗址

北首岭遗址包括前仰韶文化及仰韶文化遗存．

均有动物遗存出土，年代为距今约7100年-5700年。

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研究，确认有腹足纲、瓣鳃

纲、硬骨鱼纲、爬行纲、鸟纲、哺乳纲。研究者将前仰

韶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动物放在一起阐述，认为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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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和短角牛是家养动物，可能还驯养鹿。但是未解释

短角牛为何是家养动物。也未对动物遗存进行统计

∞，从报告的内容上看，似乎家猪的骨骼最多。当时的

肉食资源可能主要为家养动物。

(8)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

半坡遗址主要属于仰韶文化，年代为距今约

7000年一5000年。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研究．确

认有硬骨鱼纲、哺乳纲。狗、马、家猪、牛和绵羊可能

是家养动物@。但是研究者未解释马、牛和绵羊属于

家养动物的证据。需要强调的是半坡遗址还包括战

国时期的遗迹，当时是将全部哺乳动物遗存放到一

起进行研究的，研究者未对动物遗存进行统计，从报

告的内容上看，似乎猪骨的数量最多。

(9)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

姜寨遗址包括分别属于不同时期的文化层。通

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腹足纲、瓣

鳃纲、硬骨鱼纲、鸟纲、哺乳纲。狗和家猪是家畜，当

时可能还饲养梅花鹿。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在年

代为距今约6900年-6000年的姜寨半坡类型层里，

家猪等家养动物占哺乳动物总数的42％。鹿等野生

动物占58％。在年代为距今约6000年～5800年的姜

寨史家类型层里，家猪等家养动物占25％，鹿等野生

动物占75％。在年代为距今约5500年一4900年的西

王村类型层里，家猪等家养动物占21％，鹿等野生动

物占79％@。该遗址呈现出一个猪等家养动物的数量

逐渐减少、鹿等野生动物逐渐增多、最终占据绝大多

数的发展变化过程。那段时间获取肉食资源的对象

逐渐变为以野生动物为主。

(10)陕西省丹凤县巩家湾遗址

巩家湾遗址包括分别属于不同时期的文化层，

动物遗存主要出自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地层。通过

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研究，确认有腹足纲、瓣鳃纲、

鱼纲、鸟纲、爬行纲、哺乳纲。研究者未对动物遗存进

行统计，从报告内容上看，似乎在年代为距今约6900

年一5600年的仰韶文化层中，家养动物家猪的骨骼数

量较多圆。当时的肉食资源以家养动物为主。

(11)陕西省南郑县龙岗寺遗址

龙岗寺遗址包括分别属于不同时期的文化层。

动物遗存全部出自年代为距今约6500年～6000年的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层。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研

究，确认有腹足纲、瓣鳃纲、硬骨鱼纲、爬行纲、鸟纲、

哺乳纲。鸡、家猪、牛和羊是家养动物。研究者未阐述

鸡、牛、羊属于家养动物的理由，也未对动物遗存进

行统计o，从报告的内容上分析，野生动物多于家养

动物，当时获取的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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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陕西省高陵县杨官寨遗址

杨官寨遗址包括分别属于不同时期的文化层。

动物遗存出自年代为距今约5900年～5600年的庙底

沟类型层。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

有瓣鳃纲、鸟纲、哺乳纲。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猪

等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93％。野生动物约

占7％@。肉食资源以家养动物为主。

(13)陕西省靖边县五庄果墚遗址

五庄果墚遗址的文化内涵接近海生不浪类型．

时代相当于中原地区半坡四期发展阶段，即年代为

距今约5600年～4900年。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

定量研究．确认有硬骨鱼纲、爬行纲、鸟纲、哺乳纲。

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狗和家猪等家养动物约占

哺乳动物总数的34％，草兔等野生动物约占66％@。

但是考虑到1个草兔的肉量和1头家猪的肉量差距

甚大。当时的肉食来源似乎以家猪为主。

(14)陕西省横山县大古界遗址

大古界遗址属于仰韶晚期．年代为距今约5600

年～4900年。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

认有瓣腮纲、鸟纲、哺乳纲。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

家养动物狗和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11％，野生

动物约占89％，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国。

(15)河南省新安县荒坡遗址

荒坡遗址包括分别属于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动

物遗存主要出自年代为距今约6500年左右的仰韶

文化早期地层。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

确认有瓣鳃纲、硬骨鱼纲、鸟纲、哺乳纲。狗、家猪和

羊为家养动物．但是研究者未说明羊为家养动物的

依据。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结果，家养动物约占哺

乳动物总数的85％，鹿等野生动物约占15％左右，肉

食资源以家养动物为主@。

(16)河南省郑州市西山遗址

西山遗址主要以仰韶文化遗存为主，可分为三

期。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腹足

纲、瓣鳃纲、硬骨鱼纲、爬行纲、哺乳纲。狗、家猪是家

养动物。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在距今约6500年～

6000年的第一期。猪等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

的45％。野生动物约占55％；在距今约6000年一5200

年的第二期．猪等家养动物约占55％，野生动物约占

45％：在距今约5200年～4800年的第三期，猪等家养

动物约占77％，野生动物约占23％，家养动物的数量

呈逐渐增多的趋势蟹。肉食资源基本上以家猪为主。

(17)河南省洛阳市妯娌遗址

妯娌遗址包括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遗

存．均有动物遗存出土。年代为距今约5200年N4800

年。通过对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腹足

纲、硬骨鱼纲、鸟纲、哺乳纲。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

计，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60％，梅花鹿占40％固。

肉食资源主要是家猪。

(18)河南省渑池县笃忠遗址

笃忠遗址属于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的遗存，年

代为距今约5000年左右。经过对遗址出土的动物遗

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确认有腹足纲、鸟纲、爬行纲、

哺乳纲。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家养动物狗和家猪

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73％，鹿等野生动物占27％@。

肉食资源以家猪为主。

(二)小结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业特征是出现4种种植农

作物的方式，即以粟为主；以粟为主、以稻为辅；粟稻

混作、两者的数量相差不多；以稻为主、以粟为辅。当

时基本上都是以栽培作物的方式获取植物性食物，

其中稻的数量较多的遗址均位于黄河以南地区。获

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有3种，即以野生动物为主、家养

动物为辅；家养动物数量稍高于野生动物；以家养动

物为主、野生动物为辅。其中，内蒙古地区获取肉食

资源的方式主要以野生动物为主，家养动物为辅。陕

西地区3种方式都存在，但是以野生动物为主，家养

动物为辅的方式占据的比例较大。特别是零口村遗

址和姜寨遗址从早到晚的不同文化层中野生动物的

数量逐渐增多，家养动物的数量逐渐减少。河南地区

则基本上以家养动物为主、野生动物为辅。

四、讨论

从全国范围看，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在新石器

时代早期至晚期的生业行为有四个特征，以下分别

阐述：

(一)栽培和驯化行为的出现及意义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现人工饲养的狗，即古人

将狼驯化成狗。狗的出现是当时人开始控制动物、利

用动物的新举措。尽管这种活动并未改变原有的采

集渔猎的生业方式．但是这种饲养狗的行为，从思路

上、方法上为日后饲养其它动物奠定了基础，如家猪

的饲养方式就与狗的饲养方式比较相似，往往是在

聚落里放养，吃的食物也与人的食物密切相关。另

外，这种人为地管理一种生物方式的成功，对于古人

形成栽培农作物的意识和行为也是极为重要的启

示。尽管这个地区尚未明确发现处于起源阶段的人

丁栽培的粟或黍．但是这个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中期

开始出现的较为成熟的栽培农作物的现象，意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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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大。它不但为我们探求粟、黍和水稻的起源提供

了线索，而且种植农作物的行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

类的生业方式，继人类起源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二次

伟大的起源，即农业起源由此发生。种植农作物和饲

养家猪不但保证了人类可以摆脱自然资源的局限，

有计划地、稳定地获取食物来源。而且，种植农作物

和饲养家猪的行为可以逐渐扩大，满足人类持续增

加的对于食物的需求量。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为人

口逐渐增长创造物质条件。人口逐渐增长到一定程

度，必定带来管理方面的复杂化，而管理方面的复杂

化，则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因

素。这个过程不断呈螺旋式上升的形式循环。可以

说。农业的形成与发展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文

明起源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生业发展的模式

纵观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生业特征，可以

看到有一个递进式的发展过程。即整体上从早期采

集渔猎的生业方式，历经中期的以采集渔猎为主，栽

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辅的生业方式，发展到晚期的

以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主，以采集渔猎为辅的生

业方式。生业方式发生变化的证据是栽培作物和家

养动物数量的增多．而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数量的

增多往往又与原来依靠自然环境提供的食物资源不

能满足需要，在生存压力之下，当时人必须依靠自己

的劳作，开发新的食物资源相关联。由此，带来生产

力的进步．出现新的食物种类、新的生产工具、新的

生产方式等等。而这些新的要素的出现，又会带来生

业、经济、社会管理及上层建筑的变化。恩格斯在马

克思墓前说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

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

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

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

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

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

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

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

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

得相反”o。由此可见，这个生业方式的变化过程意义

深远，其奠定了古代中国这个农业社会的基础。当

然，如果具体地观察．这个变化过程并非在每个时期

的任何一个遗址都整齐划一。比如在新石器时代晚

期，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几个遗址就有以采集渔猎为

主，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辅的生业方式和以栽培

作物和家养动物为主，采集渔猎为辅的生业方式共

存的现象。陕西地区与内蒙古地区有相似之处，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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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以采集渔猎为主，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辅；有

些遗址尽管以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主．但家养动

物的数量比例仅略高于野生动物，当时的渔猎活动

还较为频繁。只有河南地区以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

为主，采集渔猎为辅的生业方式表现的最为典型。这

种区域性的生业方式的不同可能反映了各个区域的

生业整体水平。

(三)陕西与河南的差异

陕西地区在中期和晚期阶段的发展进程中都存

在以采集渔猎为主，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辅的生

业方式和以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主，采集渔猎为

辅的生业方式共存的现象。特别是陕西的零口遗址

和姜寨遗址从早至晚的不同文化层中都存在野生动

物的数量比例逐渐增多．家养动物的数量比例逐渐

减少的趋势。而且既便以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为主．

但其家养动物的数量比例仅略高于野生动物，显示

出当时渔猎活动还占有较高的比例，这类两种方式

共存的现象甚至到新石器时代末期还存在@。陕西地

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始终没

有进步到基本上以饲养家猪为主的阶段，生业的发

展相当缓慢。相比之下，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和

晚期的生业方式特征则基本上都是以栽培作物和家

养动物为主，采集渔猎为辅，这个特征与该地区新石

器时代末期的状况是一脉相承的@。陕西与河南这两

个地区生业特征的差异，似乎与早期国家没有出现

在陕西地区，而是出现在中原地区有一定的关系。如

果从新石器时代到先秦时期这个长时段的进程看，

陕西地区生业方式的转变是后来居上的。如战国时

期位于陕西的秦国大力发展农业，修建郑国渠，改变

关中地区土壤贫瘠的状况，带动经济快速发展，为秦

灭六国奠定了基础@，这是一个最为典型的实例。

(四)自然环境的作用

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良好的自然环境也是生业

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个地区的气候大部分

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热量资源比较丰富，降

水集中。黄土堆积主要集中在这个地区，黄土疏松多

孔，粉砂质，质地均一，富含碳酸钙，在黄土覆盖区，

土壤发育深受黄土母质影响．土层持水性较好。黄

河、渭河、滹沱河、漳河、淮河等流经这个地区。这个

地区的植被建群种甚为丰富，森林植被的建群种以

松科的松属和壳斗科的栎属为主@。这个地区的气

候、土壤和水系等条件都为各种植物和野生动物提

供了良好的生长及栖息环境，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

展。另外，这个地区东面与黄河下游及东北地区为

邻，北面与内蒙古地区为邻，西面与黄河上游地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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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南面与长江流域为邻，这个地理位置也为其与各

个地区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黄河中游及华北地

区的生业状况与相邻地区在相关时期内的生业状况

大致相似，这种边界效应与交流对于促进黄河中游

及华北地区的文化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

五、结论

黄河中游及华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

出现栽培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行为，从整体上看，

生业方式自采集渔猎逐步发展到以栽培作物和家养

动物为主，以采集渔猎为辅。这种生业方式的发展过

程在这个地区内的各个小区域不尽相同，中原地区

的稳定发展为后来早期中国出现在这个区域奠定了

经济基础。良好的自然条件是这个地区生业发展的

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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