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青海师范大学侯光
良教授团队申请了青海省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青藏高原全新世人
类活动对环境演变的响应》。这
个研究的目标是远古以来人类对
青藏高原环境演变的适应过程，
即揭示在青藏高原这样的极端环
境区内，环境演变与人类生存区
域、生存方式有何内在联系。

“早先的研究者在上游的通
天河治多段发现了距今 8000 年
左右的参雄尕塑细石器遗址。由
此我们设想，既然在上游海拔更
高的地区都发现了石器时代的遗
址，那么通天河海拔较低、更适宜
人类生存的玉树—称多河段没有
理由发现不了早期的人类遗存。”

据侯光良教授介绍，以往的研究
显示出青藏高原史前石器工业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进一步指出人
类早期向青藏高原扩散可能存在
较大的时间跨度和多样化的扩散
路线。目前，学术界占据主流的
观点是人类从高原外的东北部扩
散至青藏高原。相对而言，青藏
高原东南部的科考工作较为薄
弱，旧石器考古发现非常稀少。
于是，在青海省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项
目联合资助下，侯光良教授、陈宥
成副教授团队在2018年、2019年
夏季，对青藏高原腹部三江源地
区通天河玉树—称多河段两岸进
行了系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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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研究方向是揭示人类如何逐步适应

青藏高原的极端环境

“原本预想发现细石器遗址，没想到发现了

更为古老的典型石核—石片工业”

侯光良教授表示，过去一般
认为由于青藏高原自然环境严
酷，人类占据青藏高原的历史并
不长，“但是遗址的发现超出我们
的预料，高原腹地发现了历史更
古老的石器遗存”。据统计，研究
团队在塘达遗址2-4级阶地面上
共发现石制品 67 件，歇格遗址 2
级阶地面上共发现石制品 43
件。两个遗址新发现的石器工业
特征鲜明，均属于石核—石片石
器工业，以附近河床优质绿色硅
质岩砾石为主体原料，石核以双
面剥片和单面剥片模式为主，石
制品尺寸较大，工具类型以刮削
器为主体，存在少量砾石砍砸器。

“原本预想发现细石器遗址，
没想到发现了更为古老的典型石
核—石片工业。”侯光良教授说。

细石器是一种特殊的技术工
艺所产生的石制品，东亚地区多
以压制法或间接打法所剥离的细
石核、细石页为代表。

由于高原强烈的风蚀雨淋和
地层变动，往往导致年代久远的
历史遗迹直接暴露在地表。目前
揭示青藏高原早期人类历史相对

丰富的材料依然是石器。石器在
青藏高原上能够长久保存，在没
有被埋藏的情况下也可以保存数
万年甚至更久，因此成为追寻早
期人类踪迹重要的方向标。

“与此前发现的石器工业不
同，塘达和歇格遗址是中国青藏
高原腹地首次发现的、典型的石
核—石片工业。”侯光良教授表
示。塘达和歇格遗址的石核-石
片石器工业，剥片序列信息清晰
单纯，完全不包含细石叶、石叶等
技术因素；剥片模式清晰稳定，为
进一步追踪石器生产者的身份、
年代及来源问题提供了可能。

“已有考古证据显示，这些剥
片模式信息可以通过早期人类社
会的教授—学习传递系统延续数
万年而保持稳定。”陈宥成副教授
表示，青藏高原发现的石器工业
所蕴含的剥片模式信息不仅具有
一定程度上的年代学意义，还能
在大区域的视角下帮助标记和追
踪不同史前人群，进而有助于了
解早期人类登上青藏高原的时间
和路线。

至少一万年前

人类或已沿东南线登上青藏高原
史 前 时史 前 时

期期，，究竟有哪些人群从究竟有哪些人群从
哪些方向登上了青藏高原哪些方向登上了青藏高原？？各各

国的科学家和考古学家一直在寻国的科学家和考古学家一直在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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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判断初步判断：：塘达和歇格遗址揭示了东亚本土塘达和歇格遗址揭示了东亚本土

人群对于青藏高原早期开发的历程人群对于青藏高原早期开发的历程

“我们提出的假说在一
定程度上填补了学术空白。”
陈宥成副教授介绍，以往学
术界多认为青藏高原早期占
据者是石叶和细石叶人群，
来自高原之外的东北部和北
部地区，“此次我们提出青藏
高原东南部腹地早期占据者
还存在石核—石片工业人
群，晚更新世东亚石核—石
片工业人群可能从东南路线
向青藏高原扩散”。

陈宥成副教授坦言，由
于缺乏地层信息，目前尚无
法确定塘达和歇格石器工业
的绝对年代，研究团队推测
可能处于晚更新世期间较为
温暖湿润的阶段，因为适宜
的生态环境更有利于早期人
类向青藏高原扩散，“但是无

疑，塘达和歇格人群使用的
石核—石片技术代表了晚更
新世东亚长江流域最为本土
化的石器工业类型，揭示了
东亚本土人群对于青藏高原
早期开发的历程”。

“青藏高原东南部腹地
首次发现典型的石核—石片
工业，我认为有着里程碑式
的意义。”陈宥成副教授表
示，石核—石片工业可以适
应青藏高原海拔 3500 米以
上的中高海拔地区，表明该
技术拥有比人们想象的更为
强大的生态适应能力。塘达
和歇格遗址石核—石片工业
可能代表了一支此前学术界
没有发现的开拓占据青藏高
原的远古史前人群。

塘达遗址：临近通天河上的古

老渡口

塘达遗址位于玉树藏族自治
州玉树县塘达村北的通天河西岸
2-4 级河流阶地上，海拔约 3670
米，向东距离通天河约 500 米，石
器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 3-4级河
流阶地上，遗址面积至少约 1000
平方米。这里地势较为开阔，河面
较宽，水流平缓，岸边就是通天河
渡口——通天河上最古老的渡口
之一，也是唐蕃古道的重要交通节
点。

遗址南侧有支流汇入通天河，
借助通天河及其支流，南北向、东
西向交通便利，清澈的支流也有取

水之便，地形高低错落，阶地面也
较为开阔，是早期人类选择栖息的
良好居地。

歇格遗址：河谷地势平坦开阔

歇格遗址位于玉树县歇格村
东的通天河南岸，北依通天河，遗
址主要分布在2级阶地上，海拔约
3585 米。这里的河谷地势平坦、
开阔，东西长约 2000米，南北宽约
数百米。数百万年来青藏高原的
急剧隆升，河水就像一把巨大的雕
刻刀，将上游河谷下切得深邃而狭
窄。像通天河歇格段这样平坦、开
阔的地势并不多见，早期人类抓住
了大自然的恩赐，将这里作为生息
繁衍的居地。

塘达和歇格遗址石器与长江三峡地区遗址中塘达和歇格遗址石器与长江三峡地区遗址中

石器剥片模式石器剥片模式““具备较近的亲缘关系具备较近的亲缘关系””

“我们将塘达和歇格遗址石
器工业与东亚更新世遗址石核—
石片工业进行了广泛的比对。”陈
宥成副教授介绍，据现有考古材
料，青藏高原全新世时期石器工
业均含有或多或少的细石叶工业
因素，而塘达和歇格遗址单纯的
石核—石片工业在青藏高原全新
世时期遗址中尚未发现，显示遗
址的年代可能早于全新世。

“研究结果初步显示，塘达和
歇格石器工业与长江三峡地区遗
址石器剥片模式具备较近的亲缘
关系。”据陈宥成副教授介绍，20
世纪末至21世纪初，考古学者在
重庆长江三峡两岸的2-4级阶地
调查并发掘了多处旧石器遗址，
长江三峡地区不同河流阶地发现
的以附近河床砾石为原料的硬锤
剥片，剥片策略以单面剥片和双
面剥片为主，工具类型多为单面
加工的刮削器，另有部分砾石砍
砸器。

“塘达和歇格遗址与三峡地

区石器工业的相似性，为进一步
追踪通天河石器生产者的身份、
年代及来源问题提供了契机。”陈
宥成副教授表示，两个地区虽然
相距约 1000 公里且海拔高度相
差大于 3000米，但属于同一流域
的 2-4阶地上，两地区石器生产
者开发利用的均是露天且较为开
阔的河谷环境。

“塘达和歇格遗址与三峡地
区石器工业具有相似性，并非确
认塘达和歇格遗址石器生产者直
接来自三峡地区，而是为我们追
踪塘达和歇格遗址石器生产者的
来源与年代提供了方向。”陈宥成
副教授表示，研究团队经过综合
考量，推断塘达和歇格石器生产
者的活动年代大约为晚更新世
（约公元前 12.8 万—公元前 1 万
年），可能由长江中上游地区（或
其他邻近的河流）沿河谷扩散至
青藏高原，人群扩散的驱动力可
能来自青藏高原东南部的狩猎采
集人群人口压力的增大。

““青藏高原上肯定不止塘达和歇格这两个遗址青藏高原上肯定不止塘达和歇格这两个遗址””

“青藏高原上肯定不止
塘达和歇格这两个遗址。”陈
宥成副教授表示，他们会以
此次发现为线索，扩大考察
区域，未来希望发现更多早
期人类的遗存，积累更多的
研究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
更深入的研究，继续填补青
藏高原早期人类研究的空
白。

“目前来看，青藏高原打
制类型较为多样。”侯光良教
授表示，这些复杂多样的石
器类型，可以代表不同人群
占据高原的活动过程。搞清
楚高原打制石器的整体面
貌，需要系统整理石器类型
与技术、分期与分区，探讨不
同类型之间相互关系与作
用。与此同时，还要深入研
究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例
如目前采集的石器几乎全部

来自地表，缺乏科学的年代
测定，今后希望在原生地层
中发现石器，才能有效地解
决石器的年代问题。

“我们会继续加强青藏
高原和周边地区石器工业的
比较研究。”陈宥成副教授表
示，“通过对比才能进一步深
化对高原本身的理解和认
识”。

陈宥成副教授表示，未
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来
到青藏高原进行科考，可能
会发现更多线索。“这些线索
就像拼图一样，我们发现的
只是其中的一块拼图，众多
科学家发现的拼图拼在一
起，能讲述一个更丰富、更精
彩的故事。”

“我觉得故事刚刚拉开
序幕。”陈宥成副教授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通天河流域发现的打制石器

考察队员在通天河岸边研究石器

上图为井水湾遗址石器，该遗址是长
江三峡地区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位于重庆市丰都县长江右岸2级阶地，光
释光测年结果为距今约7万年，处于更新
世晚期。

下图为塘达遗址石器。
本文图片皆由受访者提供

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塘达村与塘达遗址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塘达村与塘达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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