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义的燕山南麓地区属于环渤海地带的

一个组成部分。在自然地理上，它的范围除了

燕山山麓的盆地和沟谷地带以外，还应包括

燕山、太行山等山脉半包围的部分平原地区，

其南部界线大体在海河支流永定河一带。从

行政区划来看，基本上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及

河北省的部分地区（图一）。

本地区新石器遗存首次被集中发现始于

上世纪 !" 年代。#$!% 年春，河北省文物管理

处的工作人员在冀东滦河流域迁安县安新庄

遗址采集到大量的新石器遗物，并于两年后

进行了调查性的试掘，〔#〕因为发表的资料多系

地面采集品，而且当时周边地区尚无可供对

比的材料，所以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进入

&" 年代以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展开，本地

区新石器遗存相继被发现，周边地区也陆续

发表了大量相关的资料，这些都加深了研究

者对于本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的认识，并为

进一步探讨考古学文化类型、年代、特征及相

互关系等问题奠定了基础。尤其是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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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的召

开，确定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

方地区考古的专门课题，〔!〕这更对本地区新石

器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原

本分散、孤立的发现与研究逐渐被统一到一

个大的研究方向上来，一些先前颇有争议的

问题也渐渐趋向共识。

田野考古发现的规模与水平制约着研究

的深入程度，因此，如何根据现有材料努力揭

示燕山南麓地区错综复杂的历史原貌就变得

异常关键。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该

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若干问题略抒己见，

以求教于前辈与同行。

一

本地区新石器早期遗存，从文化类型上

划分，指兴隆洼文化阶段的遗存。兴隆洼文化

因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而得名，〔"〕它的分

布范围一般认为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和大

小凌河流域以及燕山南麓部分地区。兴隆洼

文化的陶器均为夹砂陶，胎厚质松，火候不

高，器表颜色不均。器形单一，各种形式的筒

形罐在陶器群中占绝大多数，钵、碗等数量较

少。陶器多为手制，多采用泥圈套接的方法，

有些器物直接用手捏制。器表多满施纹饰，以

压印纹为主，呈横向分段式排列，纹饰有短斜

线纹、之字纹、网格纹、席纹、凹弦纹和附加堆

纹等等。

兴隆洼文化在燕山南麓比较公认的遗址

有下列几处：

（# $孟各庄遗址〔%〕 位于河北省三河县，

#&’& 年进行调查和试掘。遗址所处地形为!
河等冲击形成的山麓坡地。陶器的主要器型

为夹砂陶筒形罐，纹饰有弦纹、之字纹、窝点

纹以及组合纹饰等。

（!）东寨遗址 〔(〕 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迁西

县罗锅屯乡东寨村，#&&) 年发现，同年进行了

发掘。遗址分布于滦河北岸的沙丘上，主要堆

积为一不规则的灰沟。出土陶器多为筒形罐，

其次有少量的钵和碗等，陶胎较厚，羼有大量

的滑石颗粒和云母，陶色也不均匀，以红褐色

为主，器表多施规整的压印纹饰，种类有弦

纹、窝点纹、席纹、之字纹、网格纹等。

（"）上宅遗址 〔*〕 位于北京市平谷县韩庄

乡上宅村，#&+% 年发现，#&+( , #&+’ 年共进

行了 ( 次发掘。遗址处于!河北岸的高地上，

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堆积共有 * 层，但年代能

早到兴隆洼文化的目前只有可能是该遗址的

第 + 层，即报告分期中所谓的早期。出土的筒

形罐为夹砂黄褐色，纹饰有弦纹、网格纹和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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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纹等。

东北平底筒形罐在其分布区内的不同地

域有各自的特点，这种规律造成它简单型式

之中也蕴含丰富的变化。我们观察上述三个

遗址兴隆洼文化层中出土的筒形罐的造型特

点，可以发现其中至少应包括两种型式：

! 型：以孟各庄 "#$%& # 和 "#%!& %’ 为

代表，其特征是口径大于器身之高，器物整体

为矮胖、浅腹的造型，表面施以窝点等纹饰

（图二：#、%）。

( 型：以东寨 )#& * 和 )#& #+, 为代表，它

的特征是口径小于器身之高，器物整体造型

高瘦、深腹，器表纹饰有之字纹、网格纹、弦纹

等（图二：-、’）。

从目前发现来看，东寨遗址出土的筒形

罐均为我们所分的 ( 型，即深腹的造型。而孟

各庄遗址 ! 型之外的筒形罐多系碎片，无法

辨明其具体形状，但仅从口部观察，就可以发

现这些筒形罐均呈圆唇直口的造型，唇边还

有加厚的现象。这些都与 ! 型斜方唇的造型

特征有所区别，应该是与 ! 型不属于同一类

的器型。我们借助于陶器自身的其它要素对

这些陶器的器型加以印证。如前所述，兴隆洼

文化的陶器表面多压印有规整的纹饰，它们

也是标志该文化特征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于是我们遍寻各个遗址，发现孟各庄 ! 型外

的陶器表面存在与东寨遗址几乎完全相同的

纹饰图案 （图三）。既然孟各庄 ! 型外的筒形

罐与东寨深腹型的筒形罐有如此相近的共通

之处，则我们有理由推断孟各庄 ! 型外的筒

形罐属于 ( 型，即也是深腹造型。

二

兴隆洼文化跨燕山南北地区，分布面积

广，延续时间长，其文化内部因地域和时代等

原因也存在一些差别，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

表现为可以划分出若干类型。截至目前，燕山

北部地区已经先后提出的命名有兴隆洼类

型、〔*〕白音长汗类型、〔.〕查海类型、〔/〕南台子类

型〔#,〕等，它们分别代表了老哈河、大凌河和西

拉木伦河等不同流域的兴隆洼文化，南台子

类型和白音长汗类型还被认为是前后相继的

早晚两种类型。〔##〕燕山南麓地区随着东寨和

孟各庄遗址的发现，也有东寨和孟各庄类型

的划分，但孟各庄类型在提出之初实际上包

含了时代和内涵不同的两类遗存，而且将第

一期遗存的时代定的偏晚。所以我们这里所

说的孟各庄类型，确切来说，是指该遗址的第

一期的一部分遗存。

东寨类型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与燕山北

麓区兴隆洼文化较大的一致性。陶器器类单

一，仅为罐、钵，陶胎较厚，质地疏松，烧制的

火候也不高。器表多施有纹饰，素面的较少，

且都以组合型的纹饰为主，纹样有弦纹、附加

堆纹、之字纹、网格纹等。另外，两地的石斧、

磨盘、磨棒等也有相似之处。与之相反，孟各

庄类型的个性却很突出，它的筒形罐包含我

们所划分的 !、( 两种型式，在面貌上既不同

于东寨遗址，更区别于燕山北麓的兴隆洼文

化。可见在兴隆洼文化的范围内至少还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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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大的类型区，分别以深腹和浅腹的筒形

罐为代表器物，每个类型区内又包含若干类

型，类型区内遗存的共性要大于两个类型区

之间的共性。

燕山山脉东西向横亘于渤海西岸，成为

南北交通的天然阻碍，山脉两侧的考古学文

化面貌在新石器早期即显示出若干差别，因

此，我们所说的兴隆洼文化的类型区之间的

界线就大体位于此。但是，代表一定文化特征

的人群只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由于人类

活动导致的文化之间的传播、交流等现象经

常会打破这些限制，反而使这种界线变得不

甚规整，所以，所谓的界线实际上也是动态和

变化的。

兴隆洼遗址前后 ! 次的发掘对整个遗址

进行了全部的揭露，综合历年的发掘成果，遗

址可以分为三期。〔"#〕虽然遗址的分期不能代

替文化的分期，但是通过对已知遗存阶段性

变化的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于该文化整体

发展过程的理解，并为确定已发现的其它遗

存在该文化中的大体序列提供参考。燕山北

麓的滦河上游地区迄今为止只在承德岔沟门

遗址发现有相当于兴隆洼文化阶段的遗物，〔"$〕

其文化面貌总体上接近于大凌河和西辽河流

域的兴隆洼文化，且从特征上看相当于兴隆

洼遗址分期表中的第三期阶段。而东寨等遗

存有典型的之字纹、网格纹等纹饰，一部分筒

形罐上还有附加堆纹和 “三段式”的纹饰布

局，这些特征显示以东寨为代表的遗存基本

相当于兴隆洼遗址分期中的二期，早于以岔

沟门为代表的遗存。这种情况暗示燕山以北

的兴隆洼文化最初可能并未采取翻越燕山的

方式，而是绕道山脉东部比较顺畅的平原地

带向南扩张，因此，东寨所在的滦河下游平原

就是从燕山以北进入南部地区的第一站。东

寨遗存整体面貌上与北部地区如此近似，不

应是传播造成的，而象是北部兴隆洼文化居

民南迁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迁移看来

到滦河流域即现出停滞的迹象，因为向西再

无我们所说的单纯以 % 型筒形罐为代表的遗

存，而 &、% 两种型式的筒形罐共存的频率很

高，这种情况表明，此后两种谱系的筒形罐代

表的遗存在燕山南部地区有过充分的交流。

三

关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研究一

直是北方考古的重大课题，二者前后相继、一

脉相承的关系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对于

兴隆洼文化在何时以及如何演变为赵宝沟文

化等问题，在研究者中却有不同的看法，尤其

是在兴隆洼文化区分为若干类型的情况下，

对赵宝沟文化是由其哪一类型发展而来的也

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燕

山南麓几个早期新石器遗存的材料，希望对

这些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在肯定赵宝沟与兴隆洼文化承继关系的

前提下，关于赵宝沟文化的具体来源问题看

法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概括起来基本是两

种意见，即南来或北来，南北之划分仍然以燕

山为界。北来之说法在实际中遇到一些本身

就很困惑的问题，一是燕山以北诸河流域兴

隆洼文化之后本地皆有继承者；〔"’〕 二是赵宝

沟文化的筒形罐均为浅腹、矮胖的造型，与燕

山以北的兴隆洼文化普遍存在的深腹、高瘦

的筒形罐显然不属于同一谱系，却与燕山南

麓同类器物的造型非常接近；三是在冀东滦

河流域下游区很少发现有赵宝沟文化与红山

文化共存的遗址，而在冀北滦河中上游的承

德地区却可找到两者共存于一个遗址的现

象。〔"!〕如果简单地用突变的理论来解释这些

矛盾的存在则过于勉强，相反如果尝试将赵

宝沟文化作为起源于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文

化，那么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依东北平底筒形罐区系研究，筒形罐基

本分为北、东、南三大区，其中南区又有六小

区的变化。〔"(〕燕山南麓地区作为南部六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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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筒形罐的突出特征就是呈浅腹、矮胖造

型，这是其地域性的体现。上文我们已经分析

过的三河县孟各庄遗址一期 !、" 两种型式的

筒形罐共存，且年代较早，表明在赵宝沟文化

形成之前，燕山南麓已经存在以浅腹筒形罐

等遗存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了，只是这种文

化的力量在当时显然弱于北方强大的兴隆洼

文化，所以兴隆洼文化才能长驱直入，进入燕

山南部，形成以东寨为代表的遗存。

西寨遗址 〔#$〕与东寨相邻，但性质却与东

寨明显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滦河流

域文化发生、发展和更替过程的一个缩影。据

发掘者分析，西寨一期时代接近于新乐下层

文化，〔#%〕二期则相当于赵宝沟文化。〔#&〕通过比

较可看出，一、二期的陶器的确迥然有别。一

期基本上保持了东寨时期的特点，筒形罐多

深腹造型，只是器表纹饰比东寨时更趋简化

和单一。二期的筒形罐则多呈浅腹、矮胖的造

型，器物中新增添了圈足类的钵和碗等，纹饰

中多见刻划的平行斜线纹、人字纹，压印的之

字纹、篦点纹及一些直线、弧线几何纹等。判

断遗存之间是否具有文化上的联系的依据是

遗存的性质，而非堆积的层位，西寨遗址上、

下层筒形罐之间的差异正说明了一点，即并

非是本遗址一期发展成为二期，相反是二期

取代了一期，而二期遗存的来源当归结到以

浅腹筒形罐为代表的早期新石器遗存。这其

中似乎蕴含了一个消长的过程：当原来的弱

者实力增强了以后，便转入了积极的扩张，不

但恢复原先的势力范围，而且继续向北发展，

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赵宝沟文化的布局。作

为典型遗址，西寨遗存明显代表的是赵宝沟

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而与成熟期的

赵宝沟遗存 〔’(〕不同。这一点在纹饰上表现得

尤为确切，一方面之字纹等还没有完全消退，

另一方面赵宝沟文化最典型的几何纹正处在

形成时期，简单僵硬，有脱胎于压印之字纹的

迹象，还有之字纹带构成的几何纹等。有鉴于

此，我们认为赵宝沟文化应起源于燕山南麓

地区，而且具体区域也应是当时文化冲突最

为剧烈的地带，所以，滦河流域可能是孕育赵

宝沟文化的地区。

四

不同地区的古代文化，其内部运动规律

也存在区别，“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文化发

展规律突出地表现在，同一时代有不同的文

化交错存在，不同的群体在这里交错。”〔’#〕这

种特征在历史时期存在，史前时代也同样具

备。我们今天借助已有的发现，讨论燕山南部

地区的新石器早期遗存的若干问题，目的也

在于阐明这个地域内文化的发生、发展及更

替等情况，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由于一种文化总是处在与同时期各种文

化的相互作用之中，所以研究本地区的考古

学问题离不开周边地区相关的发现。张忠培

先生指出，河北境内有两个源头来探索新石

器时代起源，一个是磁山，一个是兴隆洼文

化。〔’’〕磁山文化〔’)〕是豫北冀南地区最早的新

石器文化，陶器中的盂颇具特征，这种器物在

拒马河流域的易县北福地 〔’*〕 等遗址也有发

现，它的造型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孟各庄的

浅腹筒形罐，故我们有理由将其归入筒形罐

系统。北福地一期甲、乙两类遗存共存，乙类

即以盂为代表，与磁山文化的某些因素相同；

甲类以圜底的釜、支脚和红顶的钵为代表，它

的釜与支脚相配套的复合式炊器与磁山文化

有着共同的时代特点。同在拒马河流域，北京

房山的镇江营遗址一期 〔’+〕只出土了类似北福

地一期甲类特征的遗存，证明这种遗存确实

是单独存在的。以上事实构成了浅腹型筒形

罐及相关遗存在其它地区分布的情况。

磁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比较晚的一种

文化，年代仅为距今 $)(( , %((( 年，镇江营

一期的年代为距今 %((( , &((( 年，〔’-〕故磁山

文化晚于镇江营一期遗存，而与兴隆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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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已知年代 〔!%〕相当。这种年代关系表明，在距

今 %""" & ’""" 年阶段，燕山以南地带的文化

交流主要在兴隆洼文化与磁山文化之间进

行，它们分别从北向南和从南向北移动，接触

地带就是燕山南麓地区。有两组共存关系事

实可以对这个过程加以印证：一是在北福地

遗址甲、乙两类不同性质的遗存共存，表明磁

山文化在北上过程中，曾进入了镇江营一期

在拒马河流域的领地；二是在孟各庄遗址 (、

) 两种造型的筒形罐共存，表明磁山文化的因

素曾到达过燕山的脚下，并与兴隆洼文化有

过充分的交流。来自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融

合，最终导致新的文化的产生。赵宝沟文化同

时具备燕山南麓筒形罐等器物的造型特点和

燕山北麓之字纹的装饰风格，它的形成很可

能就是以这两大文化在燕山南麓地区的接触

为背景的。

参考文献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安新庄新石器遗址调

查和试掘》，《考古学集刊》第 # 集。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纪要》，《文物》

*+’, 年 *!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

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 年 *" 期。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廊坊地区文化局：《河北三河县

孟各庄遗址》，《考古》*+’, 年 - 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迁西县东寨遗址发掘简

报》，《文物春秋》*++! 年增刊。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平谷县文物管理所上宅考古队：

《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 年 ’
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林西县白音

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 年 % 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

*+’% . *++" 年三次发掘》，《文物》*++# 年 ** 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

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

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 *++! 年发掘简报》，《考古》*++%
年 * 期。

〔*,〕承德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北省承德县新石器时

代遗址调查》，《考古》*++! 年 $ 期。

〔*#〕赵宾福：《赵宝沟文化的分期和源流》，《中国考古学

会第八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年。

〔*-〕文启明：《安新庄遗址再认识》，《考古》*++’ 年 ’
期。

〔*$〕冯恩学：《东北平底筒形罐区系研究》，《北方文物》

*++* 年 # 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文物管理处、迁西县文

物管理所：《迁西西寨遗址 *+’’ 年发掘简报》，《文物春秋》

*++! 年增刊。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

告》，《考古学报》*+%’ 年 #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

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 年 *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敖汉赵宝沟

——— 新石器时代聚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年。

〔!*〕苏秉琦：《燕山南北地区考古——— *+’, 年 % 月在辽

宁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上的讲话 （摘

要）》，《文物》*+’, 年 *! 期。

〔!!〕张忠培：《河北考古学研究与展望》，《文物春秋》

*++* 年 ! 期。

〔!,〕邯郸市文物保管所、邯郸地区磁山考古队短训班：

《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 年 $ 期；河北省文

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

学报》*+’* 年 , 期。

〔!#〕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

《考古学报》*+’’ 年 # 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拒马河流域考古调

查》，《考古》*+’+ 年 , 期。

〔!$〕郑绍宗：《河北考古发现研究与展望》，《文物春秋》

*++! 年增刊。

〔!%〕杨虎：《辽西地区新石器——— 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

化序列与分期》，《文物》*++# 年 - 期。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责任编辑：许潞梅〕



免费论文查重：http://free.paperyy.com

3亿免费文献下载：http://www.ixueshu.com

超值论文自动降重：http://www.paperyy.com/reduce_repetition

PPT免费模版下载：http://ppt.ixueshu.com

-------------------------------------------------------------------------------

阅读此文的还阅读了：

1. 浅谈土地征收程序的若干问题

2. 燕山南麓古冰楔的发现

3. 渔猎遗存与新石器革命

4. 燕山南麓新石器早期遗存的若干问题

5. 礼县等地所见早期秦文化遗存有关问题刍论

6. 成都下东大街遗址明代早期遗存发掘简报

7. 华南早期新石器的~(14)C断代和问题

8. 对青少年中长跑训练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9. 影响早期母乳喂养的问题及护理

10. 关于外墙涂料饰面的若干问题

11. 关于科学发展观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

12. 河北省燕山地区林果产业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13. 长江下游原始文明新源头——浙江嵊州小黄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考古学研讨

14. 登封双庙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调查与试掘

15. 我国新石器早期文化特点与文化起源问题

16. 燕山南麓新石器时代文化初论

http://free.paperyy.com/?v=pdf
http://www.ixueshu.com/?v=pdf
http://www.paperyy.com/reduce_repetition
http://ppt.ixueshu.com?v=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56f0e31b645fa43a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ada7cee4accedb5f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19ffbcc3a907ea5f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d60d488a3f1adf89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3753069572b71458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ca2b8c4885f1d922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46d02ced8e222f49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9ed9950a7ed60614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885b539756f4cd83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6dde8a54171d8f8e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671109df9d7022d9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7f1d7f92a2abf773.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80d4418f5d8455de.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1810a943e0775fec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9ce5d70694e8c051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6d7e88ad7495894c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17. 语法层面上多重英语否定形式对比(英文)

18. 骆驼墩遗址与太湖流域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

19. 试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20. 长江中游新石器早期遗存农业初探

21. 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22. 燕山南麓新石器早期遗存的若干问题

23. 《长江下游早期栽培稻遗存及若干问题(提要)》

24. 东关遗址仰韶早期遗存的相关问题

25. 再论内蒙古赤峰市及辽宁省西部新石器时代遗存的相关问题

26. 燕山南麓夏商时期考古遗存研究

27. 怎样提高幼儿园教育工作的效益（二）

28. 陕晋豫地区仰韶晚期遗存的若干问题

29.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新发现和新思考

30. 礼县等地所见早期秦文化遗存有关问题刍论

31. 关于高校后勤社会化的若干思考

32. 小黄山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考古学观察

33. 新石器时代遗存

34. 燕山南麓的天津后花园——蓟县

35. 湖南临澧县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调查报告

36. 三川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几个问题

37. 关于初中美术教育的若干思考

38. 燕山南麓夏商时期考古遗存研究

39. 浙江浦江县上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长江下游万年前稻作遗存的最新发现

40. 浅谈我国早期的农业遗存——兼及长江黄河流域新石器早期文化

41. 对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若干关键问题的探讨

42. 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

43. 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及相关问题探讨

44. 燕山南麓发现细石器遗址

45. 朝鲜土城里新石器时代遗存

46. 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白东波村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调查

47. 托木尔峰南麓碎屑物的演化特征

48. 广东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

49. 若干等度图的染色

50. 渭水流域早期新石器遗存的相关问题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ce2ce3fe7842727b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b0cc407875b7d3a1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cbc2c48478364165.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7c96a5038eaa1ed3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fe5a6cebfa9dea1d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a2054e39d3b51209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579312abdae82f67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bf895738a745356d.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f8d4a15b321875ee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843fdc63b21209f8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890ceca8578a5637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5ae21d6558554b4b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737bf37781460215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c304d3faa609917d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9c1bde976ba4bd52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320b3ed90e283b89.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6bd1045832aaf144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9f73daf6ed16db46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db7ab09df7f643ff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4a618780471ea92d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62a6e7c6aa9bacbc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5b05dacefe92bd63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54e3bb892a9795e9.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2b69cb73bab70658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9ea0b68027bc6e1f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b42d7f8a91914221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d0ceb535b19a33b7.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e11228239512d9ea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4fccbcb0139e3212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5a56970e7a89e98d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3753bbd3f2f1bd88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236d053828985059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6f14f671f22fac77.html?from=pdf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956c3f22a1a0214a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