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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兴隆洼文化的传播

●刘云伟伍长云

研究。j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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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居民的迁移方向、鱼网的诞生地证明兴隆洼文化起源于古滦河下游一带，并

进一步通过陶器分期分析得出：兴隆洼文化是在该文化发展的二、三阶段传播到该文化区其他各处

的u 隙可怠

兴隆洼文化是渤海北岸重要的新石器文

化之一，其分布范围相当广泛，东起大凌河流

域，西达蓟运河卜游，北至西拉木伦河流域，

代表性的遗址主要有河北迁西东寨遗址、西

寨遗址”l，河北三河孟各庄遗址⋯，北京平谷

上宅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林

西县白音长汗遗址8和辽宁阜新查海遗址㈣。

迄今为止，兴隆洼文化是这一地区已发现的

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弄清其传播流向，无疑是

探索当地更早新石器文化甚至新石器文化起

源的线索。本文拟以该文化的典型遗址分析

为基础，结合当今地质研究和环境考古的最

新成就，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兴隆洼文化的传播方向

史前时代，文化作为人类活动的载体，是

随着人们的迁徙而不断地传播开来的。影响

人类迁徙与文化传播的因素包括资源、环境

和气候等。人类迁徙的一般规律是由资源贫

乏区移向资源丰富区，由干燥区移向湿润区，

由河上游移向下游，由腹地移向沿海，不过如

遇环境气候骤变，其迁徙方向则可能完全相

反。

兴隆洼文化的年代，据对兴隆洼遗址

F119居住面上的木炭“c年代测定为距今

7290±95年。地质资料表明，距今2 5万年左

右的大理冰期晚期，渤海海岸线迅速后退，到

距今2 3万年时海水全部退出黄、渤海，黄、

渤海成为陆化平原。约从距今1 5万年前起，

气候转暖，冰川消融，洪水泛滥，海面又逐渐

上升，到距今1 2万年时原本干涸的渤海被

海水重新侵入，到距今8000年前后，海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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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高Ⅲ现代海面，浸蚀陆地，距今约6000年 中，无论是其东边辽河流域的小珠山文化”，

时达到最高点，高出现代海面3～5米”。这 还是冀中平原的磁山文化”⋯，在早期文化中

意味着在兴隆洼文化时期，现在的冀东平原 几乎都没有网纹，说明网纹不可能是从这二

带正被海水逐渐侵蚀，最终完全被淹没。如 者巾传播过来的。因此，我们推测兴降滓文化

果冀东平原及渤海陆化平原此时有人居住， 的网纹是在本文化区起源的。生活是文化的

那么就还会存在·个淹没区居民的去向问 源泉，网纹的诞生，与渔业的发达程度及人们

题． 对网的认知和使用有密切的关系。

目前，在渤海北岸已发现了爪村、需家

泉、东灰沟等20余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

说明在旧石器晚期燕山南麓一带人类活动十

分频繁。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兴

降洼文化之前，也就是冀东平原被淹之前，冀

尔平原已有人居住。

早期人类一般都依水而居。随着大理冰

期的推进，滦河河水逐渐干涸，燕山南麓居民

势必沿着河流向下迁移，终至迁入陆化黄、渤

海平原。到海水入侵渤海时，陆化平原中的居

民只能向高地迁移，其中向北的一股迁人冀

东平原。渤海平原陆化上万年，居民经过漫长

的繁衍、发展，人口数量已极为壮大。随着海

水的不断上涨，从陆化渤海平原持续迁入的

移民使冀东平原也不堪重负，其中一部分不

得不继续向北部的腹地迁移。继之，海水吞没

冀东平原，连平原的居民也只能弃家北迁。在

这个过程中，一小部分居民迁入包括蓟运河

上游在内的燕山南麓高地，在滦河流域发现

的这一时期的遗址都位于河的第二阶地或山

坡上。当此之时，万壑成河，腹地一带的居民

血只能择高而居，兴隆洼文化区的居民更不

会向人海口迁移。因此，兴隆洼文化区的居民

基本是由渤海南部沿海向北部腹地作单向迁

移，．

二、兴隆洼文化的起源地

兴隆洼文化陶器纹饰，最普遍和最具代

表眭的特点就是筒形罐上{i}|f布的网纹。兴隆

洼文化时期，⋯谷河流中洪水泛滥成灾，文化

之间的交流比较困难，而且在邻近同期文化
2

兴隆洼遗址出土有扁锥状带三个倒钩突

棘的骨制鱼镖和石刃鱼镖(图一，2)。白音长

汗遗址中可能与捕鱼有关的是一种两侧刃骨

器(图一，1)，其制作远不如兴隆洼鱼镖先

进。孟各庄和查海遗址中未出土捕鱼工具。

东、西寨遗址虽不见兴隆洼、白音长汗两地出

@曰
图一

】白音长汗两侧刃骨嚣

2兴隆洼鱼镖3东寨网坠

瓜mm川M⋯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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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鱼镖，但俯拾皆是嘲坠，既有打制较细致

的葫芦形网坠，也有在鹅卵石的端头砸冉2～

4个缺口的简易网坠(图一，3)，甚至在居址

中还发现了一排排整齐码放的简易网坠。在

平谷上宅遗址只发现陶制网坠·个。

从以上诸遗址出土的捕鱼工具来看，兴

隆洼和白音长汗两地虽有渔业，但主要以鱼

镖进行刺杀，基本没有用网的迹象；孟各庄和

查海遗址虽不能断定没有渔业，但至少可以

说明渔业在经济生活中所占比例特别小，其

地位比兴隆洼和白音长汗还要低，更不可能

用网捕鱼；平谷L宅遗址网坠数量少，而且形

状与滦河流域的一致，其源流应与唐山东、西

寨的相同。

东、西寨遗址位于滦河下游，当兴隆洼文

图二

1东寨u1：178 2东寨G1 5

4东寨G1：16n 5末幕(：1—165

7西寨T23④：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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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时期，海水上浸．这·带极可能是滨海区，

与其他几处遗址相比，发展渔业有着得天独

厚的优势，而遗址中发现的数量惊人的网坠，

充分证明当地渔业已使用r例。根据出十删

坠进行分析，当时捕鱼是先围以大网，在大网

内再辅以撒网，简易网坠系于大网下．较细致

的葫芦形网坠系于撒网下。捕鱼时不仅可以

单独行动，更多的可能还足经常性的大规模

群体济作行为，因此网坠需要量特别大，忻简

易网坠丢失率较高，故渔民家里都有存储的

备用物。这些说明当地渔业的发达和繁荣，以

及在居民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同时，在东、西寨遗址都没有发现骨器，

这间接说明r狩猎不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来

源。虽然出土了一些农业生产T具，如石铲、

石锛，粮食加’r工具，如磨盘、磨棒，但数量和

种类都无法与其他几处遗址相比，而且农业

工具在出土工具中所占比例也特别小。

综上二所述．捕鱼是东、西寨先民主要的经

济来源，网在生活中是必备和重要的生活工

具。最可能诞生网纹的地方，如果不是东、西

寨所处的现滦河流域下游，也是古滦河流域

下游，即现在滦河流域向渤海延伸的部分。兴

隆洼文化是由滦河下游逐渐传播到该文化区

其他各处的。

三、兴隆洼文化传播状况

滦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主要可以划分为

以下四个阶段：一段，陶器为夹砂红褐陶，方

唇，多数为素面，只有少量单体纹饰，多为网

纹和杂乱划纹，陶器种类也较单一，基本上只

有陶罐，如东寨G1：178(图二，1)、G1：5(图

二，2)。二段，陶器仍为夹砂红褐陶，除陶罐

外，还有少量钵、碗，罐唇除方唇外，出现大量

圆唇、厚圆唇，纹饰以两段、三段式细密组合

纹饰为主，自上而下依次为弦纹、附加堆纹、

网格纹或划纹，如东寨G1：7(图二，3)、(；1：

160(图二，4)。三段，陶器为夹砂黄褐陶．罐
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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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种类在二期基础上义增加尖网唇，组合纹 成了鱼镖(可能接受了当地的捕鱼方式)。虽

饰的下部基本不见网格纹，而被越来越多的 然居民的经济生活因居住地的不同发生了变

之字纹所代替，如东寨G】：165(图j，5)。四 化，但原来的陶器文化却在较长的一段时间

段，陶器除夹砂黄褐陶外，还有少量黑色泥质 内继承了下来。

陶，罐唇种类在三期的基础L又增加白圆唇， 兴隆洼文化的起源和传播，把该区新石

组合纹饰以两段式为主．上段纹饰中不见二、 器文化的起源引向了渤海一带，曾经陆化过

■段中常见的弦纹，代之H{现的是之字纹、■ 的渤海平原可能就是其新石器文化的诞生

角纹、坑点纹，下段纹饰为细密尖细的之字纹 地。但是由于早期文化的堆积薄，又历经海水

和划纹，如两寨T24⑧：3(图二，6)、T23㈣：4 的冲刷，至今连在冀东平原上都还未找到早

标7(图二，7)”“。 于兴隆洼文化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要在海水

如果把兴隆洼文化区其他几处遗址的陶 充擅的渤海平原发现蛛丝马迹更是难匕加

器文化与之相比较，就会发现，这几处遗址中 难，所以该区新石器文化的起源还有待进一

不见该文化滦河流域一段和四段的文化遗 步探索。

存，而二、三段的陶器文化遗存在这些遗址巾

则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反映。这说明在滦河流

域兴隆洼文化发展到二、三阶段时，海水的迅

猛上升，才引起了当地居民大规模的越过燕

⋯向北的迁移；在滦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发展

到四段时，兴隆洼文化区少有移民，可能道路

为洪水所阻，已经难以迁移，或是燕山南麓一

带居民人数已不多，只向高地稍作迁移即可。

滦河下游文化向北的传播此时已告中断，因

此这部分的文化遗存在北部腹地没有发现。

四、小结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对兴隆

洼文化的传播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现滦河

下游(可能是包括向陆化渤海平原延伸的一

部分)的先民，因环境决定了以渔业为主的

经济生活；又因渔业发展的需要，发明了鱼

网，并把网纹施在了陶器上，以此为基础，创

造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兴隆洼文化。后来由于

海平面的迅猛上升，越过燕山不断北迁的渔

民才把兴隆洼文化的二、三段带到北部腹地。

由于腹地没有原居住地丰富的渔业资源而更

适合农耕和狩猎，所以渔业退居到极其次要

的地位，捕鱼的工具也因地制宜的由渔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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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试论电视新闻编辑记者的素质

27. 兴隆洼文化的居室葬

28. 试论高校学生政治辅导员素质修养

29. 试论传统文化的电视跨国传播

30. 浅谈兴隆洼文化的居室葬及葬俗

31. 历史地理

32. 试论网络舆情传播对文化的影响

33. 试论如何搞好初中数学期末复习才能取得较大成效

34. 试论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发展战略

35. 试论班主任管理策略与技巧

36. 试论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

37. 试论农村财务公开与民主理财的重要性

38. 浅谈兴隆洼遗址

39. 试论在小学语文教学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40. 试论小学语文口语交际的重要性

41. 兴隆洼碧光8000年前的难解之谜

42. 试论媒介对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保护

43. 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44. 试论高等职业院校德育课创新教学模式

45. 试论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思维能力

46. 试论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如何实施普通话的训练

47. 试论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中“非常态”行为的反思

48. 试论东汉末的才性问题

49. 水利工程施工资料整理试论

50. 理论还是文化: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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