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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直线距离约 70

公里，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1983—1986、1992—1993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经过 6 次发掘，

发掘总面积 3.5 万平方米左右。通过大规模的揭露，获得了

一批丰富实物资料，其文化面貌和性质不同于以往已知的

考古学文化。同时初步掌握了这类遗存的分布范围。据此，

发掘者在 1985 年发表的第一次发掘简报中[1]，明确提出了

兴隆洼文化的命名。这是迄今为止，内蒙古地区乃至整个东

北地区发现的一种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兴隆洼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在西辽河、大凌河流域直

至燕山南麓较广的地域内，在此区域都已发现具有这一文

化特征的遗物。史学家把燕山南麓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进行

排列组合，明显发现，从兴隆洼文化到赵宝沟文化，再到红

山文化，燕山南麓与辽西地区是一个整体，同属一个文化范

畴，即北方古文化圈。这个文化圈以筒形罐为标志物，其西

南边缘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大约在潮白河流域，以后有可能

向西南推进。因此，要了解兴隆洼文化分布范围，目前除发

掘品外，还可以依靠调查采集的陶片去了解其分布区域[2]。
兴隆洼文化最北的一处是赤峰市西拉沐沦河以北的克什克

腾旗富顺永[3]，在此曾发掘出厚重的大陶罐，口下饰以凹弦

纹、仿附加堆纹带和人字纹；陶片中有附加堆纹、网格纹、
人字形纹和不规则圆戳点纹。此外，还有锄形石器。这是目

前所知兴隆洼文化最北的一个地点。在该旗瓦盆窑村西山

遗址，采到红褐陶罐，外表饰有叶脉形纹（即竖排人字形

纹），在兴隆洼 X 号遗址出有这类纹饰的陶片，这里也有

锄形器。其是否属于兴隆洼文化的遗存是值得注意的。兴

隆洼文化最东的一处是教来河下游左岸，哲里木盟奈曼旗

福盛泉五号地点[4]。这里发掘出夹砂红褐陶罐，厚壁敞口，

外饰凹弦纹、宽附加堆纹、竖“之”字纹。兴隆洼文化最南

一处是河北省北部三河县孟各庄遗址。在此遗址下层出土

的由凹弦纹等组成复合纹饰的陶片[5]，这是兴隆洼文化一

类陶片。总之，从已有材料看，兴隆洼文化大体分布于西辽

河流域的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和教来河、大凌河流域，南可

到燕山南麓。此外，吉林省通榆县张俭坨子、敖宝山所见戳

印坑点纹陶片[6]，可以作为探索这类遗存分布范围的东北方

向的线索。

二

兴隆洼文化的发展传承主要体现在它对本地区赵宝沟

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等红山诸文化的影

响。
在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晚于兴隆洼文化，两者之间具

有直接性承继发展关系。从赵宝沟文化遗址的发掘情况看[7]，

兴隆洼文化的聚落形态曾对赵宝沟文化产生过较深的影

响，二者在房屋形制及聚落布局等方面存在较多的共性。赵

宝沟文化的经济形态与兴隆洼文化相近，均以狩猎———采

集经济为主导。赵宝沟遗址共分为两区，第一区为居住区，

第二区为祭祀区，经考古学家研究发现，赵宝沟遗址第一区

的房屋布局经过统一规划，精心设计，层次分明，形成了普

通性房屋———单排里的中心性房屋———整个聚落里最大的

中心性房屋三重结构，与兴隆洼一期聚落的布局十分相近。
不同之处在于，兴隆洼一期聚落的中心部位并排有两座大

型房屋，居住区的外侧环绕有一道近圆形的围壕。这种聚落

布局充分体现出当时人组织各种活动所特需的集体协作的

精神，与狩猎活动需要较多人员参加的客观情况正相吻合。
赵宝沟遗址第二区的坡顶有一个面积达 323.75 平方米的大

型祭祀平台，这是辽西地区祭祀区与居住区首次正式分开

的实证。由此可见，赵宝沟聚落出现了单独的祭祀区，与居

住区对应共存，较兴隆洼聚落具有明显的进步性。红山文化

与赵宝沟文化也有着某种传承关系。红山文化是在直接或

间接吸收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某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来自东北平原诸

多原始文化及中原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随着中原先进农

耕文化的传入，农业经济取代了狩猎———采集经济成为红

山文化主导性经济部门。调查结果表明，红山文化遗址的分

布密度均明显大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遗

址的规模大小不一，小型遗址仅有 4000—5000 平方米，较

大的遗址可达 3—10 万平方米，最大的遗址有 2—3 平方公

里。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居住性遗址和祭祀性遗址的发掘

地点较多，尚未发现埋葬普通氏族成员的大规模的墓地，红

山文化积石冢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埋葬制度，冢地多选择在

山梁或土丘的顶部，有单冢、双冢与多冢之分，规模大小有

别。以往的研究中，专家曾推断红山文化积石冢内埋葬的死

者生前可能为不同等级的祭司，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中都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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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高的尊严，因主持祭祀典礼内容和次数差异而被划分

成不同等级。[8]从使用功能看，积石冢不仅是埋葬祭司的基

地，同时也是生者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牛河梁遗址第二地

点积石冢和祭坛并排分布便是实证。[9]在红山文化房址中，

目前没有发现居室墓葬。尽管红山文化积石冢与兴隆洼文

化居室墓葬在埋葬位置的选择及墓葬基本形制等方面均存

在较大的差异，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同之处，最主要

的是埋葬对象均为少数特殊死者，埋葬的目的均出自祭祀

活动的需要。在此肯定兴隆洼文化居室墓葬曾对红山文化

积石冢产生过间接影响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另外，从随葬品

的情况看，兴隆洼文化居室墓葬和红山文化积石冢内的石

棺墓中均绝少随葬大型日用陶器和石器。兴隆洼文化玉器

主要出自居室墓葬内，多系墓主人随身佩带的装饰品。在红

山文化积石冢内的石棺墓中，玉器是最主要的随葬品。根据

牛河梁遗址各型石棺墓内出土玉器的排比结果，专家确认

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应该看到，

兴隆洼文化居室墓葬中的用玉制度应是红山文化玉礼制形

成的先导。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之间在聚落形态方面既

存在显著差异，也还有一定的联系。红山文化的房址虽为半

地穴式建筑，但在建造技术及建筑材料的使用方面均较兴

隆洼文化具有明显的进步。从辽西地区史前时期环壕聚落

的演变过程看，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的环壕应具有一脉

相承的发展关系[10]。从兴隆洼、赵宝沟、红山文化祭祀区的发

展过程看，红山文化晚期祭祀中心的形成一方面是特定社

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是受本地区兴隆洼文化和赵宝

沟文化影响的结果。
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有关红山诸文化

的陶器有其一定的发展和承继关系。兴隆洼文化陶器对同

一地区红山诸文化陶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器型和纹饰方

面。红山诸文化的陶器无论是从器型上还是从纹饰上都不

同程度地承袭了兴隆洼文化陶器的某些因素，晚于它的赵

宝沟文化陶器也是以筒形罐为主，大敞口，圆唇，壁微弧，底

微内凹。除此以外，还有椭圆形罐、钵、碗、杯、盅等。红山文

化陶器也有大口筒形罐、直口折腹罐和斜口器等，兴隆洼文

化不见后两种器型。富河文化除筒型形罐以外，还有斜口

器、圈足器。其陶器群的的共性是，仅见或绝大多数为夹砂

陶，器类单调，形制单一，以筒形罐为主要器类，有的唇厚，

尤以兴隆洼文化为最多。其次是钵、碗类，绝大多数器表饰

纹，素面者极少，陶器纹饰尤其是彩陶纹饰也同样存在继承

关系。陶器纹饰以横压印、竖压印“之”字纹为主，最早在兴

隆洼文化的敞口直壁罐上已出现，到赵宝沟文化时则得到

充分发展。到了红山文化、富河文化甚至更晚的小河沿文化

时，纹饰一直以“之”字纹为主体，且出现了斜压印、复合压

印的“之”字纹。而兴隆洼文化出土的陶器纹饰有附加堆纹、
弦纹、折线纹、网格纹、席纹、坑点纹等。

从兴隆洼文化及其以后的红山诸文化出土的陶器纹饰

看，尤其是彩陶纹饰，可以发现这一地域陶器纹饰的独特性

及一脉相承的关系。兴隆洼遗存出土的陶器，器表素面者极

少，以压印纹和附加堆纹为主，主体纹饰最富特征的是交叉

纹、网格纹、竖压横排“之”字形线纹，以及戳印坑点纹；赵宝

沟一号遗址出土的陶器也是器表素面者极少，均施以压印

纹饰。常见纹饰中以直线组成的几何纹为主，“之”字纹次

之。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存陶器[11]，“之”字纹占重要地位，几

何纹数量较大，图案形式多样，规律性强。赤峰红山后出土

的陶器，其纹饰仍以“之”字纹为主体。同时还有弧线纹、指
甲纹、附加堆纹及彩陶上连续性的平行菱形纹。到小河沿文

化时期，陶器的纹饰有附加堆纹、细绳纹、三角纹、回字纹、
方格纹、网纹、蓖纹、指甲纹、锥刺纹、动物图案、原始文字等

十多样。彩陶花纹以不同的形式之间相结合构成各种几何

花纹图案。
以上可以看出，兴隆洼文化的陶器无论是从器形上，还

是陶器的纹饰上，对以后的红山诸文化都存在着文化承袭

或流传影响的关系。
石器方面，兴隆洼文化对其以后的红山诸文化也有一

定的影响。兴隆洼文化与赵宝沟文化都有打制石器，两种文

化的不同是，赵宝沟文化是以磨制石器为主，而兴隆洼文化

多数是打制石器；兴隆洼文化与富河文化，两种文化均有打

制锄形器、压制石器，但又各具特色，富河文化大型石器绝

大多数是打制的，只有少数斧、凿、锛等磨过刃部，压制石器

中的石镞、长身条形石片等，均不见于兴隆洼文化，而后者

有通体磨制的石斧、锛、凿。兴隆洼与红山文化，两种文化石

器的差异是明显的。红山文化的代表性石器有磨制耜形器、
桂叶形双孔刀，压制石器中的三角凹底石镞等。而兴隆洼文

化则以打制锄形石器、大型磨刃石刀等为特征。
总之，兴隆洼文化的聚落形态、陶器的陶质、器类、形制

以及“之”字纹等纹饰，甚至于石器都曾对晚于它的赵宝沟

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等红山诸文化分别

存在着文化发展传承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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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溴素资源与产业发展分析

19. 说唱音乐的历史地位及其传承与发展

20. 热风粘合非织造布及其发展

21. 论浙江乡村聚居环境的多元分布形态

22. 中国古典园林置石在现代园林景观中的应用

23. 西宁贤孝及其传承与保护

24. 试论兴隆洼文化的分布范围及发展传承

25. 乐户·乐班——《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编辑劄记

26. 城市建设基坑降水引发地面沉降的影响研究

27. 试论新疆民族传统音乐的困境与出路

28. 从CNKI论文看中国煤层气产业发展

29. 试论保护、传承和发展布依族文化的意义

30. 浅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发展

31. 论广西瑶族民歌的传承与创新

32. 空竹文化的价值与传承发展研究

33. 延边朝鲜族南道民谣、盘索里传承模式调查

34. 天津中心城区基坑降水对地面沉降的影响范围研究

35. 巴黎历史与城建

36. 新浙商对旧浙商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37. 论现代汉语语气副词

38. “抑武”“扬武”与传统武术的传承和发展

39. 微电子壳体材料用的钨铜合金和钼铜合金的注射成型

40. 中国人造板机械生产企业分布及形成与发展概况

41. 浅谈我国木偶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42. 中国传统音乐在群文音乐创作中的传承与发展——以第十五届“群星奖”音乐类获奖作品为案例

43. 琵琶演奏技法的传承与创新

44. 谈广场舞蹈的审美特点及其发展

45. 浅谈馆际合作与资源共享

46. 从CNKI论文看中国煤层气产业发展

47. 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及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

48. 大气成就大器——北京四中教育思想传承与发展

49. 高校教师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50. 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注重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发展——兼论传统美德在学校德育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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