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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何界定斯基泰人？斯基泰的边界如何确定？在这些问题上，考古学家们至今没有一致的看法。苏联考古学家阿甫杜辛认为，分歧的根

源在于看待斯基泰这一术语的角度不同。从地理学角度来看，斯基泰包括多瑙河与顿河之间的草原，有时还包括库班草原地区，这些地

区居住着具有斯基泰生活方式，但语言上往往没有亲属关系，有时政治上也各自独立的民族。从另一个角度即民族学角度来看，斯基泰

部落应指在起源、语言和政治归属方面均为真正斯基泰式的部落。后一标准目前在考古学上占优势。参见［苏联］阿甫杜辛：《斯基泰文

化》，载《考古学参考资料》第 6 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年版。一般地，学界多认为塞人即萨迦（Saka，又译作塞迦）。关于塞人和斯基

泰人的关系问题，学界尚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塞种和斯基泰人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族群。参见陈天机：《大自然与文化：环境、创造和

共同演化的故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22、469 页。但多数学者认为，《汉书》中出现的塞人、塞种便是斯基泰人。

参见王钺、李兰军、张稳刚：《亚欧大陆交流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50 - 51 页；杨希枚：《北海儋耳地望与月氏、匈奴、春

秋晋人嫠面之俗———有关古饕餮民族考的一些补证》，载（台湾）《大陆杂志》，1969 年第 1 期。也有学者认为，斯基泰人的概念更为宽泛，

塞人仅是斯基泰人的一支，如赵汝清。参见赵汝清：《从亚洲腹地到欧洲：丝路西段历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63

页。本文的论述中，是将塞人看作斯基泰人的一支。

从新近的考古发现看斯基泰人
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

徐艳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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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阿尔赞 2 号王陵、阿拉沟四处竖穴木椁墓、洋海墓地等处的考古发现入手，可以发现公元前
10 世纪前后，由于全球气候变冷，斯基泰人（Scythians）从南西伯利亚来到吐鲁番盆地。到达吐鲁番盆地之后，洋
海地区的斯基泰人可能为了追逐更丰沛的水源来到托克逊河流域，文明继续发展，发生了社会的分层和贫富的

分化，终于在战国时期产生了国家———车师。在两汉时期的汉匈斗争中，斯基泰人同汉民族之间的民族融合已

经开始。450 年，车师为柔然所灭，斯基泰人融入其他民族（包括汉族）之中。吐鲁番盆地的斯基泰人在中西文
明交流中发挥着中介的作用，其本身文明的高度发展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西文明交流的水平。华夏文明的起

源和发展很可能受益于欧亚草原同内陆之间的文化接触和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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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基泰人（Scythians）也译为斯基台人、西古提人
（Skutai）、西徐亚人或赛西亚人①。在古代中亚与古
代新疆历史上，斯基泰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在

张骞通西域之前，古代中亚与新疆地区的先民已经开

始了频繁而深刻的文化交流。生活在欧亚大陆中间

的斯基泰人不仅游走于里海北岸、河中地区、帕米尔

高原、南西伯利亚地区、天山南北，甚至到达了今天的

吐鲁番盆地，而且他们的生活年代远远早于张骞通西

域，所以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斯基泰人

实际上是早期中西交流的实践者。在早期中西文化交

流中，斯基泰人扮演了双重的角色，他们既是早期游牧

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侵袭者和劫掠者，又是早期中西方

交通的开拓者和两个世界交流的使者。他们在张骞通

西域之前，已经生活在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并形成了

以今天新疆北部、西部为中心的灿烂文明。

西方学者关于斯基泰人的研究有 300 多年的历

史，自 19 世纪以来，斯基泰人一直是内陆欧亚学研究
的重大课题。国内学者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也已
开展了较多的研究。关于斯基泰人在早期中西文明

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

丰硕，其研究视野主要投射在斯基泰人与早期中西贸

易、斯基泰文化同中国内地的文化互动和文化接触，

以及斯基泰人与中国古史研究等领域。2000 年以
来，俄国考古学者在南西伯利亚地区的阿尔赞、巴泽

雷克发现了举世震惊的斯基泰王陵，在这里出土了大

量的金饰。我国考古学者则在新疆鄯善发现了洋海

古墓，这里同样形成了以斯基泰人为中心的文明，《史

记》《汉书》中记载的车师，就是他们的直系后裔。由

于相关的考古资料陡然增加，学界对斯基泰人的研究

热情更为强烈，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本文便以

此为基础，尝试重新阐释斯基泰人的活动和文化，以

便学界对斯基泰人在早期中西文明交流中的作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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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认识。

一、从新近的考古发现看斯基泰人在中国境内的活动

洋海墓群位于我国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夏

村、吐鲁番盆地火焰山南荒漠戈壁地带。墓地分三区。

一区位于西部，东北—西南向，南部略宽，从南向北逐

渐变窄，中部宽 45米，南北长 350米，面积 1. 575公顷。

有墓葬 1 000 余座。二区位于一区以东，东北—西南
向，呈长方形，长 300 米，宽 80—100 米，面积 2. 58 公
顷。有墓葬 1 500 余座。三区位于二区以南，南北向，
南北长 150米，东西宽 100 米，面积 1. 5 公顷。有墓葬
500座左右。墓葬均为先挖竖穴，墓口有篷盖物。年代
衔接紧密。2003年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出土大量文物。
时间大概从公元前 10世纪到两汉时期。

图 1 洋海墓地位置图

  据出土物的文化特征判断，洋海墓地是斯基泰人
的文化遗存。首先，从出土物的动物纹饰方面来看，

洋海墓地出土的动物纹饰在阿尔赞墓地均可见到，尤

其是洋海墓地中出土的小木桶上的鹿纹同阿尔赞 2
号王陵并无二致。洋海墓地出土的小木桶（两侧带

孔）上的三角纹饰，在阿尔赞 2 号王陵也可见到。其
次，从丧葬形制上看，洋海墓地的墓式、葬具、随葬品、

文化特征等均与阿尔赞、阿拉沟的斯基泰墓葬相近。

洋海墓葬发掘时都是先挖出竖穴，墓口有篷盖

物［1］100。其中的 IM150 墓葬内填黄色沙土，并夹有土
坯、草、骆驼刺等。在距墓口深 0. 23 米处有一层用细
圆木条搭建的棚木，棚木下有两根粗圆木作横梁，在

南北两壁掏洞，将横梁两端插入洞中。阿尔赞 2 号王
墓也是竖穴土坑墓，墓室内也用原木构筑棺椁。阿拉

沟出土的四座墓室也均为长方形竖穴［2］18。位于苏联

阿尔泰山北的巴泽雷克墓地的马鞍中也填充鹿毛，并

且也是竖穴墓，甚至连陈尸的尸榻也非常相似。在这

个墓地里随葬的弓和弓弦同洋海墓地一样也是故意

折断的。这些文化特征与洋海中期的文化相对应。

阿尔赞 2 号王墓中发现的斯基泰人文身习俗，在洋海
墓地也有发现［1］147。其次，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洋

海人颅骨形态的综合特征明显倾向于高加索人种系

列，其中 2 / 3 近于古欧洲类型，1 / 3 近于地中海类型；
前二期的居民没有大的变化，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群

体。后期虽有蒙古人种因素的明显增加，但不足以改

变基本的综合体［1］147。综合以上因素，可以判定洋海

墓地是斯基泰人文化遗存。

图 2 - 4 依次为洋海墓地出土小木桶（两侧带孔）、双耳小木桶和俄罗斯阿尔赞墓地出土金鹿、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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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基泰人在这一时期活跃在吐鲁番洋海墓地地
区，其实同斯基泰人的早期迁徙有关。将洋海墓地、

巴泽雷克墓地、阿尔赞墓地等斯基泰人墓地串联起

来，即是早期部分斯基泰人大致的迁徙路线：俄罗斯

图瓦共和国北境西萨彦岭支脉土兰诺 -乌尤克盆地

→俄罗斯戈尔诺阿尔泰省巴泽雷克盆地→中国新疆
阿勒泰地区→新疆吐鲁番盆地。这种迁移路线透露
出早期斯基泰人的活动地域的拓展，那就是部分斯基

泰人从南俄罗斯高加索地区进入到中国境内的草原

地带。这种迁移和活动地域的改变，可能与欧亚草原

东部的气候变化有关。自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1
世纪左右，挪威雪线一直在降低（雪线降低，表示温度

下降；反之，表示温度上升），全球气温在一直变冷。

南西伯利亚草原地带冬季本身就已经非常寒冷，这时

气候变得更加干冷，对人们和牲畜的生活造成极大的

挑战，游牧生活难以维持。新疆地区在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七八世纪前后的气候变化趋势与此相类，

却反而因地表水蒸发的减弱而缓解了新疆地区的干

旱局面［3］。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性，可能引

起斯基泰人的一支南下到达吐鲁番地区。南西伯利

亚地区再次变得潮湿是在公元前 600 年①，水土重新
变得丰美，则可以解释为何大部分斯基泰人滞留故

地，以及南西伯利亚草原地带的斯基泰文化在此前后

达到鼎盛。

斯基泰人往鄯善县吐鲁番地区迁徙的路线，还有

一种可能。那便是自南西伯利亚南下经由哈萨克斯

坦的平原丘陵地带到达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和伊犁

河流域，再经由伊犁河河谷来到我国的塔里木盆地。

再由塔里木盆地东北口出，进入吐鲁番盆地。其间无

大的地理阻隔，是可以实现的一条道路。现在的一些

考古发现也说明，在南西伯利亚、伊犁河河谷和吐鲁

番地区之间曾经有过人员的流动。1983 年，新疆伊
犁地区新源县出土了一具铜铸造的斯基泰武士像，铜

像高 40 厘米，呈半跪状。武士头戴高大的宽沿尖顶
帽，高鼻窄面、目视前方，神态肃穆，是典型的欧罗巴

男子形象。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武士头上向前弯曲的

尖顶高帽和手里曾经握着的长矛，这一形象与南西伯

利亚巴泽雷克墓出土的武士形象如出一辙。

这一迁徙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其后的中西文

明交流带来巨大的影响。有学者关注到，鄯善县的洋

海墓地发现有车师文化遗址［4］。此外，阿拉沟地区的

出土报告证实，在吐鲁番盆地托克逊河流域也有斯基

泰人的踪迹。1976—1977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
馆原考古队对阿拉沟四处竖穴木椁墓进行考古发掘，

出土大量金器和一些青铜器、木器、漆器。出土的方

座承兽铜盘，同类器物过去在苏联哈萨克斯坦境内曾

有所见［2］22。此即古代斯基泰人的文化遗存。阿拉沟

四处竖穴木椁墓的考古学时期系战国到西汉时期，大

致相当于洋海晚期。洋海墓地、阿拉沟四处竖穴木椁

墓等地的文化特征，也同毗邻的交河故城相近。我们

有理由认定，车师国居民主要即斯基泰人的后裔，阿

拉沟四处竖穴木椁墓、洋海晚期墓地实际即车师文化

遗址。

对车师国的文献记载，辅之以洋海、阿拉沟等地

的考古发现，可以呈现出战国至公元前后斯基泰人在

吐鲁番盆地活动的历史图景。

当地的人们具有逐水草而居的生存常识，车师国

在战国时期出现，很可能与洋海墓地的主人斯基泰人

追逐更加丰沛的水源有关。据史书记载，战国时期开

始，吐鲁番盆地兴起一个绿洲古国———车师国，车师

国的国都即托克逊河流域的交河故城。将洋海墓地

和交河故城的地理位置比对后可以发现：洋海墓地北

侧即博格达山，这一地区有数条水渠自博格达山发

源，流经吐鲁番盆地，成为吐鲁番盆地主要的水源生

命线。洋海墓地即位于两条水渠———海沟渠和木头

渠交叉形成的水渠附近。交河故城则位于塔尔郎渠

出山口的冲积盆地附近。既然洋海墓地的考古学文

化延续时间长达 1 000 多年，中间未有中断，车师国
则自战国时期出现，之间的数百年时间中很可能发生

了人员的流动，而流动的动力则是水源。

当时的车师国虽然人口不多，都城人口 6 050
人，举国也不过 12 000 多人。然而，车师国的军事地
位却极为重要。交河故城地跨天山南北，扼守丝绸之

路交通要道，是东西方贸易、文化、使节交流与交往的

必经之地。秦汉之交，“由于匈奴的兴起，引起民族大

迁徙，社会不稳定因素增长，文化开始衰落”［1］147。西

汉时期，汉朝同匈奴为争夺西域的控制权，自公元前

99 年到公元前 60 年，在长达 40 年的时间里，连续发
生了五次大的战争，历史上称之为“五争车师”。最

终，汉朝把匈奴势力驱逐到了天山以北，就是现在博

格达山以北地区，控制住了车师地区。车师居于入疆

前哨，且处于汉、匈奴两大势力之间，位置重要，为便

于控制便将车师一分为八，即车师前国、车师后国和

山北六国。山北六国，即博格达山以北的六个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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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匈奴日逐王率众降汉，吐鲁番盆地的地方政权终

于归汉。这一时期斯基泰人和汉人之间的交流融合

更加频密。洋海墓地的出土报告中便说：与匈奴兴起

同时，“居住在河西走廊西部的族群有的不断向西迁

移，这种浪潮从青铜时代早期从没有停止”，然而“后

期虽有蒙古人种因素的明显增加，但不足以改变基本

的综合体”［1］147，车师居民仍以斯基泰人为主，多为欧

罗巴人种。

公元 450 年，车师国被柔然所灭，斯基泰人的一
支融入柔然民族之中，也有部分斯基泰人融入其他民

族之中，包括汉族。2004 年 10 月上旬和 2005 年 10
月上旬，新疆吐鲁番地区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

墓的出土便说明了这一点。此墓系魏晋时期西迁到

吐鲁番的汉人墓地，这些墓大都是斜坡墓道，这是汉

族人特有的丧葬习俗。他们都是以姓氏、家族为单

元，每个墓园井然有序、界域分明。然而，例外的是其

中的 M26。M26 位于康氏家族茔院中北部，地表有椭
圆形封土，略高于地表，表面铺有一层砾石块。墓口

位于表土下，四隅圆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向剖面

口小底大，平底，上口长 2. 4 米、宽 1 米，下口宽0. 56
米、距地表深 1. 92 米。在墓室口外有残存的模制土
坯块，填黄沙土［5］。这与阿拉沟四处竖穴木椁墓、洋

海墓地的墓表形态极为相似。可以断定也是斯基泰

人的文化遗存。在汉族家族墓葬中出现斯基泰人的

竖穴墓，很可能说明，部分斯基泰人在魏晋时期已经

同西迁的汉人通婚，死后则采用了本民族的固有

葬式。

二、新近的斯基泰文化遗存中所见中西文明交流遗痕

斯基泰人的早期主要活动地域———南西伯利亚

和我国新疆地区在地理和文化上属中亚地区，处于亚

欧两大洲交界之地，中西文明交汇之区。因此，斯基

泰人的文化遗存便显示出这种中西方文明交流混融

的特征。下面主要以洋海墓地的出土物论述这一

问题。

洋海墓地出土的一个小木桶呈现出欧洲独有的

小花紫草装饰文化的特点。洋海出土物中有一只小

木桶，它的桶沿上用洁白晶莹的植物种子粘成装饰三

角纹饰。依然保留的 297 颗白色的植物种子呈连续
的倒三角在桶口闪烁着瓷样光泽。经过实验鉴定它

们是小花紫草的果实，碳 - 14 测年法测定为 2 550
（ ± 40）年前遗存。这种植物分布于欧洲到中亚的区
域。有学者认为，保加利亚的 Gumelnitsa 文化遗址中
曾有 600 多颗穿孔的小花紫草果实被当作珠子制成
装饰品；在新石器时代意大利北部的湖上桩屋遗址发

现当地居民将紫草果实点缀于纺织品。但这种文化

现象在欧亚大陆的欧洲部分出现，在亚洲尚未被发现

过。吐鲁番洋海墓地小花紫草果实装饰文化，可能是

早在史前时期就从欧亚草原传到了吐鲁番［6］28 - 32。

洋海墓地出土物葡萄藤、竖琴也系自西方传入，

洋海地区的斯基泰人同中亚、欧洲地区之间保持了有

效的文化互动。洋海墓地出土了一根有 5 个芽节、大
约长 115 厘米的葡萄藤。葡萄的原产地在地中海沿
岸和小亚细亚，新疆没有葡萄的亲缘种。还有小麦，

新疆最早的小麦发现于塔里木盆地的小河墓地［7］，它

证明早在 4 000 年前原产于地中海的小麦已经进入
新疆并渐次进入中原。但是小河的小麦因为没有旁

证而无法描述具体的传递路线，洋海的小麦发现为此

补上了生动的一环：大约继小河之后的1 000年，小麦
开始在洋海的土地上播种收获［6］15 - 21。洋海墓地发现

的竖琴，则来自于小亚细亚或美索不达米亚。新疆只

有两地发现了竖琴，另外一处是且末扎洪鲁克墓

地［1］148。洋海地区的斯基泰文化可能还影响到南西

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地区的文化。有学者通过将洋

海古墓群出土的塔加尔文化铜戈、南西伯利亚出土的

塔加尔文化铜戈和哈萨克斯坦出土铜戈进行比较研

究，认为铜镇最早出现于南西伯利亚的塔加尔文化和

位于欧亚草原的斯基泰文化［8］。斯基泰 -塔加尔文
化的源头，正是欧亚草原东部的斯基泰文化。

此外，斯基泰人同我国内地族群一直有文化接触

和互动。洋海墓地的一些出土物很可能来自中国的

内地和东部沿海地区。海贝即贝壳，洋海墓地多有出

土。从保存了原使用位置的几座墓葬看，多缝缀在毛

编织带上作头饰，个别还握在手中。洋海墓地出土的

海贝都属于一个相同的品种，为腹足纲宝螺超科宝螺

科的黄宝螺种。黄宝螺是贝壳中形状变化最多的一

种，大致壳厚，微扁平，有棱角，壳口窄，唇齿不多，但

短而强。壳表底色为淡黄色，壳缘、壳底和齿为白

色［1］113。分布于热带印度洋、太平洋沿岸，栖息于珊

瑚礁附近，以海藻为食。曾经在世界许多地区作为货

币［9］。据此可以判定，洋海墓地出土的货贝可能来自

我国东部沿海或者印度地区。此外，原产于中国内地

的黍，在 4 000 年前发现于小河墓地，在洋海墓地中
也有发现，可能说明了黍自东向西传播的过程。

云南青铜文化中的部分斯基泰文化遗物（包括当

地的仿制品）是由古代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塞人”通

过澜沧江河谷传入云南的。苏联巴泽雷克墓是重要

的斯基泰人墓地，台湾学者陈健文利用其出土材料，

认为最迟在战国晚期，中国内地与南西伯利亚之间已

有某种程度的文化互动，并且一直持续到汉代，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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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岭南地区也有巴泽雷克墓的影响踪迹。中介管道

可能借由自春秋时期开始便不断从西北朝中原移动

的戎族或羌族完成［10］。洋海墓地的挖掘则为以上说

法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脉络。更确切地讲，云南青铜文

化中的部分斯基泰文化遗物是由我国新疆境内的斯

基泰人（包括后来的车师人）传入，中国内地受到的

斯基泰文化的影响，更可能是借由我国境内的斯基泰

人推动的，当然也不排除戎族或羌族侧身其间。

部分斯基泰人很可能还曾到过中国的贺兰山麓、

陇东地区，这可由贺兰山岩画和甘肃刘坪墓地的出土

物窥其大观。斯基泰风格的鹿纹头部高耸、大眼、有

耳、有四肢且吻部修长，角形长而弯曲多变化。贺兰

山麓的岩画中便有这种斯基泰风格者①。甘肃省天

水市清水县刘坪发现的虎纹、对鸟纹、对龙纹金片，在

阿尔赞 2 号王陵、洋海墓地等墓地都有出土相似的器
物［11］，它们显然也是斯基泰风格的。根据考古资料，

原始先民开辟的草原大道，就是从我国宁夏、内蒙古

经过蒙古的赛音、山达市、曼达尔戈壁、鄂尔浑河（哈

尔和林）等地到贝加尔湖、叶尼塞河上游和乌兰哈达

一带，在这些地方都发现了船底形刮削器、锥形石核、

底部带凹档形的三角镞、石片制成的一端刮削器等工

具。部分斯基泰人很可能正是从这条草原大道来到

贺兰山麓和陇东地区的。而“秦人的部分血统来自于

斯基泰人”［12］等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有待新的考古

材料佐证。

结语

在公元前 10 世纪前后，由于全球气候变冷，斯基
泰人从南西伯利亚来到吐鲁番盆地。其迁徙路线至

少有两种可能：（一）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北境西萨彦

岭支脉土兰诺 -乌尤克盆地→俄罗斯戈尔诺阿尔泰
省巴泽雷克盆地→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新疆吐鲁
番盆地。（二）自南西伯利亚南下经由哈萨克斯坦的

平原丘陵地带到达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和伊犁河流

域，再经由伊犁河河谷来到我国的塔里木盆地。再由

塔里木盆地东北口出，进入吐鲁番盆地。到达吐鲁番

盆地之后，斯基泰人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定居、半定居

转变，青铜器制作有了一定发展，其黄金制作技艺逐

渐成熟。此后，洋海地区的斯基泰人可能为了追逐更

丰沛的水源来到托克逊河流域，文明继续发展，发生

了社会的分层和贫富的分化，终于在战国时期产生了

国家———车师。车师国都交河故城即位于托克逊河

流域。

在两汉时期的汉匈斗争中，由于车师军事地位极

为重要，汉朝和匈奴围绕车师国展开了五次战争，最

终将匈奴势力排斥出吐鲁番盆地。为控制车师国，汉

朝将车师国瓦解，一分为八，加以削弱。这一时期，车

师国的民族融合已经开始了，洋海晚期的出土物中已

经出现了很多汉人器物，蒙古人种的因素有显著增

加，应该是河西地区的族群迁徙至此地，而后同斯基

泰土著通婚的结果。450 年，车师被柔然所灭，斯基
泰人融入其他民族中去，包括汉族之中，加入了魏晋

时期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阿拉沟地区的斯基

泰文化遗存时期也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发掘的四处竖

穴木椁墓是斯基泰上层人物之墓，此地的斯基泰人和

车师国的关系有待另文讨论。

吐鲁番盆地的斯基泰人在中西文明交流中扮演

了中介的作用，其本身文明的高度发展也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了中西文明交流的层次和水平。西方的葡萄、

紫草等经由他们传入我国吐鲁番盆地，小麦甚至经由

他们渐次传入中原。东方的黍、海贝可能也经由他们

传入到了西方世界。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后，斯基泰人

的文化媒介作用可能更为重要。而且，他们同中国内

陆的文明一直保持着沟通，甘肃清水县刘坪墓地出土

的斯基泰风格金片、贺兰山麓的斯基泰风格岩画便是

这种文化沟通的见证。他们还可能曾同秦人祖先结

为姻娅，对秦人祖先向东扩张帮助很大。中国境内的

其他斯基泰族群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体与

吐鲁番地区的斯基泰人相似。

公元前第一千纪前半期，欧亚草原文化因素在中

国北方自西向东都有广阔分布，欧亚草原与内陆之间

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交流与融合②。更有甚者，有材料

表明，至少在 2 000—3 000 年前，“西方基因”已经在
我国多个地区人群中存在，这些“西方基因”正是经

由我国新疆向东流向内地的，这些欧洲人种的人群在

汉代之前向东扩展的地理界限大致是在新疆东部和

甘肃西部之间③。姑且不论这些欧洲人种的人群同

古斯基泰人有何种关系，我们仍可以断定：华夏文明

的发生和发展间接地受益于欧亚草原与内陆之间的

这种文化接触和文化交流。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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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明均不是一个文化孤岛，它同其他文明之间一直

保持着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古人的交通能力远非今人

所能想象。对华夏文明发生、发展的研究，只有跳出

民族主义的解释框架，才有可能获得崭新的视野，得

出更加客观理性的结论。

附录：

洋海墓地 M21 墓主身份献疑
洋海墓葬 21 号墓中埋葬的是一位大约 40 岁的

男子，他的额头上系着一条缀有海贝的彩色毛绦带，

头戴羊皮帽。左耳戴一只铜耳环，右耳戴一只金耳

环，两个耳环大小相同。脖子上挂着用玛瑙和绿松石

串成的项链，穿着色泽颇为鲜艳的毛衣裤，脚穿镶有

铜扣的皮靴。右手持一根短木棍，上面螺旋状地缠裹

着铜片；左手握着一把木柄青铜斧。腰间挂两个皮

袋，里面分别装着一把铜刀和一把铜锥。有学者认

为，墓主人的身份是一个地位较高的萨满巫师。羊皮

帽便是其神帽。90 号墓葬出土物箜篌则是萨满巫师
作法术时弹奏的主要乐器。21 号墓主人左手所握木
柄青铜斧则是作法术时驱赶鬼神的法器。萨满巫师

怀里抱的木棍，是巫师作法术时使用的神杖。

这一说法有很多问题。首先，洋海墓群中为何未

发现贵族或者部落酋长的墓葬？大规模的人群曾在

此居住和生活，然而考古报告却告诉我们，洋海墓群

的墓主人主要有两类人：男人和女人，或者说民众和

巫师，这确实有违常理。其次，所谓“巫师的法器和法

帽”出现在二处墓葬之中，而非同时出现于一处墓葬

之中，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嫌。再次，21 号墓主人的重
要特征：颅骨有开孔，腰间皮袋中的铜刀和铜锥，额上

所系缀有海贝的彩色毛绦带等却未得到合理的解释，

也令人对部分学者所谓“墓主人系萨满巫师”的结论

顿生疑窦。试问，铜刀和铜锥在“巫师”的施法仪式

中作何用途呢？颅骨开孔难道是为了上通神灵吗？

这种思维颇为奇怪。

实际上，这种穿孔现象在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中

屡有发现，多为死后人工所为［13］。然而进行这种手

术的工具为何，迄无定论。洋海墓地 21 号墓中的出
土物恰恰回答了这一难题。21 号墓主实际上是个巫
医，同时也是这个族群的政治领袖，而非纯粹是一位

巫师。他丰富而珍贵的随葬品，像货贝、玛瑙、绿松

石、金耳环、木柄铜斧等可以说明其身份尊贵。而据

考古材料可以看出，他曾接受开颅手术，其头骨上的

开孔呈圆形或者椭圆形，均在颞骨、额骨处，系人为所

致。这种穿孔现象可能是其他巫医所为，穿孔的工具

便是其口袋中的铜锥和铜刀。铜刀用以刮开头骨上

的皮肉，铜锥则用来钻孔。墓中出土的大麻成分在当

时的手术中广泛用于麻醉，木盆的作用则相当于中医

中的药臼。这些物品是作为死者生前物品一并葬入

的。至于木柄铜斧和系有铁片的木棍，则多少意在宣

示权势和尊荣。在早期铁器时代，铁作为一种贵金

属，较青铜器具锋利，恐怕非一般百姓所能使用，可能

即死者的权杖（兼神杖），木柄铜斧则象征其军政权

力。这其实同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权杖相似，作用也

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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