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代最早距今 10000 年以前的上山文化 ，

不仅代表了中国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
古学文化，也成为中国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开端。

上山文化所呈现出来的物质成就和技术发
明均走在同时代前列———这里发现了类型多样
的稻作驯化证据和初成体系的稻作农业生产证
据，此为中国万年水稻栽培史的重要开端，是世
界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 这里出现了以稻作
农业生产和多元采食经济为基础和支撑的定居
村落和早期农业社会， 此为中国万年农业定居
史的重要开端； 这里发现了世界上年代最早的
彩陶， 此为中国万年陶器起源和技术发展史的
重要代表 ；这里发现了以水稻 、薏仁 、块茎类植
物为原料发酵酿酒的残留物和陶容器， 此为中
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酒。

上山文化：
中华万年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启明星”

正在举行的“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是中国“百年百大
考古发现”榜单公布后，首个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的“百年百大考古遗址”

孙瀚龙

“四个最早”改写历史，其中稻作农
业世界第一、彩陶出现世界最早

总的来说， 上山文化在稻作农业生
产、农业村落定居、彩陶技术创新、酿酒
技术产生等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具体表现为“四个最早”。

稻作农业出现最早。 袁隆平院士曾
为上山文化题词———“万年上山、世界稻
源”，这充分说明上山文化在稻作农业起
源研究中的重要性。 著名植物考古学家
赵志军认为，稻作农业是一种人类行为，

我们研究稻作起源实际上是研究人类种
植水稻这种农耕行为什么时间出现，并
由此探寻人类为什么驯化水稻。 从这个
意义出发， 上山文化不仅出现了水稻作
物属性的种种驯化特征， 而且很好地诠
释了人类行为的确定性，这表现在水稻
的种植 、收割 、加工 、食用的各个环节 ，

还表现在制陶和酿酒等技术特征上。 上
山文化已经出现一整套比较成体系的
“稻作行为证据链”， 已经具备稻作农业
经济的雏形，稻作农业出现最早、也是最
明确的。

村落定居出现最早。 如果按我个人
的理解， 上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
晚段， 同时也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
时代过渡的完成阶段， 对这个时期的研
究，在考古学上有专门的课题———“新石
器革命”，即研究人类历史上的农业起源
和定居的出现，以及制陶术、磨制石器的
产生。 这是柴尔德根据西亚地区的考古
材料提出的理论。

在东亚地区， 上山文化是
目前所知年代
最 早 的 已
经出现稳定
村落定居的
农业社会，而
且与稻作农业、

制陶技术的出现
和发展在时间和进

程上保持一致 ，这有别
于西亚地区定居先于农

业 、农业先于制陶的特点 ，也就
是说在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
的过程中， 上山文化很可能代表了一种
新的农业起源和定居模式。 从这个意义

上说， 这也是上山文化独特性和
创新性的表现。

由此问题延伸出去的， 是对
我们的一种提示， 即在上山文化
之前， 是否还存在一个尚未被我
们认识的历史阶段， 这个阶段的
农业和定居或许处于真正的起源
状态， 上山文化已经表现出明显
超出同时代文化的进步性了。 严
文明先生称其为 “远古中华第一
村”实至名归！

彩陶技术出现最早。 目前发
现的上山文化彩陶世界最早 ，比
西亚地区距今 9000 年以后才出
现彩陶要早， 尤其以桥头遗址的
发现最具代表性。

上山文化的彩陶与它成熟的
制陶工艺密切相关， 可分为红彩
和乳白彩两种。 红彩主要为条带
彩，装饰于盆、罐类的唇口或肩颈
位置，最典型的就是大口盆。 这类
器物外壁施红衣、内壁施乳白衣，

口沿部位施一圈颜色鲜艳的红
彩。 乳白彩的纹饰则更为丰富，主
要见于壶形罐、 圈足盘和钵形器
上 ，纹饰有太阳纹 、短线组合纹 、

折齿纹和点彩等。

太阳纹是上山文化最为明确的彩陶
符号， 体现了意识观念和精神信仰等文
化内涵，发现有光芒四射的太阳、有从地
平线升起的太阳、有抽象的太阳符号，这
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太阳纹。 短线组
合纹被认为是最早的数卦符号， 与后世
的卦象体系非常相似， 其神秘性和文化
内涵值得深入探索。

上山文化的彩陶还引领了中国南方
地区的彩陶技术和观念思想，以太阳纹、

数卦符为意象、以具象化、图像化为特征
的彩陶传统对整个新石器时代的后续文
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跨湖桥文化彩陶的
直接来源就是上山文化。

酿酒技术最早产生。 上山文化目前
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酿酒证据， 在桥头遗
址出土的属于上山文化的二十件陶器标
本中，我们进行了淀粉粒、植硅体、霉菌、

酵母细胞的残留物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有八件器物标本曾用于储存酒 （或发
酵）。 酿酒的原料包括水稻、薏米和块根
植物。同时，这些器物的残留物中包含了
大量的霉菌和酵母细胞， 部分霉菌与曲
霉或根霉的形态特征相符， 酵母形状大
多为圆形和椭圆形，显示有芽植状态。植
硅体残留物中包括水稻颖壳和茎叶，以
及其他草本植物。

综合多种残留物的分析结果， 桥头
遗址陶器内所储存的可能是一种原始的
麯酒。 上山人利用发霉的谷物与草本植
物的茎叶谷壳，培养出有益的发酵菌群，

再加之水稻、 薏米和块根作物进行发酵
酿造。如此看来，上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已
经掌握了粮食的储藏技术， 并通过不断
的试验获得了比较原始的酿酒技术，对
剩余粮食的二次加工和形态转换可能意
味着上山文化对酒的主动创造， 酒在桥
头遗址的出现可能与该遗址的某些仪式
功能关系密切。

从这些不同方面， 上山文化的发现
意义和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它不仅代表
了中国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
学文化，年代最早距今 10000 年以前，是
中国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开端， 而且还发
现了类型多样的稻作驯化证据和初成体
系的稻作农业生产证据， 是中国万年水
稻栽培史的重要开端， 是世界稻作农业
的重要起源地。

上山文化出现了以稻作农业生产和
多元采食经济为基础和支撑的定居村落
和早期农业社会， 这是中国万年农业定
居史的重要开端。 上山文化发现了世界
上年代最早的彩陶，是中国万年陶器起
源和技术发展史的重要代表。 上山文化
还发现了以水稻、薏仁 、块茎类植物为
原料发酵酿酒的残留物和陶容器 ，这
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现的年代最
早的酒 。 上山文化所呈现出来的物质
成就和技术发明均走在同时代的前列，

诚如英国伦敦大学傅稻镰教授所指出
的：“上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革命’开启
的文化转型和人类生态转变的关键转折
点之一。 这是向正在成长的社会过渡的
关键。 ”

由此开始，以上山文化为代表，中华
万年文明史开启了正式的起步， 一条通
往文明的伟大之路正向我们缓缓铺开，

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
的史前中华文明开始光辉闪耀。

（作者为考古学博士、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馆员）

从文化基因的角度来讲， 上山文化
可被视为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母体

如前所述， 上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
把长江下游和中国南方地区的文明史提
早至 10000 年前，那么，它和我们熟知的
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有什么关联呢？

按照考古学的年代分期， 可以将中
国新石器时代分为早期、中期、晚期和末
期，年代距今约 12000—4000 年。上山文
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 河姆渡文
化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 良渚文化属于
新石器时代晚期。单纯从时间层面，河姆
渡文化距今 7000—6000 年，良渚文化距
今 5300—4300 年，上山文化要远早于河
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

也许有人会问， 它们三者之间并不
完全衔接，中间都有年代上的空缺。这个
问题其实很关键， 因为它涉及到我们考
古学研究的文化谱系。如果简单点概括，

文化谱系就是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时空脉
络，具体到上山、河姆渡和良渚文化，它
们是 “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
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 这一文化
序列中的几个重要节点， 在它们之间还
有跨湖桥文化 （距今 8000—7000 年）和
崧泽文化（距今 5800—5300 年），良渚文
化之后还有钱山漾文化 （距今 4400—

4200 年）、广富林文化（距今 4200—4000

年），它们共同构建起了长江下游地区整
个新石器时代从早到晚的考古学文化编
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上山文化年代最
早， 它的继承者跨湖桥文化是河姆渡文

化的重要源头， 而河姆渡文化又对良渚
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此， 如果从文化基因或者文化传
统的角度讲， 可以
将上山文化看成是
河姆渡文化、 良渚
文化的母体。 尽管
三种文化在陶 、石
器所体现出的文化
面貌上各有特色和
差别， 但从农业社
会的形成这个角度
看， 特别是稻作农
业的起源、 延续和
发展， 三者可以看
成是三个递进的发
展阶段， 一浪接过
一浪， 而以稻作农
业为基础的社会发
展路径， 最终奠定
了上山文化由 “最
早的村落” 走向良
渚文化 “最早的国
家” 这个区域文明
演进模式。 以上叙
述只是非常粗线条
的概括， 具体到真
实的文化发展 ，其
中的复杂程度远远
超过我们的想象。

上山文化把长江下游和中国南方地
区的文明史提早至一万年前

在了解上山文化之前， 首先要明确
两个概念，即文化和考古学文化。

关于“文化”，最为经典的定义当属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 1871 年在其
名著 《原始文化 》中的表述———“文化 ，

或文明， 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

是包括全部的知识 、信仰 、艺术 、道德 、

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
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
复合体”。

考古学主要是研究古代物质文化遗
存的科学。 考古学文化既是一个具体的
反映出土遗物的概念， 也是一个抽象的
涵盖人群的概念。 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戈
登·柴尔德 1929 年在其著作 《史前时代
的多瑙河》序言中这样阐述———“我们发
现了特定的遗迹类型———陶罐、器具、装
饰、 葬礼与房屋形制———不断重复在一
起。这种复杂的关联特征，我们定义为一
种文化群或者可以直接称为‘文化’。 ”

简单地说， 考古学文化就是考古学
家发现的属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域、

同一人群遗留下来的经常反复出现的遗
物和遗迹的总和。

那么，按照这个定义，上山文化可以
如下表述。

上山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浙江省浦江
县上山遗址， 而被命名为 “上山文化”

（注：2000 年发现，2006 年正式命名）。它
是目前长江下游、 也是中国南方发现的
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
要分布于浙江省中部的金衢盆地， 目前
总共发现上山、小黄山、桥头、荷花山、下
汤等 20 处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其
年代距今约 10000—8500 年， 可以分为
早中晚三期，早期距今 10000 年左右，中
期距今 9000 年左右， 晚期距今 8500 年
左右， 是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
的重要源头之一。

上山文化新颖独特、内涵丰富、特征
明显。陶器以大口盆、双耳罐、平底盘、圈
足罐为主，另有少量的圜底釜、筒形罐、

折肩壶、杯、钵、瓶和背壶，彩陶和红衣夹
炭陶独具代表性。 石器以磨盘、磨棒、石
球、穿孔石器和打制石器为代表。

在已经发掘过的上山文化遗址中出
现了环壕、房址、灰坑、墓葬和器物坑等
遗迹，显示出具有明显规划特征的聚落
结构，也显示出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的定
居生活模式。 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在陶
器胎体中发现了羼合的稻壳、从土壤中
浮选出炭化稻米和小穗轴、在显微镜下
观察到水稻植硅体 ， 这些不同种类的
稻作遗存显示出非常明显的驯化特征，

为研究水稻起源和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
资料。

今年是“上山文化”命名十五周年，

全面展现上山文化考古研究成果的“稻·
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正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以汇集的若干
“中国最早”“世界第一”备受关注。

同是位于浙江，上山文化与大众熟
知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究竟存在着
怎样的关联？ 上山文化又是如何改写中
华文明史甚至世界文明史的？ 在此，不
妨让我为大家厘清这一连串疑问。

观点提要

▲ 上山文化普遍都发现

具有驯化特征的稻米，表明人

们已经开始有意识栽培水稻

（本版图片均由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 上山文化

陶簋 （下汤遗址）

茛 上山文化桥头遗址俯瞰

目前发现的上山文化彩

陶世界最早，尤以桥头遗址的

发现最具代表性。上图为上山

文化陶壶（桥头遗址），下图为

上山文化陶釜（桥头遗址）

▲ 上山文化

陶盆 （桥头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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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位于钱塘江支流浦阳江上游的上山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