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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生活在贵州的侗族 ;!< 人（ 男 !>% 人，女 !?< 人）进行了活体观察和调查（ 观察项目 !> 个，测

量项目 <? 个）。调查对象年 龄 !%—;; 岁，三 代 均 为 侗 族。分 析 结 果 表 明：贵 州 侗 族 男 性 属 中 头 型、阔 面

型，女性属圆头型、超阔面型；男女均属中鼻型、宽手型、窄肩型、中间体型、中腿型、矮型身材。与我国南方

其他 :$ 个少数民族群体聚类分析，结果显示贵州侗族的体质特征与广西瑶族、贵州布依族最为接近，与湖

南瑶族、土家族、贵州台江苗族次之。贵州侗族属蒙古人种南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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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侗族，自称“ 干”或“ 更”或“ 金”。据 !%%%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侗族有 !"<%!": 人，

其中贵州侗族有 $<!>;<> 人，占侗族总人口数的 ;;5 %$L［$］。贵州侗族主要聚居在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据史书记载，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历史悠久。今侗族 地 区 的 古 代 先

民，秦称“ 黔中蛮”，汉代称“ 武陵蛮”、“ 五溪蛮”，魏晋南北朝称“ 僚”，唐代称“ 僚”的同时又

称“ 僚浒”、“ 乌浒”，宋代称“ 仡伶”、“ 仡偻”等，明代称“ 峒（ 硐、洞）人”或“ 洞蛮”，清代称“ 洞

苗”、“ 洞民”、“ 洞家”等。建国以后，正称侗族。其族源，与古代百越族系中的一支———“ 骆

越”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侗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侗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分

为南北两个方言和 : 个土语。侗族历史上无文字
［!—?］。

为了解贵州少数民族体质特征和丰富国人体质人类学研究资料，陈翁良等
［;］、李 培 春

等
［<］、梁明康等

［=］、张勋等
［>］、罗载刚等

［"］、余跃生等
［$%—$!］、郑连斌等

［$:］
分别对贵州台江苗

族、“ 过端”水族、仡佬族、毛南族、白裤瑶、王卡苗族、“ 过卯”水族和布依族的体质特征进行

了初步调查。目前尚未见有贵州侗族体质特征的系统研究，为此，我们对 ;!< 名贵州侗族健

康成人进行了活体观察和测量。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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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和方法

!" !# 研究对象

以贵州锦屏县侗族为研究对象，遵照分层整群抽样原则，调查了平秋镇（ 南部方言区）%
个寨和大同乡（ 北部方言区）& 个寨的居民 %"’ 人，其中男性 "() 人，女性 "&’ 人。年龄 ")—

%% 岁，发育正常，其父母及祖先均为侗族。

!" $# 调查方法

按照《 人体测量方法》［$&］
及《 人体测量手册》［$%］

中有关规定进行活体观察和 测 量。使

用体质人类学测量仪，测量了头面部、体部 ’& 个项目，并对 "( 项头面部形态特征进行了活

体观察。除下肢全长、全腿长、大腿长、小腿长用间接法外，其余均为直接法测量。

!" %# 统计学处理

使用 *+**$,- ) 统计软件包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并将贵州侗族男性头长、头宽、

额最小宽、下颌角间宽、容貌面高、形态面高、鼻宽、口裂宽、面宽和身高 $) 项头面部、体部测

量指标与我国南方其他 ", 个少数民族 ,$ 个群体
［%—$"，$%—"#］，选择欧氏距离系数，进行聚类

分析。

"! 结果

$" !# 形态观察

"- $- $! 头发

男女多为直发（ 男 #(- "$. ，女 #/- %’. ）。发色以黑色多见（ 男 (#- "(. ，女 (%- //. ）。

"- $- "! 肤色和眼色

肤色以 浅 色 为 主（ 男 #,- #,. ，女 #"- ’(. ）。 眼 色 大 部 分 为 褐 色（ 男 #%- )). ，女

#%- $". ）。

"- $- ,! 眼部特征

眼裂 开 度 多 为 中 等（ 男 #&- "#. ，女 #%- %,. ），眼 裂 方 向 以 外 角 高 于 内 角 多 见（ 男

($- )/. ，女 (&- %%. ）。 多 无 蒙 古 褶（ 男 ’$- &,. ，女 ’)- #(. ），蒙 古 褶 微 显 者 次 之（ 男

,’- )/. ，女 ,’- &,. ）。上眼睑大多有皱褶，且以皱褶距睫毛 $—"00 者多见（ 男 %$- &,. ，

女 %’- $). ）。眉嵴发育度以中等为主（ 男 ’%- /$. ，女 /’- (,. ）。眉毛发育度，男性中等多

见（&#- ’&. ），浓密次之（&,- "$. ），女性多为稀少（%&- &/. ），中等次之（,/- (). ）。

"- $- &! 鼻部特征

鼻梁形态 多 为 直 型（ 男 %/- (’. ，女 %%- ’#. ）。 鼻 根 高 度 中 等 居 多（ 男 /%- /$. ，女

/#- "/. ）。鼻翼高度以中等多见（ 男 ("- $&. ，女 (’- $#. ）。鼻翼沟显著度以中等为主（ 男

%’- )/. ，女 ’"- ’). ）。鼻翼突度多为微突出（ 男 /,- #,. ，女 (/- &). ），鼻尖方向以上翘为

多见（ 男 %$- &,. ，女 %#- ,%. ），鼻基部方向上翘居多（ 男 %"- $". ，女 %#- ,%. ）。鼻孔形状

多为卵圆形（ 男 ’#- "#. ，女 /&- (). ），最大径位置多呈斜位（ 男 (&- ’&. ，女 ’#- %$. ）。

"- $- %! 口部特征

上唇 皮 肤 部 高 度 中 等 为 主（ 男 %"- $&. ，女 %"- ),. ），低 唇 次 之（ 男 &’- /#. ，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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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唇侧面观以正唇居多（ 男 #’$ !"& ，女 #($ ’#& ）。红唇厚度中等（ 男 ()$ ’!& ，

女 (#$ !%& ）。男性胡须以稀少为主（#’$ !"& ），少者次之（’*$ %)& ）。

’$ !$ +, 面部和耳部特征

额部倾斜度中等多见（ 男 +%$ --& ，女 %#$ #’& ）。面部水平观多为中等型（ 男 ##$ %-& ，

女 )*$ **& ），平缓型次之（ 男 !($ +"& ，女 !%$ -"& ）。颧部突出度以中等为主（ 男 #-$ *+& ，

女 ++$ +#& ）。颏部突出度以微前突多见（ 男 )#$ %-& ，女 )"$ (-& ）。耳垂形状以圆形多见

（ 男 %!$ "*& ，女 ")$ #)& ），三角形次之（ 男 *!$ "*& ，女 *"$ %%& ）。

!" !# 测量性特征

贵州侗族头面部、体部 +" 项测量数据见表 !，体质指数见表 ’，指数和身高分型见表 *。

表 $# 贵州侗族活体测量结果

%&’" $# ()&*+,)-)./* 01 20.3 .&/40.&54/6 4. 7+4890+（--）

项目 ./01
男性 2340（ ! 5 ’)-） 女性 601340（ ! 5 ’"+）

(" # (" #

头长（ 789:）;03< 40=7/>$ ’’ !)*$ *- #$ !- !#%$ !( +$ *)

头宽（ 0?80?）;03< @A03</>’’ !"#$ %( +$ )+ !"’$ ’( +$ %%

额最小宽（ B/8B/）2C= BA9=/34 @AD ’’ !-!$ !" #$ )% (+$ ’) ($ *"

两耳屏宽（ /8/）.=/0A/A37C3A @AD ’’ !*"$ ’’ #$ ’+ !’)$ -* +$ "’

面宽（ EF8EF）63G0 @A03</>’’ !*#$ ## ($ #+ !**$ #’ )$ %"

下颌角间宽（ 79879）HC79=C34 <C310/0A’’ !-($ "+ )$ "’ !-*$ +! #$ *’

两眼内宽（ 0=80=）.=/0A9G?43A @AD ’ *"$ "( ’$ (% **$ +( ’$ ("

两眼外宽（ 0I80I）JI/D @C9G?43A @AD ’’ (!$ %’ "$ #( ))$ %! "$ *%

眼裂宽（ 0=80I）JF0 @A03</>’’ *-$ -) ’$ "" ’)$ #* ’$ %#

容貌耳长（ K38K@3）L>FKC97D 03A MD ’’ +-$ (* "$ (’ %#$ *" *$ ))

容貌耳宽（ :A98:3）L>FKC97D 03A @AD ’’ **$ )+ *$ "- *’$ +% *$ )+

鼻宽（ 34834）N9K0 @A03</>’’ *)$ !) ’$ #- *"$ +" ’$ ++

鼻高（ =8K=）N9K0 >0C7>/’’ "($ )# *$ %- "+$ -* *$ -#

鼻深 N3K34 /C: >0C7>/’’ !)$ +# ’$ !* !+$ () !$ )*

鼻长（ =8:A=）N9K0 40=7/>’’ "’$ %’ *$ %% *($ ’* *$ ’#

口裂宽（ G>8G>）29?/> @A03</>’’ %’$ !% *$ )" "($ !+ *$ +’

头耳高（ O8/）P?ACG?43A >/$ !!#$ *( )$ ’! !!"$ ’! ($ #"

全头高（ 7=8O）Q9/34 >/D 9B >03<’’ ’-($ ") !-$ *% ’-!$ #% !!$ %"

容貌额高（ /A8=）L>FKC97$ BA9=/34 >/D #*$ +- ($ )’ #%$ *! ($ -"

容貌面高（ /A87=）L>FKC97D B3GC34 >/D ’’ !)*$ %+ !!$ ’+ !#($ -# !-$ !-

形态面高（ =87=）29A:>94D B3GC34 >/D ’’ !!!$ #- )$ "" !-"$ "( #$ ")

容貌上面高（ =8K/9）L>FKC97D ?::0A B3GC34 >/D ’’ #!$ )’ +$ *% +%$ %- %$ "’

形态上面高（ =8:A）29A:>94D ?::0A B3GC34 >/D ’’ %($ "% +$ !* %%$ !+ %$ )%

唇高（ 4K84C）MC: >0C7>/ !+$ (+ *$ "% !+$ #! ’$ )+

全上唇高（ K=8K9）Q9/34 ?::0A B3GC34 >/D ’’ ’"$ %% ’$ (- ’’$ #) ’$ *"

全下唇高（ K/98K1）Q9/34 49R0A 4C: >/D ’’ !($ !+ *$ -+ !#$ +" ’$ %*

身高 S/3/?A0’’ !%+($ +" %($ )" !"#’$ )! %"$ *!

坐高 SC//C=7 >0C7>/’’ )*’$ )+ **$ #’ #)*$ !* **$ -!

脐高 ;0C7>/ 9B ?1@C4C0=K’ (-($ +) "#$ !! )+-$ )" "’$ !)

指距 S:3= 9B 3A1K’’ !+*’$ ## ++$ ’- !%’’$ !* +#$ ’+

体重（ T7）H9<F R0C7>/’’ %!$ !) #$ #" ""$ #+ +$ -!

头水平围 ;9ACD >03< GCAG?1B0A0=G0’’ %")$ #+ ’!$ *+ %*"$ (( !+$ ##

颈围 UCA/> 9B =0GT’’ *"-$ (# ’’$ ’* *--$ *) !+$ %*

平静胸围 UCA/> 9B G>0K/’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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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项目 $%&’
男性 ()*&（ ! + ",-） 女性 .&’)*&（ ! + "/0）

(" # (" #

腰围 123%4 56 7)28% 9"9: ,; 90: </ 9-0: ;" 0<: -0

腹围 =>?5’2@)* A23AB’6&3&@A& 9#<: <# <<: 9, 99C: 0C <<: 0;

上臂围 123%4 56 BDD&3 )3’’’ "/9: #9 /;: #0 ";0: C/ "": <"

前臂围 123%4 56 653&)3’’’ ";#: 99 C0: ,, "C,: <# C0: /C

前臂最小围 (2@E 653&)3’ F23%4’’ C0-: /" 9: ## C/,: #; ,: </

小腿最大围 ()GE *&F F23%4’’ ;"": 0- "0: -C ;C/: 9# ;C: /;

小腿最小围 (2@E *&F F23%4’ C##: 99 C": /0 C#<: 00 C;: /,

肩峰宽（ )H)）I3&)?%4 56 845B*?&3’’ ;"0: <- "/: /; "#,: 9C "-: 9#

肩最大宽 ()GE >3E 56 845B*?&3’’ ;#-: #0 ;-: "C ;<0: </ "#: 90

胸左右径 J3)’E ?2)’&%&3 56 A4&8%’’ "0": 0- ;C: // "/,: C0 "/: 0/

胸前后径 K&D%4 56 A4&8%’’ C#-: ;/ "-: 9< C9#: #- "": 0C

骨盆宽 L328%) 2*2)A) >3&)?%4 "0,: 9C C#: CC "9-: #9 C9: ",

髂前上棘间宽 MD2@)* >3&)?%4 "/;: #< C<: 9C "/0: "# C/: "-

上肢全长（ )H?)）N&@F%4 56 BDD&3 *2’>’’ 0#;: "; ;/: ;- 0/-: -0 ;-: C-

全臂长（ )H8%O）N: BDD&3 *2’> 72%45B% 4)@?’’ /9#: 0- "<: #- /<,: /0 "9: #9

上臂长（ )H3）N: BDD&3 )3’’’ "0/: ## C9: <# "/0: 9" C#: C0

前臂长（ 3H8%O）NE 653&)3’’’ ";;: /9 C<: ,9 "C;: C# C<: 0"

手长（ 8%O?)!）P)@? *&@F%4’’ C0,: ;" ,: C, C<,: /, #: 9#

掌长 Q)*’ *&@F%4’’ #0: ;# <: ;" ,#: C0 /: -#

掌宽 Q)*’ >3&)?%4’’ #;: 0" <: ,< ,<: ," <: -/

手宽（’’H’*）P)@? >3&)?%4’’ ,": ," ;: 9< 90: <- ;: ,C

髂前上棘高 $*258D2@)*& )@%&3253 4&2F4%’’ ,<,: /0 //: "; ,C9: 0- ;#: ;/

胫骨内踝高 (&?2)* ’)**&5*B8 4&2F4%’’ ,": C9 <: 00 9;: "9 <: //

膝关节高 R@&& 4&2F4%’’ //;: "9 "<: -0 /C;: ;C "": ;<

下肢全长 N&@F%4 56 *57&3 *2’>’’ ,C,: /0 //: "; 999: 0- ;#: ;/

全腿长 N&@F%4 56 %42F4 )@? *&F’’ 9/<: "/ /-: 90 9C/: <0 ;0: <9

大腿长 N&@F%4 56 %42F4’’ ;,0: C; "9: /" ;9<: ## "<: 0#

小腿长 N&@F%4 56 *&F’’ ;0C: C- "": 9; ;/-: -/ "C: ;0

足长（ D%&H)D）.55% 56 *&F’’ ";9: ,9 C": ;, """: #C CC: -;

足宽（’%%H’%6）.55% 56 *&F’’ C-<: <; <: <" #9: 9# <: ;"

! ! 注：性别差异（ 8&G ?26E ）：’ $ S -: -<，’’$ S -: -C

表 #" 贵州侗族头面部和体部指数

$%&’ #" ()*+,-. /0 1-%*，0%,- %)* &/*2 /0 3/)4 )%5+/)%6+52 +) 78+91/8

指数 $@?&G
男性 ()*&（ ! + ",-） 女性 .&’)*&（ ! + "/0）

(" # (" #

头长宽指数 N&@F%4H>3&)?%4 2@?&G 56 %4& 4&)? ,-: 0" /: /C ,C: ;- /: ;-

头长高指数 N&@F%4H4&2F4% 2@?&G 56 %4& 4&)? 0/: C/ 0: 0; 0<: "9 0: -<

头宽高指数 I3&)?%4H4&2F4% 2@?&G 56 %4& 4&)? 9#: 09 ,: C, ,-: ;0 #: ";

额顶宽度指数 J3)@8T&38& 635@%5HD)32&%)* 4&)? 9<: ;, <: /9 9/: ,/ 9: /C

容貌面指数 Q4O825F@5’2A 6)A2)* 2@?&G C;;: 9# #: "/ C;/: <C #: ,9

形态面指数 (53D45*5F2A)* 6)A2)* 2@?&G’’ ,C: // #: 99 9,: /9 9: ,/

鼻指数 U)8)* 2@?&G 90: ,< 0: ## 9<: <C 0: #;

鼻宽深指数 U)8)* >3&)?%4H?&D%4 2@?&G /#: C/ 0: 09 /#: "# 0: /-

口指数 V3)* 2@?&G ;": 9; 9: ;, ;/: C/ 0: C#

容貌耳指数 Q4O825F@5’2A &)3 2@?&G <<: #, ,: ;, <9: CC 9: -9

额面高度指数 .35@%5H6)A2)* 2@?&G’’ /-: -, /: 0- /": -- ;: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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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指数 "#$%&
男性 ’()%（ ! * +,-） 女性 .%/()%（ ! * +01）

(" # (" #

颧下颌宽度指数 2345/(6789/(#$7:;)(< 7#$%&’ =>? => ,? ,+ ==? => =? +>

颧额宽度指数 2345/(6789@<5#6() 7#$%& ,-? >> =? ++ =>? ,0 ,? >0

头面高度指数 A%<678() 8%BC()59@(87() 7#$%&’ >1? -D >? >, >E? -- ,? >>

头面宽度指数 F<(#GH%<G% 8%BC()59@(87() 7#$%& >E? 0= =? -1 >0? !+ 1? =+

手长宽度指数 I<%($6C9)%#46C 7#$%& 5@ C(#$’’ 0>? +1 +? +, 0,? E= +? 10

足长宽度指数 I<%($6C9)%#46C 7#$%& 5@ )%4 00? 0E +? E0 00? D0 =? 1D

身高指距指数 J6(6;<%9GB(# 5@ (</G 7#$%&’ !-0? -E +? E> !-E? E1 +? ,,

身高肩宽指数 J6(6;<%9:<%($6C 5@ GC5;)$%< 7#$%&’’ +-? ,- !? E1 !>? 1, !? EE

身高手长指数 J6(6;<%9C(#$ )%#46C 7#$%& !-? =E -? 00 !-? =1 -? 11

身高足长指数 J6(6;<%9@556 )%#46C 7#$%& !D? !1 -? D> !D? !0 -? 10

身高坐高 J6(6;<%9G7667#4 C%74C6 7#$%& DE? -, !? DE DE? !, !? D-

身高骨盆宽指数 J6(6;<%9$7G6(#8% :%6K%%# 7)7(% 7#$%&’’ !=? !+ !? !1 !,? 0- !? !-

身高上肢全长指数 J6(6;<%9)%#46C 5@ ;BB%< )7/: 7#$%&’’ 00? != !? 0D 0E? 01 !? E=

身高下肢全长指数 J6(6;<%9)%#46C 5@ )5K%< )7/: 7#$%&’’ D+? !0 !? => D+? => !? =-

小腿围度指数 L5K%< )%4 47<6C 7#$%& 1+? !- E? 0> 1+? D- D? !E

马氏躯干腿长指数 ’(#5;H<7%<’G GM%)78 7#$%& ,,? D1 D? D- ,,? !, D? E!

罗氏指数 N5C<%<’G 7#$%&’’ !? E+ -? !, !? 0- -? !,

身高胸围指数 J6(6;<%98C%G6 87<8;/@%<%#8% 7#$%&’’ DE? != E? D- DD? 1> E? ,,

掌长掌宽指 L%#46C 5@ /%6(8(<B()%9<%($6C 5@ /%6(8(<B()% 7#$%& >=? +1 D? ,- >1? ED D? D-

足长手长指数 .556 )%#46C9C(#$ )%#46C 7#$%& =-? ,0 E? !E =!? !0 E? D=

足宽手宽指数 .556 :<%($6C9C(#$ :<%($6C 7#$%& =,? D> E? 10 ==? >+ D? =-

肩宽骨盆宽指数 I<%($6C 5@ GC5;)$%<9$7G6(#8% :%6K%%# 7)7(8 7#$%&’’ ,+? =! ,? +> >-? =- ,? ,E

O O 注：性别差异（ J%& $7@? ）：’ $ P -? -D，’’$ P -? -!

表 #" 贵州侗族头面部体部指数和身高分型

$%&’ #" ()%**+,+-%.+/0 /, +01+-2* /, 32%1，,%-2 %01 &/14 /, 5/06 0%.+/0%)+.4 +0 78+93/8

指数 "#$%& 分型 F3B%
男性 ’()%（ ! * +,-） 女性 .%/()%（ ! * +01）

! Q ! Q

头长宽指数

L%#46C9:<%($6C
7#$%& 5@ 6C% C%($

特长头型（ "—=-? >）R3B%<$5)78C58%BC()3 E !? -= + -? ,!

长头型（=!? -—=D? >）S5)78C5)%BBC()3 +D ,? >E +- ,? !E

中头型（=1? -—,-? >）’%G58%BC()3 !!, 0+? !0 !-! 0!? -1

圆头型（,!? -—,D? 0）I<(8C38%BC()3 >1 E0? +> ,= ED? E=

特圆头型（,D? D—>-? >）R3B%<:<(8C38%BC()3 E- !-? =! E! !+? 1

超圆头型（>!? -—"）T)6<(:<(8C38%BC()3 , +? ,1 D +? -E

头长高指数

L%#46C9C%74C6
7#$%& 5@ 6C% C%($

低头型（ "—D=? 1）UC(/(%8%BC()3 0, !=? !0 E0 !E? ,+

正头型（D=? =—1+? D）V<6C58%BC()3 ,! +,? >E 1- +0? E>

高头型（1+? 1—"）R3BG78%BC()3 !D! DE? >E !D+ 1!? =>

头宽高指数

I<%($6C9C%746C
7#$%& 5@ 6C% C%($

阔头型（ "—=,? >）F(B%7#58%BC()3 !+> 01? -= !+, D+? -E

中头型（=>? -—,0? >）’%6<758%BC()3 >! E+? D 1= +=? +0

狭头型（,D? -—"）W8<58%BC()3 1- +!? +E D! +-? =E

形态面指数

’5<BC5)5478()
@(87() 7#$%&

超阔面型（ "—=,? >）R3B%<%;<3B<5G5B3 !+! 0E? +! !E> D1? D

阔面型（=>? -—,E? >）X;<3B<5G5B3 0D !1? -= DE +!? D0

中面型（,0? -—,=? >）’%G5B<5G5B3 0D !1? -= +! ,? D0

狭面型（,,? -—>+? >）L%B65B<5G5B3 0E !D? E1 +- ,? !E

超狭面型（>E? -—"）R3B%<)%B65B<5G5B3 +1 >? +> !E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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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指数 $%&’( 分型 )*+’
男性 ,-.’（ ! / "01） 女性 2’3-.’（ ! / "45）

! 6 ! 6

鼻指数

7-8-. 9%&’(

狭鼻型（::; 1—5#; #）<’+=>??@9%* A1 B; :C A1 4; 1C

中鼻型（C1; 1—04; #）,’8>??@9%* 4: A5; 1C B0 A:; 44

阔鼻型（0:; 1—##; #）D.-=*??@9%* A0C 55; C# AC0 C"; B5

过阔鼻型（A11; 1—"）E*+’?+.-=*??@9%* B0 AB; :C "1 0; AB

手长宽指数

F?’-&=@G.’%H=@
9%&’( >I @-%&

特窄手（ "—41; #）E*+’3-%>J @-%& : A; C# B A; "B

窄手（4A; 1—4B; #）7-??>J @-%& A: :; B5 4 A; 5B

中手（44; 1—45; #）,’8>@-%& 40 AC; A4 :C "B; AC

宽手（4C—4#; #）K9&’ @-%& ABA 45; C# AA4 45; B4

特宽手（:1; 1—L）E*+’?J9& @-%& 0A "0; #" 50 "C; 54

身高肩宽指数

M@>N.&’? O?’-&=@
8=-=N?’ 9%&’(

窄 7-??>J
! 男（ "—""; 1）女（ "—"A; :）

"4C 00; "A "1A 0A; CA

中 ,’&9N3
! 男（""; A—"B; 1）女（"A; 5—""; :）

"0 A1 41 A5; "5

宽 K9&’
! 男（"B; A—"）女（""; 5—"）

: A; C# : "; 1B

罗氏指数

P>@?’?’8 9%&’(

瘦长型 )@9% -%& =-.. =*+’
! 男（ "—A; "0）女（ "—A; "#）

A44 :A; 4B C4 B1; 10

中间型 ,’&9N3
! 男（A; "#—A; 4#）女（A; B1—A; :1）

0A "0; #B AA1 44; C"

矮胖型 M@>?= -%& I-= =*+’
! 男（A; :1—"）女（A; :A—"）

:: A#; 54 5" ":; "

马氏躯干腿长指数

,-%>N??9’?’8
8Q’.9R 9%&’(

超短腿型（ "—C4; #）E*+’?O?-R@*8Q’.9R =*+’ : A; C# 4 A; 5B

短腿型（C:; 1—C#; #）F?-R@*8Q’.9R =*+’ AB 4; 54 A1 4; 1C

亚短腿型（01; 1—04; #）MNOO?-R@*8Q’.9R =*+’ 40 AC; A4 :A "1; CB

中腿型（0:; 1—0#; #）,’8-=98Q’.9R =*+’ A"A 4B; "A #C B#; 4B

亚长腿型（#1; 1—#4; #）MNO3-Q?>8Q’.9R =*+’ 5B ""; : :C "B; AC

长腿型（#:; 1—##; #）,-Q?>8Q’.9R =*+’ ": 0; #B "1 0; AB

超长腿型（A11; 1—"）E*+’?3-&?>8Q’.9R =*+’ : A; C# C "; 04

身高分型

)*+9%H >I 8=-=N?’

甚矮 ! ! 男（ S A4##33）

! ! ! ! 女（ S AB##33）
4: A5; 1C AC 5; #A

矮 ! ! ! 男（A:11—A:##33）

! ! ! ! 女（A411—A40#33）
A44 :A; 4B ABC ::; 5#

亚中等 ! 男（A511—A5B#33）

! ! ! ! 女（A4#1—A:"#33）
:1 AC; 05 :4 "A; #:

中等 ! ! 男（A541—A55#33）

! ! ! ! 女（A:B1—A::#33）
"0 A1 "A 0; :4

超中等 ! 男（A5C1—A5##33）

! ! ! ! 女（A:51—A:0#33）
A1 B; :C AB :; "0

高等 ! ! 男（AC11—AC##33）

! ! ! ! 女（A:#1—A5C#33）
B A; 1C 4 A; 5B

B! 讨! 论

!" #$ 贵州侗族与湖南和广西侗族的体质特征比较

将贵州侗族与刘配泉等
［A#］

报道的湖南侗族、庞祖荫等
［""］

报道的广西侗族男性体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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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杨秀海等：贵州侗族体质人类学研究

征比较，结果显示：依头长宽指数的均数，贵州侗族属中头型，湖南和广西侗族属圆头型；依

头长高指数的均数，三个群体均属高头型；依头宽高指数，贵州和广西侗族属中头型，湖南侗

族属狭头型。依形态面指数的均数，贵州侗族属阔面型，湖南和广西侗族属中面型。依鼻指

数的均数，贵州侗族和广西侗族均属中鼻型。依马丁身高分型标准，均属矮型身材。贵州侗

族身高（!"#$% #& ’ "$% (&))）略低于广西侗族（!"*$% +, ’ "#% -&))），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

显著性（! . ,% ,"），而 与 湖 南 侗 族（!"$&% , ’ #-% !"))）相 比，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
,% ,!）。从而说明不同地区的侗族群体由于历史上的迁徙和分化事件有所不同，其体质特

征存在一定差异。

!" #$ 贵州侗族与南方其他少数民族群体的体质特征比较

+% -% !0 贵州侗族与贵州部分少数民族群体比较

贵州侗族男性身高（!"#$% #& ’ "$% (&))）低于贵州毛南族（!"("% +! ’ "+% *!))）、台江

苗族（ !"(#% && ’ #,% &*))）、“ 过 端 ”水 族（ !#,!% +( ’ "&% &&)) ）、布 依 族（ !#,-% &- ’
#+% #&))）、“ 过卯”水 族（!#,#% -+ ’ ""% ,#))）、仡 佬 族（!#!$% , ’ "$% "#))），经 统 计 学 处

理，差异 具 有 显 著 性（ ! / ,% ,!）；高 于 贵 州 王 卡 苗 族（ !"&-% !+ ’ "+% #&))）和 白 裤 瑶

（!""#% !* ’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身高类型比较，贵州侗族与毛南

族、台江苗族、王卡苗族和白裤瑶属矮型身材，“ 过卯”水族、“ 过端”水族、布依族和仡佬族属

亚中等型。头指数比较，贵州侗族与布依族属中头型，“ 过卯”水族、仡佬族、台江苗族、王卡

苗族、毛南族和白裤瑶属圆头型，“ 过端”水族属超圆头型；面指数比较，贵州侗族属阔面型，

台江苗族和毛南族属超阔面型，布依族和“ 过端”水族属中面型，“ 过卯”水族属狭面型，仡佬

族、王卡苗族和白裤瑶属超狭面型；鼻指数比较，贵州侗族与毛南族、仡佬族、台江苗族、王卡

苗族和白裤瑶属中鼻型，“ 过卯”水族、过端”水族和布依族属阔鼻型。

+% -% -0 贵州侗族与南方 +! 个少数民族群体的聚类分析

将贵州侗族男性头长、头宽、额最小宽、下颌角间宽、容貌面高、形态面高、鼻宽、口裂宽、

面宽 $ 项头面部测量指标和身高数据与我国南方其他 +! 个少数民族群体进行聚类分析，结

果见图 !。从图 ! 中可以看出，我国南方 +- 个少数民族群体分为六组：云南景颇 族、阿 昌

族、广西仫佬族、云南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傣族、彝族、贵州仡佬族、云南白族和广西彝族

为!组，贵州“ 过端”水族、广西侗族、苗族和云南苗族为"组，广西壮族和海南黎族为#组，

湖南土家族、瑶族、贵州侗族、广西瑶族、贵州布依族和台江苗族为$组，云南哈尼族、布朗

族、基诺族和德昂族为%组，贵州王卡苗族、白裤瑶、“ 过卯”水族、湖南侗族和贵州毛南族为

&组。结果显示：贵州侗族体质特征与广西瑶族、贵州布依族最为接近，与湖南土家族、瑶族

和贵州台江苗族次之。

!" !$ 贵州侗族体质类型

贵州侗族的体质特征：多为黑色直发；浅色皮肤，眼色多为褐色；眼裂开度中等，眼外角高

于内角，多无蒙古褶，上眼睑大多有皱褶，眉脊发育中等，男性眉毛较浓密，女性眉毛较稀疏；直

型鼻梁，鼻根、鼻翼高度中等，鼻翼多为微突，鼻翼沟显著度中等，鼻尖、鼻基部方向上翘，鼻孔

形状多为卵圆形，鼻孔最大径多呈斜位；上唇皮肤部高度中等，多为正唇，唇厚中等，男性胡须

稀少；额部倾斜度中等，面部水平观中等多见，颧部突出度中等，颏部微前突；耳垂形状多为圆

形。男性属中头型、阔面型，女性属圆头型、超阔面型；中鼻型；指距大于身高，宽手型，窄肩型，

中间体型，中腿型，矮型身材。贵州侗族种族类型为蒙古人种南亚类型泰寮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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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贵州侗族与我国南方其他 %$ 个少数民族群体的聚类图

&’() $! *+, -,.-/0(/12 03 40.( ’. 56’7+06 1.- 08+,/ %$ 2’.0/’89 :0:6;18’0.< ’. <06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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