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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地域的人群具有不同的饮食传统和饮食文化。然而，当人们持续不断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时，

一方或双方原有的饮食文化将会产生变化，如拓跋鲜卑的饮食文化就经历了从游牧向农业的转变。本

文对山西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 26 例人骨进行了 C、N 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 (δ13C 值为 -11.5±2.7‰, 

n=26；δ15N 值为 9.8±1.2‰, n=26) 显示，先民的食物类型差异较大，并包含大量的肉食资源。研究表明，

以 C3 类食物为主的先民主要放牧或狩猎，以 C4 类食物为主的先民主要以种植粟、黍等 C4 型农作物喂养

家畜。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人群中两种不同饮食传统的存在，显示游牧民族新的饮食习惯 ( 以粟作农

业产品为食 ) 的形成滞后性于北魏政权的建立，这可能与气候变冷及他们的排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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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from different geographical regions can have distinctive food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In the face of direct interaction with sedentary agriculturalists, Tuoba Xianbei 
(nomadic pastoralists) alter their dietary preferences over the course of time, i.e., from the 
nomadic life to agricultural life. Here we present carbon and nitrogen stable isotope ratio results 
from 26 individuals from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386~534 AD) cemetery in Dongxin Square, 
Datong, Shanxi Province, China. The δ13C (-11.5±2.7‰, n=26) and δ15N (9.8±1.2‰, n=26) 
results show a mixture of C3 and C4dietswiththeconsumptionofsignificantamountsofprotein
from animals. Individuals consuming C3 diets had lives centered on grazing and/or hunting, 
whereas individuals consuming C4 diets made their living mainly by millet agriculture. These two 
types of diet analysed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cemetery suggest that there was a cultural 
lag in the adoption of millet agriculture, a new food culture, of the Tuoba Xianbei regime. The 
cultural lag may be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as the climate became cold and dry during this 
period, or alternatively to the fact that the rulers and some of the population did not prefer to 
change their d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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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我国考古学者通过研究食物的载体 —— 器皿及其组合群 —— 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

和文化面貌 [1-2]，讨论文化的碰撞、交融和变迁，业已取得丰硕成果 [3-6]。其中，文化形成

的滞后性引起了广泛关注 [7]。就这一问题，王立新曾指出 “ 在那些因重大政治变革而导致

的一系列变化中，一种新的结构稳定的物质文化的形成，在时间上往往会相对滞后于重大

政治事件本身的发生 [7]。”
直接研究食物结构，讨论文化形成的滞后性是一种独特的视角。不同地域的人群具

有不同的食物结构，进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新石器时代伊始，我国先民便分别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创造了 “ 南稻北粟 ” 的饮食文化
[8]。几乎与此同时，

在淮河中下游地区还出现了 “ 稻粟混食 ” 的饮食文化 [8]。然而，打破这一稳定的文化格局，

新的农作物往往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即远滞后于它们出现和传播的时间 [9]。比如，小麦作

为外来者，在距今 4500 年前后进入中国，但直到汉代或更晚才在先民的饮食文化中占有

一席之地，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及淮河中下游地区 “ 稻粟麦 ” 文化的主角之一 [10-14]。山西

地区人骨的稳定同位素研究表明 [15-20]，小麦等 C3 植物在该地区的推广相当缓慢。又如，

17 至 18 世纪，玉米在我国南方地区 —— 以稻米为主要农作物的地区 —— 进行推广时，

也遭遇了重重阻碍 [9, 21]。

在青铜时代，游牧民族开始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出现，并不断与农耕民族交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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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的饮食文化迥异，游牧民族以动物性食物为主，而农耕民族则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22-23]。

在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游牧民族一旦进入农耕民族的地域和文化圈，往往会改变自己的

生业模式、文化习俗，甚至建立自己的政权。目前，已经有相应的研究开始尝试还原游牧

民族汉化的进程，并对饮食文化形成的滞后性提出了简单解释。比如，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 约公元 398 至 496 年 ) 先民的食物结构分析显示，尽管先民的生业方式受到农耕文化的

强烈影响，但依然以畜牧业为主 [23-25]。

显然，重建先民的食物结构，业已为讨论和研究文化形成的滞后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线索。然而，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例如，以游牧民族政权的建立为时间节点，以食

物结构为切入点，讨论饮食文化形成的滞后性及其内在动因等，依然缺乏深入探讨。

通过对古代人骨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先民的食物结构，探索先民的生业模式，

进而了解他们的饮食文化，已成为生物考古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 [26-28]。因此，本文拟以大

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人骨同位素研究为基础，重建他们的食物结构，揭示拓跋鲜卑在进入

农业区后，即北魏王朝建立之后，他们以动物性为主的饮食文化现象是继续存在或是在缓

慢改变，进而还原他们饮食习惯改变的历程，尝试揭示他们饮食习惯改变的内在动因。

2  C、N 稳定同位素分析原理简介

根据光合作用途径的不同，陆生绿色植物基本可分三类，即 C3 植物、C4 植物和

CAM 类植物 [29-31]。其中，只有 C3 植物和 C4 植物与人类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C3 植物主

要是稻、麦、豆类及大多数草本植物等，具有比较低的 δ13C 值，平均值为 -26.5‰；而 C4

类植物主要是粟、黍和玉米等，具有较高 δ13C 值，平均值为 -12.5‰[29]。当植物被动物所

食，这种差异将贯穿在整个食物链。在植物的 C 经动物消化吸收转化为骨胶原中 C 的过

程中，δ13C 值将发生约 5‰ 的富集 [32]。若不考虑 C 同位素在营养级的分馏效应 ( 约富集

1‰~1.5‰，常忽略不计 )，以 100% 的 C3、C4 类食物为食的动物，其骨胶原中的 δ13C 值

应分别约为 -21.5‰ 和 -7.5‰[29]。因此，通过分析人骨和动物骨中的 δ13C 值，即可了解其

植物性食物类型。

与 C 同位素主要反映食物的种类相比，N 同位素比值在营养级间传递时存在明显的

富集，因此更多地用以确定动物在食物链中的地位。研究表明，沿食物链的营养级每上

升一级，δ15N 值将富集 3‰~5‰，这意味着植食类动物比其所食的植物的 δ15N 值约富集

3‰~5‰，而肉食类动物又比其摄取植食类动物的 δ15N 值富集约 3‰~5‰[33-34]。一般认为，

植食类动物的 δ15N值约为 3‰~7‰，杂食类约为 7‰~9‰，而食肉类则常大于 9‰[35]。显然，

通过人和动物骨中的 δ15N 值，就可判断其肉食资源和营养级。

就我国而言，北方农耕区的居民具有比较高的 δ13C 值和较低的 δ15N 值，分别

为 -13.5‰~-7.5‰和 9‰左右 [36]；北方游牧区的居民则具有较低的 δ13C值和较高的 δ15N值，

分别为 -21.5‰~-13.5‰ 和大于 9‰[23-25]；农牧混合区的居民则处于中间状态或偏 C4 的食

物类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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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与方法

3.1 遗址概况

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南环路南侧，魏都大道东侧。2013 年，为了

配合大同东信广场的建设，大同考古研究所对该区域进行了钻探和发掘。发掘和整理结果表

明，随葬品具有典型的北魏时代特征，整个遗址为北魏早中期的墓葬 ( 大同考古研究所，大

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待刊 )。尽管在这一墓地存在个别合葬墓，但总体而言，墓葬大小和

形制都比较一致，随葬品没有明显差异，因此认定这一墓地的先民为一群阶层相近的人群。

3.2 材料选择

样品采自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均为北魏时期的人骨，共计 29 例 ( 表 1)。需要指

出的是，由于动物骨骼极其有限，且保存较差，故本研究无法选取动物骨骼进行分析。

3.3 样品处理

我们主要依据 Richards 和 Hedges 发表的方法来提取骨胶原 [37]，具体步骤如下：

1) 用牙钻去除骨样内外表面的污染物，并选取 2 克左右，并进行称重。

2) 将选取的骨样浸泡于 0.5mol/L 的 HCl 溶液中，并置于冰箱冷藏室中，温度控制在

4℃，每隔两天更换酸液，直至骨样松软，待到无明显气泡时，用去离子水清洗至中性。

3) 将样品浸泡于 0.125mol/L 的 NaOH 溶液 20 小时，温度同样控制在 4℃，然后，用

去离子水洗至中性。

4) 将样品浸于 0.001mol/L 的 HCl 溶液，放置于烘箱内，将温度控制在 70℃，加热

48 小时，并趁热过滤。

5) 将过滤后的溶液放置于冰箱的冷藏室，温度控制在 -20℃进行冷冻至少 48 小时。

6) 将冷冻后的样品放置于冷冻干燥机内，冷冻干燥 48 小时即得到骨胶原，将骨

胶原称重。

3.4 测试分析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测试中心，我们测定了骨胶原中 C

和 N 元素含量及 C 和 N 稳定同位素比值的。取 0.8~1.2mg 骨胶原，称重后在 Elementar 

Vario-Isoprime100 型稳定同位素质谱分析仪测试其 C 和 N 含量及同位素比值。测试 C 和

N 含量所用的标准物质为磺胺 (Sulfanilamide)。C 和 N 稳定同位素比值分别以 USGS-24

标定碳钢瓶气 ( 以 PDB 为基准 ) 和 IEAE-N-1 标定氮钢瓶气 ( 以 AIR 为基准 ) 为标准，每

测试 10 个样品中插入一个实验室自制胶原蛋白标样。分析精度都为 ±0.2‰，测试结果以

δ13C( 相对于 PDB)，δ15N( 相对于 AIR) 表示 (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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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果

4.1 骨骼污染的鉴别

骨骼在埋藏过程中，受到湿度、温度及微生物等因素的影响，其结构和化学性质将

发生改变 [38]。因此，判断骨样是否被污染极其重要。

表 1 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人骨的出土单位及各项测试数据
Tab.1 Archaeological context of humans and C and N contents and isotopic data from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cemetery in Dongxin Square, Datong
实验编号 Lab. No. 单位号 Location No. 年代 Period C(%) N(%) C/N δ13C δ15N

1 13DDYM40 北魏 40 15 3.1 -10.8 10.4

2 13DDYM51 北魏 39.3 14.8 3.1 -10 9.5

3 13DDYM138 ① α 北魏 39.7 14.9 3.1 -9 9.3

4 13DDYM138 ② α 北魏 40 15.1 3.1 -10.3 9.4

5 13DDYM171 北魏 / / / / /

6 13DDYM185 北魏 40.1 14.9 3.1 -11.5 9.3

7 13DDYM194 北魏 39 14.6 3.1 -10.4 9.6

8 13DDYM232 北魏 40.4 15.1 3.1 -11.3 9.3

9 13DDYM235 北魏 40.8 15.3 3.1 -10.9 9.4

10 13DDYM252 北魏 39.7 14.9 3.1 -8.6 8.7

11 13DDYM307 北魏 41.1 15.3 3.1 -8.9 8.9

12 13DDYM326 北魏 40.1 15 3.1 -8.2 9

13 13DDYM356 北魏 40.2 15 3.1 -7.8 8.6

14 13DDYM367 北魏 39.7 14.8 3.1 -15.1 10.3

15 13DDYM377 北魏 38.6 14.4 3.1 -9.7 9

16 13DDYM392 北魏 / / / / /

17 13DDYM403 北魏 34.4 12.9 3.1 -15.5 11.2

18 13DDYM422 北魏 39.6 14.9 3.1 -13.5 10.4

19 13DDYM493 北魏 39.6 14.8 3.1 -9.8 9.1

20 13DDYM494 北魏 41.5 15.5 3.1 -10 8.7

21 13DDYM502 北魏 42.9 15.8 3.2 -10.4 10

22 13DDYM513 北魏 39.4 14.7 3.1 -18.2 10.7

23 13DDYM523 北魏 39.5 14.8 3.1 -10.3 9.5

24 13DDYM553 北魏 40.4 15.1 3.1 -10.5 9

25 13DDYM563 北魏 / / / / /

26 13DDYM650 北魏 34.9 13.1 3.1 -16.1 12.8

27 13DDYM672 北魏 40.9 15.2 3.1 -11.4 10.6

28 13DDYM696 北魏 39.6 14.9 3.1 -14.4 9.9

29 13DDYM724 北魏 38 14.2 3.1 -15.7 13.3

αM138 为东西向的合葬墓 . 其中，M138 ①葬于南边；138 ②葬于北边。αM138isaneast-westjointburialgrave.M138 ① 

buried in the south, and 138 ② buried in the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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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骨胶原是否污染有三个重要的指标，即骨胶原的 C、N 含量和 C/N 摩尔比值。

由表 1 可知，样品 C、N 含量分别在 34.4%~42.9% 和 12.9%~15.8% 之间，接近于现代

样品 (C、N 分别约含 41%、15%)[39-40]；样品的 C/N 摩尔比值在 3.1~3.2 之间，也落于未

受污染样品的范围内 (2.9~3.6)[41]。由此可以看出，除以上三个样品，即 13DDYM171，

13DDYM392，13DDYM563，没有提取出骨胶原外，其余样品提取出的骨胶原，均可用

作稳定同位素分析。

4.2 数据分析

图 1 为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人骨的 δ13C、δ15N 散点图。由图 1 可见，先民 δ13C 值

和 δ15N 值，分布非常广泛 (δ13C 值的范围为 -18.2‰~-7.8‰，均值为 -11.5±2.7‰，n=26；

δ15N 值的范围为 8.6‰~13.3‰，均值为 9.8±1.2‰，n=26)，说明他们的食物结构存在较大

差异。

由 C、N 稳定同位素分析原理可知，人和动物主要消费 C3 植物和 C4 植物 [29]，因

此若只以 C3、C4 两类植物为分析对象，按照简单二元混合模型 (two-end member mixing 

model)，即可大致估算这两类植物类食物分别在先民食谱中所占的比例 [42-43]。若以 50％

的 C3 食物和 50％的 C4 食物为食时，生物体的 δ13C 值大致应该为 -13.5‰[43]。因此，就先

民的 δ13C 值而言，可以以 -13.5‰ 为界，大致划分为两组，即 δ13C 值大于 -13.5‰，相对

较高的 A 组，和 δ13C 值小于 -13.5‰，相对较低的 B 组。

由图 1 和表 1 可知，A 组为 19 个先民，B 组为 7 个先民 ( 其中，13DDYM422 的数

据为 -13.527‰，处于临界值，略小于 -13.5‰)。我们将在 5.1 对 A、B 两组先民的食物结

构和可能从事的生业经济进行讨论和分析。

图 2 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陶寺遗址和黑沟梁墓地
人骨 δ13C、δ15N 值的误差条形图

Fig.2 Error bar plot of stable carbon and nitrogen 
isotope values of humans from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cemetery in Dongxin Square, Datong, and 
Taosi site and the Heigouliang site

图 1 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人骨 δ13C、δ15N
散点图

Fig.1 Scatter plot of stable carbon and 
nitrogen isotope values of humans from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cemetery in Dongxin 

Square, Da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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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 论

5.1 先民的食物结构和生业经济

由图 1 和表 1 可知，A 组先民具有较高的 δ13C 值和 δ15N 值，均值分别为 -10.0±1.1‰，

9.3±0.5‰, n=19，表明先民食谱中以 C4 类食物为主，其中包含一定量的动物蛋白；B 组

先民具有较高的 δ13C 值和更高的 δ15N 值，均值分别为 -15.5±1.5‰, 11.2±1.3‰, n=7，说明

先民食谱中以 C3 类食物为主，其中包含较多动物蛋白。

为进一步探索两组先民食物结构的差异，对两组先民的 δ13C 值和 δ15N 值作标准误差棒

图分析，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以看出，两组先民的 δ13C 值和 δ15N 值差异显著，说明两组

先民的食物结构差异明显。两组先民 δ13C 和 δ15N 平均值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统计分析也进一

步显示，两者差异显著 (t=10.543, P<0.05; t=-3.707, P<0.05)。此外，需要指出的是，B 组先民

δ15N 的标准差 (1.3‰, n=7) 要远大于 A 组先民 (0.5‰, n=19)，说明 B 组的营养级差异比 A 组

大。相关研究表明 [15-17]，先民从事的生业经济和食物结构比较一致时，营养级也相对统一，

肉食占有量也比较一致。由此可见，相对 B 组先民而言，A 组先民的生业经济比较一致。

北魏建国之初，拓跋珪即开始 “ 息众课农 ”，实行屯田制度，这为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

转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石
[44]。其中，粟作农业是我国北方地区居民持续经营的传统的生业经济，

北魏时期大同地区居民保持并促进粟作农业的繁盛 [45]。同时，北魏时期大同地区气候总体比

较干冷，粟类等生长季节较短、抗旱能力强的农作物自然成为居民主要栽培和种植的对象 [46]。

此外，大同地区诸多北魏时期的考古遗址，如大同操场城北魏太官粮储遗址等，均发现大量

的碳化的粟类等
[47]。因此，粟类应该是北魏时期大同地区居民主要利用的粮食作物之一。

以上分析显示，大同东信广场北魏 A 组先民以 C4 类食物为主，并包含一定量的动物

蛋白。同时，大同东信广场北魏 A 组先民 δ15N 的标准差 (0.5‰，n=19) 非常小，说明他

们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比较一致。同时，如图 2 所示，大同东信广场北魏 A 组先民的稳定

同位素值 (-10.0±1.1‰, 9.3±0.5‰, n=19) 和典型的粟作农业人群，即陶寺遗址先民的稳定

同位素值 (-6.6±1.0‰, 8.9±1.3‰, n=7) 接近，但又略有不同
[48]，说明 A 组先民和典型的粟

作农业人群的食物结构有所区别，即大同东信广场北魏 A 组先民食物中混杂了少量的 C3

类食物，且包含了更多的肉食资源。显然，尽管二者都以 C4 类食物为主 ( 粟类和源于以

粟类及其副产品饲喂的动物 )，但大同东信广场北魏 A 组居民的食物则混杂一些 C3 类食

物 ( 少量 C3 类食物和 / 或以 C3 类食物为食物的动物 )。

大同东信广场北魏 B 组先民以 C3 类食物为主，并包含较多的动物蛋白，说明这些居

民食物主要以 C3 类食物为食的动物。古土壤中的有机碳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我国北方

地区野生植被约 80％为 C3 类植物 [49]。因此，B 组先民食物中主要为食用野生植物的动物，

即这些动物基本与粟类及其副产品无关。相关研究表明，它们主要是野生食草动物及马、

羊等主要食用野生植物的动物，还有一些以这些食草动物为食的食肉动物。此外，B 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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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δ15N 都很高，且分布广泛，即标准差 (1.3‰，n=7) 较大，说明他们个体间对动物资源的

利用差异较大。然而，如图2所示，大同东信广场北魏B组先民的稳定同位素值 (-15.5±1.5‰，

11.2±1.3‰, n=7)和典型的游牧或狩猎人群，即黑沟梁遗址先民的稳定同位素值 (-18.5±0.5‰, 

12.4±0.6‰, n=27) 接近 [50]，说明大同东信广场北魏 B 组先民和典型的游牧或狩猎人群人群

的食物结构接近，即他们的食物结构结构都以C3 类食物为主，且包含了非常多的肉食资源。

显然，大同东信广场北魏 B 组先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可能源于放牧或狩猎所得的动物，似乎

印证了拓跋鲜卑传统的“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生业经济。

综上，与陶寺遗址典型的粟作农业人群和黑沟梁遗址典型的放牧或狩猎人群的稳定

同位素值比较分析而言，大同地区北魏时期居民至少保持了两种生业经济，即以粟作农业

为基础的家畜饲养业和以放牧或狩猎为生的生业经济。

5.2 饮食文化形成的滞后性

如前言所述，以食物结构为例，游牧群体和农耕群体各自有自己的饮食习惯和文化。

然而，当他们彼此交流，不断适应，充分融合后，他们往往会改变自身的习惯和文化，形

成新的习惯和文化。在改风易俗或文化的重新形成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文化形成的滞后

性，即文化的形成往往滞后于特殊的时间点，如新政权建立的时间。

北魏政权建立以前，拓跋鲜卑长期过着“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游牧生活
[51]。其后，

拓跋鲜卑不断与农耕民族接触，不断适应，出现了一些汉化的现象，但基本上依然保持着

游牧经济的习惯
[44]。北魏政权建立以后，拓跋珪当即下令“息众课农”，实行屯田制度，

使得游牧群体得以定居，为农耕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4]。然而，农耕经济的发展并非

一帆风顺。相关研究表明，北魏时期的畜牧业比较发达，但在农业经济的影响下，农牧彼

此消长，内部结构发生过相应的变化
[52]。有学者认为，均田制实行时，即北魏太和九年 ( 公

元 485 年 )，农牧经济基本还处于平行发展的阶段 [52]。显然，此时距北魏建国 ( 公元 386 年 )

已近百年，但畜牧经济依然在社会生活占有绝对的优势。直到北魏末年，即《齐民要术》

的出现 ( 公元 533 至 544 年 )，农业才最终成为社会生业经济的主导
[52]。

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居民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这些居民的生业经济以粟作农

业为基础的畜牧业为主，兼有放牧或狩猎经济。显然，此时应该处于畜牧业占绝对优势的

时期，远没有到达农牧平行发展的阶段。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先民的生

业经济以畜牧业为主，但仅有个别从事放牧或狩猎的个体
[23-25]。显然，拓跋鲜卑在大同地

区建立政权以后，尽管他们努力推广农业经济，但他们的饮食文化并没有立刻发生明显变

化，生业经济依然以畜牧业为主。然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 射猎为业 ” 的群体越来越少，

人们的生业经济几乎完全从游牧经济转化为以粟作农业为基础的家畜饲养业。

综上，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居民正处于新的文化或习惯形成的关键阶段，尽管他

们一大部分人从事粟作农业，但依然以畜牧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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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饮食文化形成的滞后性的原因

如前文所述，拓跋鲜卑群体在南迁建都平城后，他们与农耕民族彼此交流，不断适

应，充分融合，自身的习惯和文化开始改变，逐渐建立了新的习惯和文化。然而，这一过

程比较缓慢和漫长，存在饮食文化或习惯形成的滞后性。那么，饮食文化改变缓慢或饮食

文化滞后性的原因究竟如何，是否和古气候变迁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倾向密切相关呢？古

气候的研究显示，北魏时期大同地区气候比较干冷
[53]。一般认为，这样的气候不利于农

业的发展，会使得农耕界限南移 [54]。同时，北魏时期统治者为了适应气候变冷，也将都

城频繁南迁 [53]。然而，上文分析则显示粟、黍等在大同地区的粮储遗址也有较多的发现，

说明农业在大同地区也有较好的发展。事实上，大同至朔州一带桑干河两岸，地面平坦宽

广，历来都是粟、黍等农作物的生长和栽培的重点地区，北魏时期更是如此 [55]。总体而言，

干冷的气候应该是阻碍拓跋鲜卑群体饮食文化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北魏政权建立以前，“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是拓跋鲜卑族群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

北魏政权建立后，很多拓跋鲜卑的统治阶层更倾向于保留原有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比

如都城南迁就遭到了重重阻碍
[56]。农业生产作为新生事物，可能也会遭到压抑和排斥，

发展也会有曲折 [9]。相关研究表明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52]。本文的研

究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即尽管一大部分人从事粟作农业，但依然以畜牧业为主。此外，还

有一部分人完全处于 “ 畜牧迁徙，射猎为业 ” 的游牧生活。显然，人的心理因素或统治阶

级内部的倾向也应该是阻碍拓跋鲜卑群体饮食文化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6 结论

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人骨的 C、N 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

1) 依据食物结构不同，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居民可以划分为 A、B 组。A 组以 C4

类食物为主，食物中动物资源所占比例高；B 组以 C3 类食物为主，食物中动物资源所占

比例更高。研究表明，A 组先民主要以种植粟、黍等 C4 型农作物来喂养家畜，B 组先民

则主要以放牧或狩猎为生。

2) 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居民正处于新的文化或习惯形成的关键阶段，然而他们基本

保持了原有的生业经济。显然，饮食文化的重新形成比北魏政权建立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3) 干冷的气候和统治者排斥新事物的心理都应该是阻碍拓跋鲜卑群体饮食文化转变

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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