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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回顾了一百多年来细石叶工业在我国的发现和研究，以及从戈壁石核开始的各国学者对亚美

史前文化联系的国际探索。目前细石叶的年代以俄国阿尔泰山地区的发现为最早，而在美国俄勒冈州则

延续到公元 1000 年左右。早期的细石叶研究主要采取了分类描述和传播论的文化历史学范式。借鉴日本

学者的方法，我国学者开始采用技术 - 类型学来根据细石核剥片过程对出土材料进行分类，命名了各种

楔形石核的技法。之后，我国学者尝试从功能 - 适应的视角来对细石叶工业进行研究和解释。本文第二

作者对以前的方法论做了再思，提出了“细石叶社群”的概念。旨在从环境适应和资源利用的角度思考

细石叶社群的结构、信息交流和技术知识的互动，深入研究这类技术的发明和扩散的动因，以便更好了

解这类石器技术在史前狩猎采集群中的文化意义和适应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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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about microblade studies in China and prehistoric 
cultu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Northeastern Asia and North America. The latest chronological 
data suggest that the Altai Mountains posses the oldest microblades, while Oregon in the United 
States yields the most recent date of AD 1000. Early generation of archaeologists favored culture-
historical approach, focusing on class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and used diffusionism to explain 
the spread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Inspired by Japanese colleagues,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employ dynamic approach or techno-typology to reconstruct microblade reduction 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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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ominated several techniques for wedge-shaped cores as well as non-wedge-shaped cores. 
Then, processual approach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during the 2010s. Functional-adaptive 
perspective has been used to examine microblade industries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On the 
basis of a critical thinking of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objectives, especially of the origin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in NE Asia,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concept called “microblade-
based communities” (by the second author), trying to provide us with a frame to explore social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exchange, as well as innov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among 
these communities to cope with harsh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shortage. It may give us new 
insights into why microblade was invented and why it spread so fast on a vast subcontinental 
scale. This new perspective may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cultural meanings and 
technological advantage in prehistoric arctic and subarctic adaptation.  

Key words: microblade technology; origin; spread; methodology; rethinking; microblade-based 
communities

1 引 言

细石叶遗存的研究在我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它的发现和研究几乎与中国考

古学的发展历程同步。由于这类遗存广布于东北亚和西北美地区，见证了亚美两大洲史前

文化的交流和联系，因此在研究上也与日本、俄国、蒙古、韩国、日本以及美国和加拿大

等地的发现与研究有较密切的关系和互动。本文意在回顾细石叶研究百年来的进展，再思

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并对开拓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做一探索性的展望。

2 国内的发现与分布

本世纪初，安志敏先生在他学术生涯的尾声写了两篇文章回顾细石器的研究历史并

缅怀自己导师裴文中先生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性贡献 [1, 2]。从 1940 年代起，裴文中就开

始关注和报道在甘青地区发现的细石器遗存 [3]。他提出了细石器文化的概念，将北方的细

石器文化分为扎赉、龙江、林西和赤峰四期。其中扎赉期为中石器时代，其余三期分别相

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晚三段。他认为细石器起源于贝加尔湖地区，由北向南发展，在中

国的分布主要限于长城以北 [4]。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细石器文化被认为是与黄河流域

彩陶文化并行发展的一种北方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1930 年，梁思永对齐齐哈尔的

昂昂溪遗址进行了发掘，后来又到内蒙林西和赤峰一带调查，采集到一批细石器。在他的

报告中，将细石器称为幺石器 [5]。1937 和 1939 年，美国考古学家纳尔逊 [6] 和法国考古学

家德日进 [7] 把新疆七角井子、蒙古沙巴拉克、哈尔滨顾乡屯和阿拉斯加大学校园遗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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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细石核进行比较之后，分别提出了亚洲和美洲大陆存在史前文化联系的论断。

建国后，考古界对细石器的关注长盛不衰。1955 年，安志敏在陕西朝邑大荔沙苑的

15 处地点发现了细石器，因不见陶片而将其定在中石器时代 [8]。1962 年，安志敏调查和

发掘了海拉尔松山遗址，根据出土的细石器遗存讨论了这类石制品的起源和传统。在这篇

文章里，安志敏系统讨论了细石器的概念，认为以细石叶技术为特征的遗存应该与没有细

石叶技术的细小石器工业区分开来。他进而根据我国华北、东北亚和西北美的考古材料及

年代学证据，认为以细石核与细石叶为代表的石器传统应该起源于华北的旧石器传统，这

种技术是石器小型化的结果 [9]。安志敏还将河南安阳小南海遗址出土的柱状、锥状和楔状

多面体石核与窄长小石片与典型的细石叶和细石核相联系，认为该石器工业遥承北京人文

化，下启细石器文化，是细石器传统起源的有力线索 [10]。

随着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的积累，特别是山西朔县峙峪、河南许昌灵井、

河北阳原虎头梁和山西阳高许家窑 — 侯家窑等遗址的发现，贾兰坡先生开始从华北两大

旧石器传统的角度，考虑细石器的源流问题。他把细石器传统追溯到北京人文化，用“周

口店第 1 地点 — 峙峪系”把后起的细石器文化联系起来 [11]。之后，越来越多的发现基本

上都根据测年数据来补充该小石器传统发展的直线序列。其中重要的发现包括山西的下川、

薛关、柿子滩、柴市和河北的油房与籍箕滩等。随着考古工作在全国范围的展开，含细石

叶遗存的遗址和地点遍布全国许多省份，不仅在华北、东北和西北有大量分布，还见于青

藏高原、西南地区乃至华东和华南地区如山东的凤凰岭、江苏的马陵山和广东的西樵山等。

总的来说，细石器研究初期流行的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历史学范式。这种技术传统的

起源和传播是研究的核心问题，并以华北旧石器传统源远流长的小型化过程来构建其发展

的脉络。

3 技术—类型学方法

由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方法主要是分类描述，对类型也没有严格的定义，器物命名和

分类基本上因人而异。再加上细石核是细石叶剥片的废弃状态，与其预制阶段的形状不同，

而细石核不同原因所致的不同废弃阶段会有不同的形状，甚至会从一种类型变成另一种类

型。再之对细石器和细石叶遗存也存在概念混淆，所以对这类石制品的认识深度十分有限。

迄今为止，较为系统的分析可以称之为技术 — 类型学方法，也就是观察细石核不同

的毛坯预制和台面再生技术来进一步细分细石核剥制工艺。最早对细石核进行类型和技术

分析的是盖培先生，在对虎头梁遗址出土的细石核研究中，盖培根据台面技术将楔形石核

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河套技术，采用两面器的石核毛坯，用纵向剥离雪橇形石片以预制台

面，剥片过程中台面端一般不再调整，另一类称为虎头梁技术，石核毛坯也是两面加工，

但是台面从侧面横向预制，台面端在剥片过程中会经常调整 [12]。盖培命名的河套技术，

其实参照了日本的湧别技法（Yubetsu technique）。

1983 年，在对青海拉乙亥遗址细石核的研究中，盖培命名了似河套技术和拉乙亥技

术两类细石核，并对拉乙亥细石核进行了技术链（technological chains）重建 [13]。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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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培借鉴了席尔德（R Schild）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正式提出了楔形细石核的动态类型学

（dynamic typology）概念，该方法根据细石核的预制、台面加工和修理以及石叶剥制来

重建细石核的剥片程序，进而根据这些工序的差别来命名不同的石核类型。盖培认为，细

石核在剥片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台面，细石叶剥片会使工作面远端不断内收。细石核这两

部分在剥片过程中会使形状发生巨大变化，以至面目全非 [14]。盖培的动态类型学意义深

远，它已经十分接近美国学者剥片顺序（reduction sequence）和法国学者操作链（chaîne 
opératoire）的概念，也开始瓦解静态描述和分类的类型学体系。

下川遗址发现的丰富材料大大增进了我们对细石叶工艺的认识。发掘报告鉴定出锥状、

楔状（宽体和窄体两种）、半锥状、柱状和漏斗状五种类型。王建等认为，下川的细石叶

工艺相对比较原始，并分辨出各类细石核台面处理及再生（rejuvenation）的不同特点 [15]。

1990 年，王建和王益人发表了下川细石核研究的专论，在原有的分类中添加了一类以前被

列入端刮器的船型石核外，他们特别关注石核台面、剥片面和底端在剥片过程中的动态变

化，并绘制了石核预制和剥片过程的图示 [16]。但是，不同细石核的操作链会有个性的不同，

而该图示涵盖了所有类型的细石核，因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动态类型学或操作链分析。

贾兰坡先生身前对细石叶工业的起源和发展极为关注，并将这个问题作为本文第一

作者当时硕士论文的选题。虽然这个题目因缺乏一手材料和范围过大而有很大的难度，但

是在王建先生的指点和对下川细石核观察的基础上，本文第一作者根据时空分布差异极大

的十处细石器地点出土的细石核观察列出了六种细石核的类型划分，其中楔形石核又有宽

体和窄体之分，并约略讨论了各种石核的预制和台面特点。最后发表的报告认为，虽然这

六类细石核不能涵盖全部类型，但是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份报告是典型的文化 — 历

史考古学范式的类型学和传播论研究 [17]。

自上世纪末至今，见证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细石器新材料如内蒙呼伦贝尔辉河水坝遗

址 [18] 和陕西省宜川县龙王辿遗址 [19] 等的发现和研究，以及对老地点如下川、虎头梁和柿

子滩的再发掘和再研究，但是分析方法和认识并未有相应的拓展，基本上是参照先前虎

头梁和下川细石核分析模式的技术 — 类型学研究。虽然有的分析冠以“工艺流程动态分

析”[20]，但是由于并未尝试废片拼合和对石核剥片过程不同形变结果的分辨，因此其效果

并不能达到操作链分析的要求。

对于细石叶技术的起源问题，裴文中提出的贝加尔湖起源说基本被摒弃，学界普遍

采纳了华北起源说，认为细石叶技术根植于华北旧石器传统，是石器技术小型化的结果。

山西峙峪遗址的发现令贾兰坡提出了华北旧石器的两大传统，其中“周口店第 1 地点 —
峙峪系”通过小南海文化与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相连。峙峪石制品中一件扇形小石核

酷似剥制细石叶的楔形石核，并推测它可能是楔形细石核的雏形 [21]。在 1976 年的许家窑

遗址发掘报告中，贾兰坡进一步完善了华北小石器传统的框架，把许家窑文化看作北京人

文化与峙峪文化之间的重要环节，并认为许家窑遗址的原始棱柱状石核是后来细石器文化

中柱状石和锥状细石核的祖型 [22]。从石制品形状来追溯技术传统也被其他学者所采用，

比如侯亚梅命名的“东谷坨石核”就是一例，根据形状和剥片痕迹与细石器传统的楔形石

核相联系 [23]。应该指出，石器打制技术有限，石料相对于制作陶器的粘土可塑性很差，

因此形变有很大的局限性，加上功能的需要，器物形状趋同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也极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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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同时代和地理相隔很远的地方，都会出现外貌相似的砍砸器、两面器、雕刻器、端刮

器和箭镞等，在讨论文化传承和历史关系上应该非常慎重。

从操作链概念思考，许家窑的棱柱状石核和东谷坨石核是操作链的最后环节，已经进

入其生命链的废弃状态，无论其柱状还是船形都是石片剥制的终结状态，它与剥片过程有关，

但未必是打片者刻意追求的形状和结果。但是，楔形细石核却是刻意预制的形状，与细石叶

剥制或石核固定的要求密切相关，是操作链起步的刻意设计。因此东谷坨石核不宜与楔形细

石核相提并论，而且两者之间时代相隔巨大且不见任何连续发展和变迁的证据。柱状和锥状

细石核的核坯预制不如楔形石核那么复杂，但是其预制也需要满足细石叶剥制的一些基本要

求。而许多锥形石核应该是连续剥片后的废弃状态，因石叶远端内弯，经过连续剥片，许多

细石核如漏斗状、柱状、板状（半锥状）乃至窄体楔形石核在最后废弃时都会变成锥状。

此外，峙峪的扇形石核，经本文第一作者观察，应该是一件砸击制品或两极石核。

而且此类型仅为孤例，且不见细石叶，应该慎重对待。小南海也有类似问题，对小南

海 1204 件石制品的再研究发现，安志敏在 1965 年报告中描述的具有细石器特点的柱

状石核及长条形石片和窄长小石片，都是砸击制品 [24,25]。该遗址获得的一个 14C 年龄为

13,075±220 BP (ZK-170-0)[26]（本文下面引用的年代数据均未校正），正是细石叶技术的

盛行时段，因此小南海石器工业与细石叶技术没有任何渊源关系。

细石叶技术的起源不应从线性发展的文化传统来追溯，而应从技术和器物的功能和

适应来思考。美国考古学家托伦斯（R Torrence）指出，技术是用来解决问题的，风险大

的觅食方式需要精致的技术和工具，因为动物资源流动性大、出现时间短，因此人们必须

提高工具的效率来降低觅食失败的风险。她认为，复杂技术的发明是用来节省时间的，于

是高纬度地区的狩猎采集者工具要比低纬度地区的工具来得复杂 [27]。所以，细石叶很可

能是在边缘生境里发明的一种高效和昂贵技术，非常适合资源风险很高的环境，以保证狩

猎采集者不至于错失转瞬即逝的时机 [28]。

4 东北亚和西北美的发现

虽然从细石器来追溯亚美两大洲之间的史前文化联系最早由纳尔逊、德日进、裴文中、

安志敏和贾兰坡等提出，但是盖培最早提出了环太平洋马蹄形文化带的说法 [29]。与其他

中国学者相同，盖培将这个细石器文化的源头放在了华北。但是，目前我国周边地区细石

叶遗存的发现并不支持华北起源说。下面介绍俄国、蒙古、日本、朝鲜半岛、日本和北美

西北部的发现和研究现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技术 — 类型学的框架下展开

的，关注的要点是最早的细石叶遗存。

俄国  在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的乌斯特 — 卡拉科尔 1（Ust-Karakol 1）和阿努伊 2
（Anui 2）遗址出土了目前年代最早的细石叶遗存。乌斯特 — 卡拉科尔 1 的第 11 层出

土了最早的细石叶遗存，包括楔形、锥形和一些形状不规则细石核，以及 17 件细石叶。

第 11 层无测年数据，但是其上部第 10 层的 14C 年代是 35100±2850 BP（SOAN-3259），

含相似石制品的第 9 层年代为 33400±1285（SOAN-1285）到 29720±360 BP（S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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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9）。离乌斯特 — 卡拉科尔 1 不远的阿努伊 2 遗址，也出土了很古老的细石叶遗存，

最下部的第 12 层年代为 27930±1590 BP（IGAN-1425）和 26810±290 BP（SOAN-300）。

在泛贝加尔湖（Trans-Baikal）地区的卡门卡（Kamenka）遗址，细石核和细石叶遗存的

年代为 28815±150 BP（SOAN-3032）到 24625±190 BP（SOAN-3031）。叶尼塞河上游一

些含细石叶遗存的年代也非常早，比如库尔塔克 4（Kurtak 4）遗址的第 11 层 14C 年代从

24890±670 BP（LE-3357）到 23470±200 BP（LE-2833）；诺沃塞洛沃遗址 13（Novoselovo 
13）第 3 层的 14C 年代为 22000±700 BP（LE-3739）。安加拉河流域含细石叶工业的马尔

塔（Mal’ta）遗址第 8 层有 13 个断代数据，从 21700±160 BP（OxA-6191）到 19900±800 
BP（GIN-7705）。远东地区的乌斯特 — 乌尔玛（Ust-Ul’ma）第 2b 层年代为 19350±65 
BP（SOAN-2619）。奥冈基 5（Ogonki 5）3b 和 3 层的五个年代数据从 19440±14 BP
（Beta-117987）到 17860±120 BP（AA-2313）。阿尔丹河第三阶地上的伊克汗 2（Ikhine 
2）遗址的两个 14C 年代是 20080±150 BP（SOAN-3185）和 19695±100 BP（SOAN-3186）。

以楔形细石核为特点的久克台文化（Dyuktai complex）遗址也位于阿尔丹河流域，年代为 c. 
24600 到 c. 18000 BP，如伊克汗 2、弗克尼 - 特洛伊斯卡亚（Verkhne-Troitskaya）第 6 层 [30]。

蒙古 蒙古的细石叶遗存大多分布于地表，最初在那里发现的细石核被称为“戈壁石

核”。奇肯纳圭（Chikhen Agui）洞穴遗址出土了似勒瓦娄哇石核、尖状器、雕刻器、石刀，

1 件楔形石核和 24 件细石叶。更新统层位火塘炭屑的 14C 数据为 27,432±872 BP（AA-
26580）[31]。但根据一些新发现的含楔形石核遗址如托尔博 15（Tolbor 15）、卡甘戈尔 5
（Khargann Gol）和莫伊尔廷纳姆（Moyltyn am），考古学家较为偏向较晚的年代，认为

最早细石叶出现在末次盛冰期（LGM）之末（18.5-17 kaBP）[32]。

日本  日本列岛的细石叶无论在技术类型分析还是在年代学上都研究得非常仔细。自

1953 年在长野（Nagano）地区的矢出川（Yadegawa）遗址首次发现细石叶工业以来，到

2003 年为止总共发现细石叶遗址 1792 处，共出土 83137 件细石叶和 8225 件细石核。对

细石叶工艺的分析发现，日本的细石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窄长细石叶主要由楔形石核工

艺生产，一类宽短细石叶主要用矢出川技法生产。日本北部和南部的细石器工艺明显不

同，显然是从大陆分别传入的，时间上也有先后。北海道的细石叶工艺被分为湧别技法群

和非湧别技法群两类，前者以典型湧别技法和几种变体为代表，而非湧别技法群则以幌加

（Horoka）、広乡（Hirosato）和红叶山（Momijiyama）等技法为代表。九州的细石叶工

艺大体也分为两类，一类是福井（Fukui）或西海（Saikai）技法生产的楔形石核，另一类

是矢出川技法加工的柱状或块状细石核，台面不予修理。九州东部和南部还见有一种船

野（Funano）技法，与幌加技法相似 [33]。北海道最早的细石叶遗存年龄出自西南部柏台 I
（Kashiwadai I）遗址第 4 层，为 20790±160 BP，而九州测出最早细石叶遗存年龄的是茶

园（Chaen）遗址，为 15000 BP，以半锥状的细石核为代表 [34]。

朝鲜半岛  细石叶工艺发现于 1960 年代，目前报道了 17 个遗址，主要在韩国。朝

鲜半岛的细石叶工业主要是采用类似湧别技法的楔形石核工艺 [35]。成春泽（Chuntaek 
Seong）总结出三种细石核类型，第一类是用两面器方法预制的楔形石核毛坯，个体较大。

第二类也是楔形石核，但是核身只是用小石片单面简单加工，修出楔状缘。第三类是柱状

或锥状石核，个体也较小。一些细石叶遗址的断代数据也相当早，长兴里（Jangheung-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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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细石叶层位的两个 AMS 数据分别是 24400±600 BP 和 24200±600 BP。新北（Sinbuk）
遗址给出了 25400 BP 的最早细石叶 14C 年龄 [36]。

西北美  细石叶遗存主要分布在阿拉斯加、育空、西北地区、阿尔伯塔、不列颠哥伦

比亚以及俄勒冈等地区。细石叶遗存最早出现在阿拉斯加斯旺波因特（Swam Point）遗

址，年代为 11600 BP。大约在 10500 BP，细石叶遗存已经遍布阿拉斯加，主要以校园石

核（Campus core）为代表。这是一种类似湧别技法的楔形石核工艺，石核两面加工修出

楔状缘，用纵向打去雪橇形或板状小石片来再生有效台面。细石叶遗存在 9200 BP 出现在

西北沿海，到 8000 BP 已经十分流行，主要以船型或舌形石核为特点，毛坯采用大石片或

卵石，台面不修，有时会再生剥制石叶的工作面，耗竭的石核会变成锥形和漏斗形。还有

一种比较少见的类型为板状石核（tabular cores）。细石叶工艺在西北美延续的时间很晚，

在俄勒冈州西南部延续到 AD 1000-1500[37]。

从我国周边国家发现的细石叶工业来看，它们应该被看作是同一类技术传统的传播

和扩散。从目前的年代学来看，华北不大可能是这一传统的发源地。因为我国目前最早的

细石叶证据是山西襄汾的柴寺，年代为 24450±800 BC（ZK-653-1）[38]。

井川史子（F Ikawa-Smith）对当下细石叶工业的研究做了总结，她说没有人会否认

阿尔泰山地区的细石核是“原楔形石核”（proto-wedge-shaped core），也没有人会对这

类细石叶工艺是东北亚和北美所有细石叶工艺的祖型表示异议。目前，细石叶工艺的研究

主要采用技术 — 类型学的方法，即对细石核类型和技术做仔细的分析来了解这类遗存的

异同和发展。这种方法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最为详尽，许多细石叶工艺的鉴定和比较都是以

日本学者定义的技法为参照。细石叶技术一般被认为代表了流动性很大的狩猎技术，以应

对风险很高的极地环境。但是，井川先生提出了细石叶研究的新问题。她说，华北有许多

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叶遗存与陶器和定居生计共处，日本福井洞穴的细石叶与浮雕弦纹陶

（linear relief pottery）共出，年代为 12400±350 BP（GaK-949）和 12700±500 BP（GaK-950）。
俄国远东的许多遗址细石叶也与陶器共出。这些问题虽然与起源无关，但是值得我们考虑，

细石叶究竟是派什么用的？它们为何分布如此之广，扩散如此之快？由于细石叶分布在差

异极大的地理区域，有的是水生资源丰富的生境，有的是沙漠草原地区，有的甚至有栽培

谷物的证据，因此我们需要更加详细了解细石叶使用者的环境和生计，提取微观的生态信

息。那么，我们有望更详细地了解这种工艺的多元背景和适应优势 [39]。

5 功能—适应视角

井川史子提出了细石叶的功能与人类的文化适应问题。早在 2002 年，埃尔斯顿

（RG Elston）与库恩（SL Kuhn）主编的《小工具大思考：全球细石器化的研究》[40,41]，

为细石叶技术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作者主要从功能 — 适应的角度 [42]，思考各地细

石器是否是同一原因的产物 [43]。该文集收录了四篇有关东北亚 — 西北美细石叶研究论

文。布利德（P Bleed）从成本和可靠性的角度考察了日本细石叶技术设计差异的意义，

认为可靠性与可维护性概念有助于我们思考细石叶工匠的选择 [44]。埃尔斯顿与布兰廷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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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PJ Brantingham）从风险最小化策略思考了北亚的细石叶工艺，认为细石叶镶嵌的复

合工具和尖状器在降低极地与亚极地狩猎者的生存风险上有极大的优势 [45]。戈贝尔（T. 
Goebel）认为，细石叶人群为高度流动的狩猎者，营地利用短暂，狩猎物种单一。他们

在 LGM 结束后再次拓殖北亚，并到达北极地区 [46]。耶斯纳（DR Yesner）和皮尔逊（G 
Pearson）认为，白令吉亚地区（Beringia）细石叶组合的族群意义与适应意义互补，并且

与最早美洲人问题与局地适应的变化相关 [47]。该文集还收录了非洲、黎凡特、欧洲与澳

洲等地区的细石器化研究，成为研究东北亚细石叶技术新的战略性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 · 麦克尼什（Richard MacNeish）在加拿大国家

博物馆任职期间，于 1957-1961 年发掘了育空西南部山区克卢恩河谷（the Kluane River 
valley）的许多细石叶地点。从一处有地层的格拉德斯通（Gladstone）遗址中，麦克尼什

找到了细石叶群体生计适应的具体证据，这些人群夏天在克卢恩湖中捕鱼，冬天则狩猎和

诱捕驼鹿（moose）、黑熊、驯鹿和野牛等哺乳动物 [48]。

陈胜前最早从功能 — 适应视角审视了中国细石叶技术的起源。他从狩猎采集者的高流

动性出发，认为细石叶代表了最高的适应性、最高的可维护性、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耐用性。

细石叶工艺包含了两面器、雕刻器、棱柱状石核、压制、软锤修理、热处理和摩擦等技术

要素 [49]。他还认为细石叶工艺的起源是两面器和棱柱状石核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认为该技

术有助于这些游群成功适应 LGM 前后的资源变化，并在此期间出现在华北腹地。虽然他的

观点部分得到后来发掘的西施等遗址的支持 [50]，但未注意到阿尔泰 — 泛贝加尔地区细石叶

的古老性。仪明洁借鉴了人类行为生态学（Human Behavioral Ecology）概念和边缘价值理

论（Marginal Value Theorem），认为不同群体在各自适应过程中根据石料、生态环境等因素

发展出不同的工艺类型，形成了利用高度流动性和精致工具充分开拓斑块资源的“系列专

门化策略”（serial specialist strategy），并用水洞沟 12 地点的材料来加以说明 [51]。然而在

将此概念扩大到整个华北时 [52]，对各种假设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她同意功能 — 适应论观

点，认为细石叶技术有助于应对高纬环境，降低风险，并也认为西伯利亚具有足够的技术

背景，早期细石叶技术应该起源于西伯利亚 [53]。杜水生研究了泥河湾细石叶遗址的原料搬

运 [54]、人地关系 [55] 和社会结构 [56]，尝试重建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采集群的社会生活。

此外，细石叶研究的主要突破有三：1）数理统计，如陈胜前对籍箕滩和西水地遗址

细石核研究 [57]；2）实验方法，如赵海龙 [58, 59]、任海云 [60] 等的细石叶打制实验；3）微痕

分析，如陈虹对晋西南细石叶的研究 [61]。特别是陈虹的研究，采用文化适应的视角，结

合技术 — 类型、微痕观察、数理统计等多种方法，比较不同石制品组合的技术、维生策

略和栖居形态等方面的异同，进而从动态进程、演化动力及影响因素，构建出晚更新世华

北古人类的文化适应系统 —— 细石叶工艺系统 [62]。

6 细石叶研究的再思

细石叶技术究竟是阿尔泰地区、泛贝加尔湖地区、华北地区起源，还是西伯利亚 —
华北史前人类的交往的结果 [63]，甚至是 LGM 时代被淹没的三海地带 [64] 仍然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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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足够的测年数据，各种说法都不尽人意。虽然考古学家考虑到细石叶背后的高流

动性、大兽狩猎、原料稀缺等多种因素，但是细石叶起源与扩散的动力有可能并不相同。

其实，在技术发明与被广泛采纳之间会有时差，特定技术在诞生之初可能未必有明

显的适应优势 [65]。石叶和细石叶技术可能由各种因素而发明、放弃和重新发明，关键在

于它们在技术 — 经济领域中的功效和成败，所以可能无需共同的起源，而历史的偶然性

也会在塑造长期进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66]。因此，细石叶的起源与扩散是两个问题，可

能未必是相继的历史过程。根据目前来看，细石叶技术在西伯利亚和华北都能找到技术元

素。阿尔泰地区的“原楔形石核”和泛贝加尔湖和古库页岛 — 北海道 — 千岛群岛（PSHK, 
Paleo-Sakhalin-Hokkaido-Kuril Peninsula）一带在26.8-13 ka BP（校正年代）可能存在联系 [67]。

虽然我们尚不能确定前者是否为后者的祖先，但是 LGM 前后广泛分布在这一地区的细石

叶技术有本地起源的可能。作为细石叶技术的先声，在范家沟湾 [68] 和水洞沟 [69] 等遗址中

都能见到两面器与棱柱状石叶石核的要素，在西施和东施遗址也发现了细石叶、小石叶和

石叶共存的现象 [70,71]。目前的材料似乎暗示着 MIS3 时期的东北亚存在孕育细石叶技术的

条件。“最早细石叶”的认定取决于两个要素 —— 断代与细石叶的判定。前者需要较高

分辨率的东北亚细石叶遗址年表，而后者则观点各异。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没有发展出追

溯细石叶技术源流的可靠方法。因为细石核是剥制细石叶的副产品，它们也没有类似陶器

的形制特点，所以本身无法分辨早晚。在追溯最早细石叶时，我们应该更多考虑井川史子

提出的两个问题——细石叶究竟是派什么用的？它们为何分布如此之广，扩散如此之快？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发展实验考古，不仅复制各种技法，而且要制作细石叶镶嵌的

复合工具，研究它们的微痕和功效。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开发新的视角来寻找答案。

这可能更多有赖于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发展，而非单纯依赖考古发现。

把视角从文化传播转向技术适应，并同时关注文化 - 历史和功能 - 过程的问题，本文

提出了“细石叶社群”（microblade-based communities）的概念。尽管细石叶技术的使用

者很可能是狩猎采集群，但细石叶社群并不强调族属（ethnicity）的意义。由于流动性很

大的游群会使考古遗存在很大的地理范围内表现十分相似，因此难以分辨考古学文化意义

上的人群。而社群概念可以让我们从更大的社会网络来思考某种精致技术在不同生境和

生态位中的成功适应，并用以解释 LGM 前后东北亚与西北美地区的社会 — 技术适应辐

射。这类社群利用相似的技术，并与其它技术相结合以维持生计，开发局地资源。他们采

用细石叶技术，制作复合工具和武器。这个概念并不在意细石叶技术的起源和传播，而是

聚焦于细石叶社群的适应和发展，探索狩猎采集群在 MIS2 严酷环境里成功发展出来的社

会 — 技术系统。细石叶技术作为一种复杂的复合工艺，与构建一种社会网络来获取技术

知识和社会环境信息密不可分；这种复杂技术被广泛采纳和使用，很可能与狩猎采集群应

对 LGM 干冷、资源不可预测的恶劣环境有关
[72]。这个概念在采纳过程考古学中的社会研

究中，也考虑到个人能动性在推动文化变迁中的作用。它可以拓展井川史子的问题，将细

石叶的分布与扩散与东北亚狩猎采集群的生计和适应结合起来。从目前材料来看，东北亚

的细石叶社群发展可以从四个阶段来观察：

第一阶段：前LGM时期（距今约 3-2.2万年），显示出狩猎采集群的区域化和适应辐射。

细石叶 / 小石叶出现在阿尔泰、泛贝加尔湖、华北等地区，但没有大范围的扩散。这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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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显示了技术的局地异质性发展。

第二阶段：LGM 和 LGM 之后的老仙女木时期（距今 2.2-1.5 万年）显示出细石叶在

东北亚的广泛分布，同时向南和向东扩散 [66]。在严酷环境中，细石叶社群的主要生计是

狩猎。这个时期显示出技术的同质性发展。

第三阶段：更新世末（距今 1.5-1 万年）在东北亚显示出细石叶社群生计的多样性。

随着波林 / 阿勒罗德（Bølling/Allerød）间冰段的到来和东亚季风的恢复，进入泛贝加尔

湖地区的居民明显增加，并出现了向极地与新大陆的扩散，类似中石器的生计方式逐渐流

行 [66]。包括楔形石核在内的细石叶剥制技术成熟，形成了稳定的技法，蒙古高原盛行锥

状和柱状细石核，如早期的金斯太洞穴遗址（上层）[73] 和后来的辉河水坝遗址 [74]。华北

出现了广谱革命和资源强化利用的迹象。随着早期绳纹文化（Incipient Jomon）的北扩，

日本列岛两面器尖状器开始取代细石叶技术 [75]。朝鲜半岛也有类似趋势，两面尖状器和

箭镞逐渐取代了细石叶 [76]。除了一些社群继续维持狩猎经济之外，绝大多数开始强化利

用局地资源。他们转向水生和陆生植物资源，甚至发展出了最早的食物生产。这个时期表

现为技术的异质性。

第四阶段：全新世早中期（距今 1 万年内）细石叶技术在许多地区开始逐渐消亡。

不过细石叶社群在辽西地区可能出现了用于交换的专门化狩猎，也出现了栽培。这时细

石叶社群已经全面拓殖青藏高原 [77]。华北细石叶生产显示出标准化的下降（如东胡林遗

址）[78]，而在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则发展出更加标准化的细长石叶 [79]。因此，这个时期

的技术显示出高度的异质性，并出现了向农牧业的转变。

根据上述对细石叶社群的分期思考框架，我们今后可以深入探究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随着 LGM 的来临，狩猎采集群是如何分布在环境适宜的不同生态位，并进行资源开

拓和信息交流，这对于细石叶技术的广泛传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2）随着LGM的结束，

狩猎采集者是如何开辟新的栖息地，将细石叶带到无人区的。在拓殖的过程中，不同的资

源和生计活动对技术的消长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两个过程可以简称为“走入”与“走

出”避难地的过程，以研究细石叶社群的文化变迁。

7 小结与展望

本文总结了细石叶遗存的百年研究史，尤其对技术 — 类型学方法和功能 — 适应视

角进行了回顾与再思。这两个研究方法前后承继，对应着文化 — 历史学和功能 — 过程论

的两种考古学范式，后者突破了前者的类型学框架，开始探索细石叶技术背后的人类行为

和生态适应。然而，过程论方法仍然有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本文提出“细石叶社群”的

概念，立足于社会考古学，在考虑环境压力与游群分布的同时，也考虑到个人能动性在文

化适应中的角色，意在从狩猎采集者在极地和亚极地环境里的社会结构、适应方式和信息

流动来探究细石叶技术的兴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建议以后研究应该注意三个方法论的问题：1）提高研究水

准和发表材料的质量，而且具体材料一定要量化，以便分析比较。a. 优化断代。年代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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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加细致和尽量精确，对近几十年发掘的老遗址进行系统的年代测定，而非根据石器（尤

其是细石核）形态和陶片共存与否进行断代，堕入循环论证的僵局；b. 统一分类。由于标

准不一，分类条目综合起来竟然近 200，势必妨碍跨遗址的比较研究，更别提与周边国家

材料的比较研究了；c. 建立数据库。目前只有日本建立了近 2000 单位的数据库，国内亟

需建立类似的数据库，在更多地区进行地表勘察，以应对民间采集者的挑战；d. 统一测量

标准。细石核测量仍缺乏标准，长、宽、高、厚四个指标混杂，缺乏使用和废弃阶段的信

息；细石叶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鲜有面世且过于约略，从简报上很难获得完整信息。2）
在材料整理系统化的同时，需要拓宽视角，比如了解周边国家与地区的研究。另一方面也

要突破现有的理论方法框架，日本细石叶研究已经开始侧重功能 — 适应的视角，而目前

我国仍然停留在基础材料和文化历史学的框架内。3）对石器的研究要从器物为中心转移

到以遗址为中心的问题上来，仔细提取和分析共出的生态物以了解当时的环境和生计形态。

这需要我们在发掘中对各种遗存进行细致的位置记录和空间分析，从遗址、遗址域和栖居

形态三个层面来了解和重建细石叶社群的适应、结构与变迁。

谨以此文纪念贾兰坡先生诞辰 110 周年，他身前悉心关注的这一细石叶探索课题，
今天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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