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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新、
旧石器时代的传统划分依据是“磨制”这一加工方式的出现时间，但通过现有遗址中骨针

即便以磨制的加工方式作为新、
的发现，
可以证明在 4~2 万年前人类已经掌握了
“磨制”
的技术。所以，
旧石器的划分依据，
新石器的历史依然可前推至 4~3 万年前。况且，
磨制仅仅是实现硬工具或手执石
器某一精细形态的方法之一，
因此并不能作为新旧的划分依据。复合工具的使用，
尤其是绳（新纺器）
作为其中的重要组件，已经实现了工具新、
旧的转变，可追溯到距今近 30 万年前，而复合工具的使用
即非手执
远比磨制的加工方式复杂的多。因此，
石器的新旧转变应是单一石器向组复合石器的转变，
应该发生在距今 40~30 万年前。
工具的使用，
也就是说新旧工具的转变，
关键词院新石器；
复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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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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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fight and mill processing methods,Stone Age was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of old
and new.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bone needles in the site, it can be proved that humans had mastered the

technology of‘ grinding' between 40,000 and 20,000 years ago. So the Neolithic age could still be pushed

to 30,000 to 40,000 years ago, even though it was used as a basis for the division of Neolithic and
Paleolithic. Moreover, the grinding system was only one of the methods to implement a fine form of a hard
tool or hand, so it could be used as a basis for the division of new paleolithic. Composite tools, especially

the rope (new twisting tool)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had achieved the transition of the new and

old tools, dating back nearly 300,000 years ago, and composite tool use was far more complex than
grinding.Therefore, the changes of stone tools should b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single stone tool into a

composite stone tool and the use of non -hand tools. So,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and new tools should
occur between 300,000 and 400, 000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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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石器时代的划分，法国学者汤姆森于
1848 年最早提出“打制石器（即旧石器）时代”

1.1 磨制骨器
现有的石器时代划

和“磨制石器（即新石器）时代[1]，
这样的划分方

分方式中，根据磨制的

式持续至今而成为人所皆知的史前史常识。显

加工方式，新石器时代

然其划分依据是石器制作方式的不同：
“打制”

被划分为距今 10，
000~

和“磨制”。由于打制石器显得粗糙又称“粗石

4，
000 年。但磨制这种

器”；
而磨制石器显得精细，又称“细石器”
。但

加工方式在 1 万年甚至

轻微地敲击（打制）同样可制作精细的细石器，

几万年前就已经出现。

所以以形态划分不如以制作方式划分来得明

如距今 34，
000~27，
000

确和无交集。当然，人们也试图通过石器的用

年前的山顶洞人使用的

途或分工明确细化为新、旧石器的区别，但因

骨针[4]（图 1）和距今 4~2

旧石器的中晚期，甚至早期的晚些时候（距今

万年前的辽宁海城仙人

80~20 万年），
石器已有明确的分工。人们因无

洞遗址中就发现了通体

法接受新工具如此早就已经出现的事实，
而不

磨光的骨器（图 2）。此

愿意放弃磨制这一经典的划分依据。故依然采

两例足以证明磨制的

用交集最小、特征最为显著的“磨制“作为新石

加工技术已普遍应用

器的依据。

于硬工具的加工。也就

然而，史前史的硬工具，如骨针 的发现，

是说人类在 3 万年前

证实了磨制方式[3]早在 4~3 万年前就已出现，

就已熟知刃口锋利、平

其实，这种磨制亦出现在动物骨、牙工具制作

面稳定、握持端须趁手

以及软质石材尖端等上。也就是说，磨制与打

和不伤手等形态。而这

制都是早期人类为了获得一种所需要并已存

一制作过程就是在精

在于印象中的、
更为趁手和高效的工具形态。

准目标形态下的加工。

[2]

由于硬工具的主功能为“分”功能，即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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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
骨针（距今 3.4~2.7 万
年）
Fig.1 Bone needle unearthed
from Caveman site
(34,000 ~27,000 yeas
ago)

那 为何 人 类 在 已

还
割、砍、砸、击等作用，故本身除质地坚硬外，

对坚硬
知磨制加工下，

需作用端尖锐、刃口锋利；握持端平滑、圆润趁

的石器却很少采 用磨

手。这是早期人类对工具制作的“质”“形”
的

制作时
制技术？显然，

要求，即既能满足作用功效和趁手，又容易制

间长和更硬磨石的发

作而省时、省力。自然，打制成为第一选择，而

现是制约其在石器上

磨制仅用于花时较少（软质硬器）或时间或食

应用的两大约束因

物充裕且功能必须时的其次选择。磨制硬工具

素。其中，
磨制制作时

及其制作存在于 4~3 万年前，甚至更早史实已

间是这两个因素中的首要，
并且只有在食物丰

明示磨制可能不是旧、新石器划分的本质依

富且基本定居一处和存在较长富余时间的前

据，至少不是唯一依据。那旧、新工具转换的契

提下，
才有可能完成磨制石器的制作。而磨石

机和划分依据究竟为何？这便要求人类的思考

费力的制作
的筛选与寻找本质上也是花时间、

和探索，
也是本文所考证并力图给予推证及解

准备过程。早期人类大多通过相同坚硬石头的

释点。

相互敲击和定向精准劈裂形成锋利的作用端；

1 依据磨制特征的新石器诞生时间的前推

通过轻微的敲击和相互擦蹭，形成所需的尖端

图2

海城仙人洞遗址通体磨
光的骨器[5]
Fig.2
All polished body of
bone from Xian Ren原
dong (40，000 ~20，000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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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圆润表面。即均为精细打制而成，其复杂程

如果只是采用打制的加工方式，形成了凹面会

度、耐心和智慧水平并不亚于磨制石器。虽精

有多个凹槽，很容易在使用过程中磨断绳索。

细程度不如磨制，但其可缩短制作时间且功效

并且从图中可以发现，凹面是光滑的平面，是

一点儿也不亚于传统概念的新石器。

打制方式无法实现的。由此可知，磨制的加工

1.2 磨制石器

方式至少在 4~3 万年之前已经被应用到石器

事实上，我们不仅可以在较轻质的“硬工

的加工中，只是多少的问题，但这种加工方式

具”上发现磨制的痕迹，还可在旧石器本身上

已经被人类熟知。

发现磨制的痕迹。如图 3 中的斧形小石刀，
可

1.3 木质硬工具（木器）的磨制为先的可能

以发现握持端呈现平滑弧面状，使得人手握持

人类懂得使用手执石器和纺织器 （即绳[6]

更加舒服，使用更加趁手。而这样的平滑弧面

和编物[7]及结物[8]），自然也应懂得直接使用木

是打制方式很难实现的，至少经过了精细的打

枝、杆、棍这些手持但作用距离更远的硬工具

磨才得以形成如此平滑的弧面，可见此时已经

（旧木制工具即旧木器）。当然也可对应推测早

有了磨制的加工技术。
图 4 中斧头的凹面明显是作为绑扎使用，

期人类已将木棍的一端磨成尖端制成木矛；或
两端平整作为撬棍或打击棍。相比石器的磨制
加工，显然木矛、撬棍按磨制和功能复合的划
分，
当属新木器了。“绳”的制作要比新木器复
“编”
绳[7],故新木器的出现一定
杂的多，
即便是
—投
早于绳（新纺器）[6]的出现，现有的史证——
石索可追溯到 30~20 万年前。因此，
磨制而成
的木矛（新木器）t 木矛 应该早于绳（新纺器）t 绳
的出现，
即
t 木矛 >t 绳

（1）

虽然，
我们在理论上可以根据制作的复杂
和难易程度推论出新木器的使用时期，但在 1
图 3 峙峪旧石器遗址中的斧形小石刀（距今 3 万年）
Fig.3 Ax shaped stone knife from ZhiYu(30，000 years ago)

万年前的木质物早已降解、灰飞烟灭了。故木
棍的制作和使用，与纺织器一样，存在其出现
和使用期 tbirth 远大 于其物质 本身存 在寿 命
tlife，
即
tbirth>>tlife

（2）

其考证必须借助于“存在痕迹”尤其是“功
“物质痕迹”，更
能痕迹”
进行历史考证。而不是
不是物体本身。

2 复合工具出现的时间
2.1 石球
石球的发现引起了许多考古学家的注意，
学者得出
经过仔细的研究和多方资料的查询，
图 4 新几内亚的休恩半岛出土斧头（距今约 4 万年）
Fig 4 Ax from Huon Peninsula(40，000 years ago)

了其作为投石索使用的方式。距今 12.5~10 万
年前的许家窑遗址中就发现了大量的石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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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许家窑遗址发现的部分石球
Fig.5 Stone balls from XuJiayao

如图 5 所示，其使用方式如图 6 所示[10]。投石

使用的，
而直接用手握持的石器并不被称为矛

索的使用方式表明这个时候已经有绳的出现

头。南非 Kathu Pan1 遗址中发现了众多的石

或至少类似于绳的工具已经出现，否则便无法

矛头,距今 50 万年[11]，
如图 7 所示。通过对遗

采用这种使用方式。甚至在中国距今 50、
60 万

址中发现的石矛头进行年代测定和使用方式

年的蓝田人遗址和匼河遗址中都有发现大量

模拟的研究，
已经确认该矛头的使用方式为刺

的石球，按照这样的使用方式，那在几十万年

扎，
并得出了图 8(见下页)的复原图分析[12]。因

前就有绳的使用。绳作为一种新纺器，它的加

至少相对传统的石核
为石矛头本身体积很小，

工方式要远远复杂于工具的复合或磨制的加

等石器来说，体积很小，直接用手握持使用并

工方式，同时投石索作为一种复合工具，石器

不会有很好的效果，而结合绑扎物和手柄一

已经脱离人手而直接握持使用，具有新工具的

起，便可以远距离的刺伤猎物，使其效果更明

特征。绳的出现，是其可以复合使用的重要条

显。而这种使用方式已经是多件的复合，远比

件，因此绳作为新工具的划分进而可以作为

磨制工具要复杂的多。由此可以推测，可能在

新、旧石器时代的划分依据。

50 万年前，
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复合工具，并借

2.2 石矛头

助绳来完成复合工具的制作。
2.3 石镞

矛头，根据其名称，就是作为刺、扎工具来

(a)

(b)

图 6 石球使用方式演示
Fig.6 Demonstration of the use of stone balls

南非 Kathu Pan1 遗址出土的石矛
头，距今 50 万年
Fig.7 Stone spear head from Kathu Pan1
of South Africa(500,000 years ago)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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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南非 Kathu Pan1 遗址石矛复原图
The Recovery diagram of Stone spear from Kathu
Pan1 of South Africa

图 9 南非 Sibudu 洞穴遗址出土的石镞（距今 64,700依2,300 年）[13]
Fig.9 Stone arrowhead from Sibuducaves(64,700依2,300 years ago)

关于石镞，在中国的峙峪遗址中也有发

排除可能是作为绑扎端进行使用，因为矛头和

现，南非发现的该石器更早一些。在图 9 发现

石镞都是作为复合工具在使用，且与此形制相

的众多石镞中，分析其中的一件可以发现，
除

似，而且这种形制的尖状器，很可能就是石镞

了作用端变尖以外，其另一端也在相对变细，

或石矛头的雏形。而且，其中有一些长度更小

绑扎上手柄等其他物件，就可以作为箭头刺穿

（<2cm），同时还有一些凹痕，则更可能是作为

出去，
虽然石器很小，
但杀伤力却很大。在现有

手执和非手执的双用途使用。

的史料记载中，石镞多用来制造弓箭等，但考

3 结论

古遗址发现的证据并不足。此处遗址中发现的

根据上述实例分析，
即便以磨制的加工方

石镞，证明在弓箭之前，石镞可能早已经被作

式作为新、旧石器的划分依据，新石器的历史

为绑扎的复合工具进行使用。

依然可前推至 4~3 万年前，
即新石器时代至少

2.4 尖状器
在具有统一形制的尖状器中

在 4~0.4 万年的一个数量级的时间尺度中出
，分析其中

现与存在。根据骨针的磨制形态，可以推论磨

一种如图 10，根据尖端 - 宽 - 相对变窄以及尾

制仅仅是实现硬工具或手执石器某一精细形

端部的凹槽，可以判断上部为手执端，但也不

态的方法之一。而在 4 万年前，
人类已熟知这

[14]

些形态及其与使用功效的关系，并且可以通过
轻微敲击的打制方式，省时省力地实现磨制石
器的功效。根据石镞、
石矛和石球，
尤其是石球
的投石索的绑扎及非手执特征，可以认定新、
旧石器的转变点，应该追溯到距今近 30 万年
前，因为在那一时期，木器和纺织器均已完成
而更硬的石器通
了自身由旧器向新器的转变，
过“绳”的绑扎与木器的结合（石矛、石箭、石
斧）或直接与绳结合（投石索）等成为更趁手、
高效的非手执石器。即石器的新旧转变是单一
图 10 周口店遗址发现的统一形制的尖状器（距今 50~20 万年）
Fig.10 Cricoid of the same shape from ZhouKoudian (500,000 ~
200,000 years ago)

也就是说新旧工具
石器向组复合石器的转变，
的转变，
应该发生在距今 40~30 万年前。

服饰与文化：
源流考据

参考文献：
[1]G.Daniel.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M].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1.

[2]黄慰 文 , 张 镇 洪 , 傅 仁 义 ,等 . 海 城 小 孤 山 的 骨 制 品
和装饰品[J]. 人类学学报, 1986(3):259-266.

HUANG Wei -wen, ZHANG Zhen -hong, FU Ren -yi.

The bone products and decorations of Xiaogushan [J].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986(3):259-266.

[3]黄 蕴 平 .小 孤 山 骨 针 的 制 作 和 使 用 研 究 [J].考 古 ，
1993(3):260-268.

HUANG Yun -ping. Research on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Xiaogushan[J].Archaeological, 1993(3):260-268.

[4]张 志 东 , 史 从 庚 , 朱 新 民 . 山 顶 洞 人 的“ 磨 制 ”技 术
[J].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2000(6)：49.

ZHANG Zhi -dong, SHI Cong -geng, ZHU Xin -min.

The ‘Crinding' Technology of Cavemen [J].Reference
for middle school history teaching,2000(6)：49.

[5]陈全家,赵海龙,王法岗.吉林桦甸仙人洞旧石器遗址

09

ZHOU Xiao -zhen .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and

Occurring Independence of Braiding [D]. Donghua
University,2017.

[8]郭乙姝. 论结的起源[D]. 东华大学, 2017.

GUO Yi - shu . On the Origin of Knot [ D ] . Donghua
University,2017.

[9]马宁, 裴树文, 高星.许家窑遗址 74093 地点 1977 年
出土石制品研究[J]. 人类学学报, 2011(3):275-288.

MA Ning, PEI Shu-wen, GAO Xing.The study of stone
products was unearthed at 74093 site of Xujiayao site
in 1977[J].Journal of Anthropology,2011(3)：275-288.

—古老的狩猎工具[J].化石, 1977
[10]耀西, 兆麟.石球——
(3):9-10.

—ancient hunting
YAO Xi, ZHAO Lin. Stone balls——
tools[J]. Fossil,1997(3):9-10.

[11]Wilkins J,Schoville B J, Brown K S, et al. Evidence

for early hafted hunting technology[J]. Science, 2012,
338(6109):942-946.

1993 年发掘报告[J].人类学学报,2007(3):222-236.

[12]Bower Bruce, Wayman Erin. Earliest projectile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of the paleo site of the

[13]Lombard Marlize, Phillipson Laurel. Indications of

CHEN Quan-jia, ZHAO Hai-long, WANG Fa-gang.A

Xianren cave in Jilin province in 1993 [J]. Journal of
Anthropology,2007(3):222-236.

[6] 陶园. 基于痕迹考古方 法的纺 织材 料起源 研究 [D].
东华大学, 2015.

TAO Yuan. Study on the Origin of Textile Materials
Based on the Method of Trace -Archaeology [D].
Donghua University，2015.

[7]周 小 珍 .论 编 的 起 源 及 其 出 现 的 独 立 性 [D].东 华 大
学, 2017.

weapons found[J]. Science News, 2012, 182(12): 5-6.

bow and stone-tipped arrow use 64 000 years ago in

KwaZulu-Natal, South Africa [J]. Antiquity, 2010, 84
(325): 635-648.

[14]沈 辰 ,张 晓 凌 .北 京 猿 人 怎 样 制 作 和 使 用 工 具 ?[J].
化石, 2011(4):19-23.

SHEN Chen, ZHANG Xiao -lin.How do Peking Man
make and use tools?[J].Fossil,2011(4):19-23.

（责任编辑：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