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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报道了在河南卢氏发现的 3个旧石器地点:石制品出自 S1的 Ly15地点;在 S3 , S2和 S1中均有旧石

器发现的 Ly13地点;出自 S2的 Ly14地点。 3个地点的石制品均以石英岩砾石为原料 ,锤击法打片 , 石器数量较

少 , 有手镐 、刮削器 , 这些发现为探索中国南北旧石器文化的关系及其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主题词　　河南卢氏　黄土旧石器　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

中图分类号　　　K871.11　　　　文献标识码　　A

　　第一作者简介:杜水生　男　43岁　副教授　旧石器考古专业　E-mail:ssdu@bnu.edu.cn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40672106)资助

　　 2008-03-20收稿 , 2008-06-25收修改稿

1　引言

1987年塔吉克斯坦考古学家 Ranov首先使用

`LoessicPaleolithic'一词 ,描述黄土中发现的旧石器

工业
[ 1]
。

黄土高原东南部 ,主要包括从汾渭地堑到洛河

一带的黄土地层十分发育 ,尤其是河流两岸阶地上

的黄土 ,因为有大量的石制品甚至古人类化石出土 ,

很早就受到学者的重视。

1950年代末到 60年代初期 ,学术界在陕西蓝

田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新生代地层 、古生物及考古调

查与研究 ,先后在黄土中发现了直立人化石和旧石

器地点 36处 ,共 600余件石制品。其中 ,公王岭直

立人为 115万年(相当于 L15),陈家窝直立人为 60

万年左右
[ 2, 3]
。 1957年 ,贾兰坡 、王择义等在山西垣

曲盆地发现 67处旧石器地点 ,其中 14处位于红色

土层中 ,共发现石制品 200余件
[ 4]
。 1960年代初

期 ,为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 、陕

县 、灵宝和渑池一带的黄土地层也发现了多处旧石

器地点
[ 5]
。 1975年 ,在陕西省黄龙徐家坟山南坡出

土了一件人类头骨化石 ,层位位于黄土层与红色土

的交接处 ,研究者认为黄龙人属于东亚解剖学上现

代人的一个古老群 ,但和西方解剖学上现代人的进

化过程存在差异
[ 6]
。 1999年 ,刘东生发表了 “黄土

石器工业”一文 ,论述了开展黄土石器工业和黄土

地质考古带研究的重要意义
[ 7]
。 1998年洛阳考古

队在北窑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 ,位于瀍河的二级阶

地上 ,发掘者采用了科学的发掘方法 ,很好地揭示了

石制品和黄土的层位关系
[ 8]
。自 1990年代初 ,陕西

考古研究所王社江等在洛南盆地进行大规模的考古

调查 ,在南洛河的多级阶地上的离石黄土中都发现

了石制品 ,石器地点已累计有 200多处
[ 9]
。 2001

年 ,河北文物研究所在涉县新桥发掘了一处旧石器

地点 ,石制品位于第三级阶地上部的黄土 -古土壤

中
[ 10]
。

为了进一步研究黄土高原东南部黄土石器工业

在中国南北旧石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我们在 2006

年 12月到 2007年 1月在洛河流域进行大规模的考

古调查 ,本文主要研究此次调查在河南卢氏发现的

石制品。

卢氏县位于河南省西部 ,与陕西省洛南地区相

邻 ,行政区划属于河南省三门峡市 ,境内北有崤山山

脉 ,南有熊耳山脉 ,中部有一小型山间盆地。洛河从

陕西洛南盆地进入境内 ,先经历一段峡谷后 ,从盆地

中部穿过 ,卢氏县城就在盆地中央 。

洛河在这一带共发育有 3级阶地 ,阶地上普遍

发育有黄土堆积 ,本次在这一带进行考古调查时发

现了 3处旧石器地点 (图 1所示 Ly13,与 Ly14和

Ly15),发现石制品数十件 。

2　旧石器地点与研究

2.1　Ly15地点以及旧石器

该地点位于盆地西端的横涧乡下柳村砖厂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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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旧石器地点分布图

Fig.1　MapshowingthedistributionofPaleolithic

localitiesinLushiCounty

理坐标为 33°59′33″N, 110°59′36″E;海拔 576m。一

条小涧河在这里从南岸注入洛河 ,在洛河和小涧河

交汇处保留洛河的二级阶地 ,阶地顶部距河面约有

15m左右 ,阶地上部为黄土堆积 ,包括 L1和 S1 ,阶地

下部为砾石层。其中 S1在这里表现为 3条古土壤

构成的复合型古土壤 , 石制品采自 S1-1和 S1-2

(图 2), 根据丁仲礼等的研究 , S1 年代大约为

12.5 ～ 7.5kaB.P.
[ 11]
,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在这里共发现石制品 58件 ,其中石核 12件 ,石

片 11件 ,刮削器 1件 ,其余 34件为原料和断块。

(1)原料

石制品中共有 3件 ,没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砾石 ,

这 3件砾石全部采自古土壤中 ,其中 2件砾石标本

和 1件石核共处 ,因此推测 ,这些未加工的砾石应为

原始人类采集的石料 ,还没有使用。

(2)石核

在 12件石核中 ,锤击石核 11件 ,砸击石核 1

件;原料为石英岩者 8件 ,砂岩者 3件 , 脉石英 1

件 ,这些原料均为取自河床的砾石;锤击石核中最

大的 1件尺寸为 11.20cm×13.10cm×8.21cm,最

小的 1件尺寸为 6.2cm×7.2cm×5.9cm,平均尺寸

为 7.60cm×10.05cm×8.41cm;共有台面角 24个 ,

图 2　Ly13与 Ly15地点地质剖面图

Fig.2　GeologicalsectionofLocs.Ly13 andLy15

其中台面角最大的 113°, 最小的 55.2°, 平均为

82.8°;台面 24个中自然台面 15个 ,打击台面 9个;

工作面 26个 ,遗留的片疤 51个 ,完整片疤 7个 ,呈

扇形 ,不完整的片疤相互之间有叠压关系 ,没有固定

形状;完整片疤最大者 8.9cm×7.1cm;最小者

3.8cm×4.0cm,平均为 5.95cm×7.11cm;片疤比

最小的 10.0%,最大的 80.0%,平均 43.6%;片疤上

的打击点清楚 ,打击泡阴痕明显 ,放射线清楚 。锤击

石核中属于单台面石核 6件 ,双台面石核 2件 ,多台

面石核 3件。

单台面石核:6件 ,均以砾石的自然面为台面 。

由于砾石表面并不完全平整 ,因此多是沿一个弧面

连续打片 ,形成一个较宽的工作面 ,其他部位仍保留

砾石面。

标本 Ly15-4(图 3-6)以黑色石英岩砾石为毛

坯 ,尺寸为 7.5cm×12.1cm×10.8cm,工作面上共

遗留有 7个片疤 ,但只有一个片疤是完整的 ,其大小

为 5.5cm×6.0cm,台面角为 58°。

标本 Ly15 -1(图 3-9)原料为肉红色石英岩砾

石 ,原砾石可能较为扁平 ,以其中较平的一面为台面

连续进行打片 ,打片方法为锤击法 ,在工作面的左侧

和右侧均留下一个比较完整的石片疤 ,石片疤大小

分别为 6.8cm×7.0cm和 8.9cm×7.1cm;台面角为

55.2°和 61.6°,片疤上打击点清楚 ,打击泡阴痕明

显 ,放射线清晰 ,是典型的锤击法打片特征。

双台面石核:2件。

标本 Ly15-6(图 3-3),以砾石为原料 ,先以砾

石的一面为原料剥片 ,再以和该台面相对的一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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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Ly13, Ly14与 Ly15地点的石制品

1.Ly13-1:手镐　2.Ly13-6:左裂片　3.Ly15-6:双台面石核　 4.Ly13-2:多台面石核　5.Ly14-6:石片　6.Ly15-4:单台

面石核　7.Ly13-3:石核　8.Ly15-7:多台面石核　 9.Ly15-1:单台面石核　 10.Ly15-9:多台面石核　 11.Ly15-13:石片

　　　　　　　 12.Ly15-18:石片　 13.Ly15-23:直刃刮削器

Fig.3　StoneartifactsfromLocs.Ly13, Ly14 andLy15

台面剥取另一件石片 , 石核的大小为 7.5cm×

12.3cm×16.3cm,两个台面均为自然面 ,台面角分

别为 63°和 88°, 两个片疤都比较完整 , 大小为

6.3cm×10.5cm,另一个为 7.5cm×6.3cm。片疤打

击泡阴痕明显 ,打击点清楚 。

多台面石核:3件。原料均为石英岩砾石 ,先

以砾石面为台面 ,转向后以剥片面为台面继续剥片 ,

经多次转向后形成多台面石核 。

标本 Ly15-9(图 3-10)共有 5个台面 ,其中一

个为自然面 , 4个为打击台面;4个打击面两两分为

两组 ,每组中的两个台面互为剥片面 ,具有类似盘状

石核的打片方法 ,石核 6.2cm×7.2cm×5.9cm,石

核上由 4 /5为剥片面 ,只保留的 1 /5的砾石面 。

标本 Ly15-7(图 3-8)在石英岩砾石的两端分

别剥片 ,其中 ,一端有 3个台面 ,一个为自然面 ,另两

个打击面 ,并互为台面和工作面 ,另一端有 3个台

面 ,两个为自然面 , 一个为打击面 ,台面角最大的

113°,最小的 88°,只有 1个片疤比较完整 ,大小为

4.1cm×3.6cm。

可以看出 ,锤击法是 Ly15地点主要使用的剥片

方法 ,虽然单台面石核占主要地位 ,但类似于盘状石

核的剥片技术也已出现 ,说明如果需要 ,它们有可能

发展出新的剥片技术。

(3)石片

共发现石片 11件 ,其中 9件是完整石片 ,另两

件不完整 , 1件为右裂片 , 1件为近端横裂片。

9件石片中 ,原料为石英岩 7件 ,砂岩 1件 ,脉

石英 1件;最大石片尺寸为 14.0cm×20.5cm×

8.1cm,最小的 10.9cm×8.0cm×3.6cm, 平均为

11.67cm×14.74cm×5.10cm,全部石片宽都大于

长;石片角最大的 126°,最小的 104°,平均 118.8°。

台面面积为中型的 2件 ,小型的 7件 ,台面均为自然

台面;凡原料为石英岩者打击点清楚 ,打击泡阴痕

明显 ,放射线比较清楚。 6件石片的背面为自然面 ,

3件为打击面 ,其中有一件石片的背面有一横嵴 ,一

件背面为多嵴多疤 ,其余都没有背脊;只有两件石

片的背缘有碎疤;石片的形态基本上都呈扇形 。

标本 Ly15-18(图 3-12)原料为石英岩 ,石片大

小为 12.8cm×18.3cm×3.5cm,石片角为 121°,台

面为小型 ,打击点及放射线均十分清楚 ,石片的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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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背面全部为砾石面 。

标本 Ly15-13(图 3-11)原料为石英岩 ,石片的

大小为 10.0cm×14.9cm×5.3cm,台面角为 121°,

台面大小为中型 ,从腹面看石片的打击点 、放射线和

打击泡阴痕都很清楚 ,台面为自然面 ,背面由片疤和

砾石面构成 ,其中片疤约占 60%,由 3块疤组成 ,从

片疤的打击点阴痕判断 ,在同一个工作面上曾连续

剥片。

总的来看 ,多数石片属于石核上剥取的第一片

石片 ,因此台面和背面全部为砾石面 ,剥片方法为锤

击法 ,石核的利用率极低 ,这可能和原料的来源比较

充分有一定关系 。

(4)石器

石制品中有第二步加工痕迹的标本十分少 ,仅

发现 4件。它们皆以石片为毛坯 ,在左侧 、右侧或端

部略作加工 ,留下 3 ～ 5个疤痕 ,疤痕为宽深疤 ,刃

缘不平齐 ,根据这些特征将这些标本全部定为刮削

器 。

标本 Ly15-24,凸刃刮削器 ,原料为脉石英 ,毛

坯为断片 ,在石片的远端用锤击法向背面加工出一

凸刃 ,修疤特征为阶疤 ,修疤比为 20%,刃缘较平齐 ,

刃角 53°～ 76°, 石器大小为 6.1cm×4.9cm×

2.1cm,保存完整。

标本 Ly15-23(图 3-13)直刃刮削器 ,原料为石

英岩 ,毛坯为断片 ,在一厚断片的一边用锤击法向腹

面加工出一长 8cm的刃口 ,修疤特征为宽深疤 ,修

疤比为 10%,刃缘较平齐 ,刃角 42°～ 62°,石器大小

为 13.6cm×9.6cm×5.5cm,保存完整 。

2.2　其他地点

在卢氏 ,除了 Ly15地点外 ,还发现了两处旧石

器地点 ,分别编号为 Ly13和 Ly14。

2.2.1　Ly13地点

Ly13地点位于卢氏县城正西方 ,县医院背后的

一个砖场 ,行政区划属于城关镇北关村 ,地理坐标为

34°03′23″N, 111°02′09″E;海拔 611m。该地点黄土

剖面很厚 ,根据野外观察 ,大约保存了从 S1 ～ S5的

黄土 ,我们在 S1 , S2 和 S3都采集到了旧石器(见

图 2),根据黄土和深海氧同位素对比研究的结果 ,

其年代分别为 7.5 ～ 12.5万年 、18.5 ～ 24.2万年和

27.2 ～ 33.0万年
[ 11]
,其中 S1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

S2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 。

(1)S1中的石制品

S1中共采集到 3件脉石英制品 , 1件石核 , 1件

石片 , 1件断块。

标本 Ly13-3(图 3-7)石核 , 原料为脉石英砾

石 ,石核大小为 12.7cm×10.7cm×3.8cm,在石核

上有可以看到两个剥片面。

标本 Ly13-5,锤击石片 ,原料为脉石英 ,石片

大小为 4.7cm×5.2cm×2.8cm,石片角为 90°,台面

为中型 ,打击点与打击泡清楚 ,但放射线不清楚 ,石

片台面为打击台面 ,台面后缘有碎疤 ,背面为多嵴多

疤 ,有 4个片疤组成 。

(2)S2中的石制品

S2采集到 2件石英岩制品 , 1件石核 , 1件刮削

器。

标本 Ly13-2(图 3-4)多台面石核 ,原料为石英

岩砾石 ,石核大小为 8.2cm×10.2cm×7.7cm;台面

4个 ,全部以砾石面为台面 ,台面角最大的 83°,最小

的 65°,平均 78°;工作面 4个 ,在石核表面遗留的片

疤占石核表面的 80%,片疤相互打破 ,只有一个完整

片疤来 ,片疤大小为 5.0cm×4.4cm,片疤阴痕上打

击点清楚 ,放射线清楚。

标本 Ly13 -1(图 3-1)为手镐 , 石器大小为

19.0cm×13.5cm×8.4cm,毛坯为厚石片 ,在石片的

远端与右侧由腹面向背面加工 ,在背面中部形成一

棱嵴 ,远端右侧形成一尖 ,近端保留部分砾石面。两

侧刃修疤为宽深疤 , 刃缘曲折 , 两侧刃长分别为

12.0cm和 15.5cm,侧刃角为 53°/24°和 52°,端刃角

110°。从石制品的加工程度来看 ,似乎是一个没有

加工完的半成品。

(3)S3中的石制品

S3采集到 2件石英岩 , 1件砂岩制品 , 1件石

片 , 1件左裂片 , 1件砾石 。

标本 Ly13-8,锤击石片 ,石片大小为 9.1cm×

7.8cm×1.3cm,石片角为 97°,打击点 、放射线与打

击泡阴痕均不十分清楚 ,石片的台面与背面全部为

自然面。

标本 Ly13-6(图 3-2)为左裂片 , 原料为石英

岩 ,大小为 3.1cm×3.1cm×1.0cm,石片角为 122°,

打击点不清楚 ,但打击泡与放射线十分清楚 ,石片的

台面为打击面 ,背面为一片疤 。

2.2.2　Ly14地点

Ly14地点位于卢氏县东明镇段家窑村 ,地理坐

标为 34°01′33″N, 111°01′10″E;海拔 594m。在这个

地点共发现石制品 11件 ,其中一件采自 L2黄土 ,其

他都出自 S2。出自 L2的石制品为一脉石英断块 ,这

里仅报道 S2的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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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自 S2的标本中 ,有石核 5件 ,石片 3件 ,断

块 2件 。

锤击石核 4件 ,原料全部来自河滩的石英岩砾

石;最大的为 Ly14 -4,尺寸为 6.4cm×8.0cm×

20.0cm,最小的 Ly14-5,尺寸为 8.6cm×12.0cm×

9.2cm,其中有 3件只有 1个台面 , 1个工作面 , 1个

石片疤 , 1件有 1个台面 , 2个工作面 , 2个石片疤;

台面全部为自然面 ,台面角最大的 90°,最小的 56°,

从遗留的石片疤阴痕来看 , 打击点清楚 ,放射线清

晰 ,完整的片疤宽大于长 , 最大的 1个为 6.5cm×

8.5cm。

砸击石核 1件 ,原料为脉石英砾石 , 尺寸为

7.35cm×5.60cm×3.50cm,破裂面平坦 ,两端均有

砸击点 。破裂面与砾石面的比例为 1∶1。

石片 3件 ,全部为锤击石片 。

标本 Ly14-6(图 3-5)是最为完整的 1件石片 ,

原料为砂岩 ,尺寸为 8.3cm×6.1cm×1.9cm,台面

角为 111°;石片的整体形状呈扇形 ,台面为砾石面;

石片的腹面打击点 、放射线 、打击泡均十分清楚 ,有

疤痕;石片背面有两块片疤 ,两块片疤形成一纵嵴 ,

从近端延伸到中部。

3　讨论与结语

3.1　卢氏黄土旧石器的总体特点

总的来看 ,卢氏县发现的这批石制品具有如下

特点:

(1)根据野外观察 ,卢氏县发现的 3处黄土旧

石器地点 ,最早的出自 S3 ,距今约 30万年 ,最晚的

出自 S1 ,距今 10万年左右 ,跨越了旧石器时代早期

和中期 。

(2)3个地点采集到的石制品数量也相差悬殊 ,

但反映文化性质极为相似 ,均以采自洛河的砾石为

原料 ,岩性以石英岩为主 ,脉石英次之 ,砂岩再次之;

主要使用锤击法打片;从石核和石片所反映的技术

特征来看 ,原料的利用率极低 ,这可能和原料来源充

分有一定关系 ,但从个别标本观察 ,打片者有时也尽

可能地利用原料 ,转向打法甚至类似盘状石核的打

片方法在 S1也曾经发现 ,这是否反映了不同时代的

特点 ,因材料太少 ,还不能做出进一步的结论。

(3)石器中主要为刮削器 ,出现了 1件手镐 ,但

加工程度有限。

(4)从石制品出土的层位来看 ,石制品主要出

自古土壤中 ,黄土中非常少见。

3.2　比较与讨论

目前 ,中国的黄土旧石器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

东南部晋陕豫一带 。

在洛南盆地 ,所选用的原料主要有石英岩 、石英

砂岩 、脉石英等 ,这些原料多选自遗址附近;打片方

法均为硬锤直接打击 ,其中以锤击法为主 ,砸击法和

碰砧法少见 。石制品由石核 (818件)、石片 (552

件)、加工修理的工具 (316件 )及片渣和断块(65

件)构成。石片含完整石片(496件)和不完整石片

(96件),工具包括砍砸器(44件)、手镐(55件)、手

斧(44件)、薄刃斧 (45件)、石球(40件)、刮削器

(77件)、尖状器(8件)和雕刻器(3件)等 8类 ,加

工石器的毛坯既有砾石也有大石片
[ 9]
。

在蓝田地区 、垣曲盆地和三门峡地区 ,虽然发现

的石器数量较少 ,但从石制品反映的技术特征和石

器类型来看 ,也是以砾石直接加工的砍砸器占主要

地位
[ 2, 4, 5]

。

丁村遗址附近的几个黄土旧石器地点中共发现

石制品有 34件 ,均以角页岩为原料 ,包括石核 2件 、

石片 20件和石器 12件。石核中有多台面石核 1

件 ,盘状石核 1件;20件石片均为打制石器时的废

片 ,石器中有砍砸器 1件 ,刮削器 2件 ,锯齿刃器 7

件 ,斧状器 1件 ,石器残片 1件
[ 12]
。

卢氏出土的石制品和上述发现有更多的相

似之处。

洛阳北窑遗址的石制品主要是由石英岩砾石制

成。主要是初级产品 ,即石核 、石片 、石块。其中以

石片最多 。第二次加工的不多 ,打制技术主要是锤

击法 ,其次是砸击法 。大多数石核为多台面石核 ,其

次是单台面石核。从石片看 ,长形石片和宽形石片

数量差不多 ,自然台面相当多 。从石制品加工来看 ,

相当多石器向破裂面加工 ,主要器形有刮削器和尖

状器 、砍砸器
[ 8]
。

新桥遗址石制品在制作时就地取材 ,其中主要

石料是石英砂岩和石英 ,极少数为燧石 、石英岩 、灰

岩等;打片基本用锤击法 ,偶用砸击法;石核多取

材于较大砾石 ,利用率不高 ,多为天然台面 ,单台面

石核居多 ,多台面石核较少 ,未见修理台面;石片形

状多不固定 ,石器在石制品中所占比重极低 , 仅为

1.44%。均为锤击修理 ,石器中刮削器略多 ,砍砸器

和球形石为主要器型 ,此外还有雕刻器 ,其中刮削器

和砍砸器均分为砾石(石核 、断块)工具和石片工具

两类;石器以大中型为主。在出土的 14件石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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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石器 8 件 , 占 57.1%;中型石器 2 件 , 占

14.3%;小型石器 4件 ,占 28.6%。文化层中有大量

砾石与石制品共生 ,可能和人类采选石料等行为有

关
[ 10]
。

这些发现 ,和卢氏的旧石器文化面貌有明显区别。

根据目前的研究 ,中国旧石器早期和中期文化

可划分为两个主要类型 ,第一种为砾石工业 ,石器原

料主要为砾石 ,但岩性比较庞杂有石英砂岩 、砂岩 、

燧石 、石英等原料;打片与修理均使用锤击法 ,石核

以单台面居多 ,没有发现修理台面和预制台面的情

况 ,石片数量很多 ,但多是天然台面;石器类型仍以

砍砸器 、尖状器 、原手斧最有特色 ,除此之外还包括

重型刮削器 、轻型刮削器 、凹缺刮削器等。另一种为

石片石器 ,以锤击法生产小石片为主 ,以向背面加工

的方式修理石器 ,石器类型以刮削器 、尖状器 、锥钻

等小型工具为主
[ 13]
。

有学者认为 ,砾石工业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 ,石

片工业主要分在华北地区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砾石工业的许多工具如大尖状器 、手斧等工具更适

合采集植物性食物 ,而华北地区 ,石片石器与狩猎活

动有更多的关联 ,而这种经济类型的分化又和南北

方的气候环境密切相关
[ 13, 14]

。

处于华南与华北之间的伊洛河到汾渭地堑是两

种文化过渡地带 ,但是 ,通过我们对这一地区黄土旧

石器文化的研究来看 ,位于洛河上游的洛南盆地 、卢

氏以及相邻的三门峡 、蓝田丁村
[ 15]
、匼河

[ 16]
等地区

黄土中的石制品中 ,手斧 、薄刃斧 、石刀 、砍砸器等大

型工具占有主导地位
[ 9]
,而处于洛河下游的北窑遗

址以及河北涉县新桥遗址虽然也以砾石为原料并具

有一定数量的砍砸器 ,但小石片在石制品中占有重

要地位
[ 8]
。而且这些石制品 ,无论是石片石器还是

砾石石器主要出自代表湿热气候的古土壤中。因

此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区域特征以及与气候变化的

关系仍然是一个需要探讨的命题。

卢氏发现的这批石器 ,虽然数量还比较少 ,但为

探索中国旧石器南北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与环境变

化的关系等重大课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

致谢　文中石器照片由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高虎

同志拍摄 ,特致谢忱。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RanovVA.Dosetheterms̀ LoessicPaleolithic' havearightfor

existence? In:JanshinALed.QuaternaryPeriod:Paleontologyand

Archaeology.Shtiniza:Kishinnew, 1989.137～ 145

2　戴尔俭.陕西蓝田公王岭及其附近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 , 1966, 10(1):30～ 32

DaiErjian.ThepaleolithsfoundatLantianManlocalityof

Gongwanglinganditsvicinity.VertebrataPalAsiatica, 1966, 10

(1):30～ 32

3　AnZhisheng, Ho Chunkun.New magnetostratigraphicdatesof

LantianHomoerectus.QuaternaryResearch, 1989, 32:213～ 221

4　贾兰坡 ,王择义 ,邱中郎著.山西旧石器.北京:科学出版社 ,

1961.1 ～ 20

JiaLanpo, WangZeyi, QiuZhonglang.PaleolithicCultureDiscoveredin

ShanxiProvince.Beijing:SciencePress, 1961.1～ 20

5　黄慰文.豫西三门峡地区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

1964, 8(2):162 ～ 177

HuangWeiwen.OnacollectionofpalaeolithsfromSanmenareain

WesternHonan.VertebrataPalAsiatica, 1964, 8(2):162 ～ 177

6　王令红 ,李　毅.陕西黄龙出土的人类头盖骨化石.人类学学报 ,

1983, 2(4):315 ～ 319

WangLinghong, LiYi.OnafossilHumancalvaunearthedfrom

HuanglongCounty, ShaanxiProvince.ActaAnthropologicaSinica,

1983, 2(4):315 ～ 319

7　刘东生.黄土石器工业.见:徐钦琦 ,谢　飞 ,王　建主编.史前

考古学新进展.北京:科学出版社 , 1999.52～ 62

LiuTungsheng.Loessicpaleolithic.In:XuQinqi, XieFei, Wang

Jianeds.NewAdvanceofArchaeologyinPrehistory.Beijing:

SciencePress, 1999.52～ 62

8　安亚伟 ,周　军 ,郭引强.洛阳北窑发现旧石器遗址.中国文物

报 , 1999年 1月 27日

AnYawei, ZhouJun, GuoYinqiang.Anpaleiolithicsitediscovered

inBeiyao, Luoyangcity.ChinaCulturalRelicsNews, 1999-1-27

9　王社江 ,沈　辰 ,胡松梅等.洛南盆地 1995～ 1999年野外地点

发现的石制品.人类学学报 , 2005, 24(2):87 ～ 103

WangShejiang, ShenChen, HuSongmeietal.Lithicartefacts

collectedfromopen-airsitesduring1995～ 1999 investigationsin

LounanBasin, China.ActaAnthropologicaSinica, 2005, 24(2):

87～ 103

10　梅惠杰 ,程新民 ,陈全家等.涉县新桥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人

类学学报, 2001, 20(1):19～ 33

MeiHuijie, ChengXinmin, ChenQuanjiaetal.Preliminaryreporton

theexcavationofXinqiaoPaleolithicsiteatShexianCounty, Hebei.

ActaAnthropologicaSinica, 2001, 20(1):19 ～ 33

11　丁仲礼 ,余志伟 ,刘东生.中国黄土研究新进展(三)时间标尺.

第四纪研究 , 1991, (4):336～ 348

DingZhongli, YuZhiwei, LiuTungsheng.Progressinloessresearch

(Part3):Timescale.QuaternarySciences, 1991, (4):336～ 348

12　王益人.丁村遗址群发现的新材料.见:董　为编.第九届中国古脊

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5.193～ 201

WangYiren.NewPaleolithicmaterialsdiscoveredfromtheDingcun

site.In:DongWeied.ProceedingsoftheNinthAnnualMeetingof

theChineseSocietyofVertebratePaleontology.Beijing:China

OceanPress, 2005.193 ～ 201

13　张森水.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中的几个问题.见:湖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编.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

1005



第　　四　　纪　　研　　究 2008年

文集.长沙:岳麓书社 , 1996.6～ 19

ZhangSenshui. On severalChinese paleolithic archeoloical

problem.In:HunanArcheologicalInstituteed.PapersofPrehistory

inMiddleReachesofChangjiangRiverandSecondAsiaCivilization

Conference.Changsha:YuelushushePress, 1996.6 ～ 19

14　王幼平.更新世环境与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展.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 , 1997.142 ～ 158

WangYouping.EnvironmentalChangeandPaleolithicCulture

DevelopinSouthChinainPleistocene.Beijing:BeijingUniversity

Press, 1997.142～ 158

15　裴文中 ,吴汝康 ,贾兰坡等编.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 , 1958.21～ 74

PeiWenzhong, WuRukang, JiaLanpoetal.eds.TheFieldwork

ReportofDingcunSite, Xiangfen, Shanxi.Beijing:SciencePress,

1958.21～ 74

16　贾兰坡 ,王择义 ,王　建.匼河———山西西南部旧石器时代初期

文化遗址.北京:科学出版社 , 1962.40～ 45

JiaLanpo, WangZeyi, WangJian.Kehe———An EarlyStage

PaleolithicSiteinSouthwestofShanxiProvince.Beijing:Science

Press, 1962.40 ～ 45

LEOSSICPALEOLITHSFROMLUSHICOUNTY, HENANPROVINCE

DuShuisheng
①
　　LiuFuliang

②
　　ZhuShiwei

②
　　ZhangMin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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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isapreliminaryreportontheresultofanarcheologicalsurveywhichhasbeensupportedbyNationalNature

ScienceFoundation(40672106), finishedbyafieldteamorganizedbyBeijingNormalUniversityandLuoyang

CulturalRelicsBureauduringDecemberof2006 toJanuaryof2007.3 leossicpaleolithicsiteshavebeen

discoveredinLushiCounty, HenanProvince.

Loc.15issituatedatXialiuVillageofHengjianTownship(33°59′33″N, 109°59′36″E), ofthesecondterrace

oftheLuoheRiverwhichwerecoveredbyL1 andS1 ofChineseloesssystem.Artifactsofthissite, totally58pieces,

wereallfromS1-1 andS1-2 , whicharedatedofabout12.5 ～ 7.5kaB.P., belongingtothemiddlePaleolithicstage.

Therawmaterialsaremainlyquartzitewithlessquartsandsandstone.Theartifactsinclude12 cores, 11 flakes, 1

scraper, and34 debris.12 corescanbecatalogedasfollows:6 singleplatform, 2 doubleplatforms, 3 multi-

platforms, and1bipolarcore.Accordingtotheobservationofchopperandpick, thecollectioncanbedescribedas

pebbletools.TheindustryofLoc.13 andLoc.14 issimilartoLoc.15 , buttheartifactsofLoc.14 arefromS2 ,

whilethoseofLoc.13 werefromS1 , S2 , andS3.

InChina, allPaleolithicsitescanbeclassifiedinto2 types:Oneispebbleindustry, towhichthestonetools

suchaspick, handaxe, chopperorchoppingtooletc.directlyshapedbypebbleselectedfromriverbednearby

belong.Theotherisflakeindustry, towhichthestone-flaketoolsincludingpoint, scraper, awl, anddrilletc.

chippedbyflakebelong.Somescholarsbelievethattheformer, fittingforgathering, ismainlydistributedinSouth

Chinaandthelater, fittingforhunting, isdistributedoverNorthChina.

LoessicPaleolithicismainlydistributedintheregionfromLuoheRivertoFenheandWeiherivers, aregion

betweenNorthandSouthChina.ThismayexplainwhystoneartifactsinLushi, LuonanBasin, andLantianmostly

belongtopebbleindustry, whilethoseinBeiyaoandXinqiaositesareflaketoolsmainlyconsistingofflake, point,

scraper, anddebrisetc.

Ifbothpebbletoolsandflaketoolsarediscoveredtogether, itwouldbedifficulttoconfirmthepreviousnotion

thatpeoplelivingincoldclimateareaaresuitableforhuntingbutinwarmclimateforgathering.Byfar, howto

explainthecharacteristicsofPaleolithicculturebetweenSouthandNorthChinaandtheirrelationshipwith

environmentisstillaproblem.AlthoughtheamountofstoneartifactsdiscoveredfromLushiareaislow, itgives

someimportantinformationforsolvingthisproblem.

Keywords　　LushiCounty, LoessicPaleoliths, earlyandmiddlePaleolithic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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