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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出生的曹凌子是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的新人，但是对于考古工
作来说，她算是经验丰富了。

高中毕业后的曹凌子因为一次偶然
的机会接触到了考古工地，激发了她对
文物考古的兴趣，所以在本科毕业后，考
取了郑州大学考古系研究生。“我本科学
的是戏剧影视文学，跟考古没关系，进入
这个行业可以说完全凭借着一腔热血。”
曹凌子笑着说。

作为跨专业的学生，虽然在考研阶段
自学了考古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但曹凌
子坦言，与本科专业毕业生相比还是有
差距。“人家学了四年，我这突击学习肯
定比不了。但好在研究生学习阶段一直
是在项目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还是让
我受益匪浅。”

曹凌子研究生阶段跟随导师从事宋
元时期碑刻墓葬方向的研究，参加过禹
州瓷窑遗址、关帝庙遗址、小双桥遗址等
项目的发掘研究工作。

李素婷这样评价
曹凌子：“她和我一
样从事的是传统的
田野考古工作，比较
艰苦，尤其对女孩子
来说，最困难的还是
协调各种关系，要和
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这些方面她都进行得不
错，可以感受到她对这份工作
的热情和喜爱。尤其叫我印象深刻
的是曹凌子入职考试，笔试面试都非常出
色，特别是在谈到对考古工作的理解和愿
景时，她非常坚定地表示，正是受到郑振
香老前辈的事迹鼓舞才投身到考古事业，
并立志以郑先生为榜样，成为一名出色的
田野考古工作者。”

在曹凌子看来，现在的田野考古工
作已经并不算艰苦了：“像我之前和现在
正在工作的项目都是在郑州周边或是较
发达的村镇，条件和其他偏远地区的同

事比已经是天堂了，就
算是在农村，生活条件
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让曹凌子比较头
疼的问题和李素婷所
说的一样，协调关系和
与人交际。拿目前曹凌

子所负责的郑州书院街商
城遗址为例，大河报记者在

工地现场看到，参与发掘的民
工、技工等近两百人。“这些人的安全

问题，现场水电，文物安全等都是我来协
调。”曹凌子说，因为这个遗址在市区内，
所以处理问题相对方便得多。如果项目
在农村，那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

在郑州小双桥遗址工作时，曹凌子
深刻感受到协调关系的难度。“因为项目
勘探和发掘占用了村里的耕地，所以必
须和村民、村委会以及所属的街道办事
处协商。只要有人不同意，我们这活儿
就没法干。这时候如果是个男负责人，

也许喝顿酒塞包烟就能解决问题，我们
女性就只能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硬着
头皮说。”

虽然这些让曹凌子棘手的问题一直
存在，但考古在她心中的神圣地位一点
也没有动摇，她也不希望别人对她热爱
的事业有误解。“从事考古工作后，身边
有很多不了解考古的人就会时常问我，
你们挖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都能自己带走
啊？你怎么能干挖墓这么不吉利的活儿
啊？这些问题太常见。但是最让我气
愤、心里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人跟我说，
考古？国营盗墓罢了！遇到这样的，我
会直接怼回去的。”

在采访过程中，曹凌子时时刻刻都
流露出对考古事业的喜爱之情，也能感
受到这份工作给她带来的自豪感。在她
看来，从事考古的女生能吃苦、会得多、
懂得多、有耐心、体力好并且行动敏捷，

“这个工作能让我有这么多的优点，你说
我能不爱它吗”？

“2006年8月8日 星期二 晴
早上5：30起床。单人钢板床虽然

很不舒服，但在工地，能睡觉本身就是
一种奢侈。十分钟内刷牙、洗脸，催促
一下起来慢的技工。

早餐是玉米糁稀饭和馒头。库师
傅在工地上做饭多年，煮饭很有特点：
夏天做饭偏稀——补充水分，解渴；冬
天做饭偏稠——防饿，保暖。工地要求
每天上班工作人员必须提前5~10分钟
到达工地，所以大家都是一边走一边吃
馒头夹咸菜，驻地到工地有5分钟路
程，走到了，馒头也吃完了。

考虑到同期南水北调工程的推进，
工期很紧，一天下来大家相当于跑六七
十里路，真有些吃不消。但一看到我们
的领队李素婷老师每天都要到各方去
仔细地检查工作进度，我告诉自己：我
们年轻人更应该多吃点苦！”

这是一篇考古日志《苦乐自知在田
野》里的内容。写这篇日志

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李
一丕正在李素婷的带
领下，对荥阳关帝
庙遗址进行考古
发掘工作。

这 座 在
2006年之前名
不见经传的村
落，因为这个
遗址而名声大
噪。同时，作
为当时项目负
责人的李素婷

也因为这个遗址，
让河南乃至全国考

古圈里的人一提起
她，都会竖起大拇指。
回想起自己的从业历程，

李素婷称自己的人生差一点就是另一
番风景：“刚参加工作时，领导想叫我去
搞文物鉴定，他觉得女同志下田野不方
便，去的都是偏远农村，和当地人打交
道什么的都不如男生。”李素婷坦言，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专业从学校到单
位女性都不多，“像郑州大学考古系很
长一段时间都是每届只有一两个女生，
很多时候还有‘和尚班’的情况出现。
我1984年上大学那年算是打破了这个
惯例，招了三个女生。”

领导有这样的安排，李素婷可以理
解，但是她的导师却不乐意了，认为既
然学了考古，就应该去田野。于是，李
素婷多次找领导沟通，这才开始了田野
考古。

很长一段时间里，李素婷都是河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里唯一一个从事田
野发掘的女性，虽然俗话说“物以稀为
贵”，但是李素婷这个“独苗”却一点也
没闲着，郑州商城城墙、小双桥遗址、关
帝庙遗址、孝民屯遗址、南阳王营遗址
等都曾有她的身影。

李素婷介绍说，考古发掘是一项辛
苦与枯燥的工作，发掘工地一般都在交
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生活条
件的艰苦自不必说，工作中还要与基建
部门、地方政府、当地村民打交道，遇到
的困难更多。在工作中，考古人员，尤
其是项目负责人必须周旋在各种复杂
的关系中，解决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问
题；在考古工地，既要全局把握工作进
度，保证工作安全和田野发掘质量，还
要身体力行，蹲探方，刮地层，分析各种

堆积现象。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
常态。“所以就有领导总结说，现在的农
民工打工是背着被子进城，而我们考古
人员开展工作却是扛着被子到农村。
这里面的酸甜苦辣只有干过的人才知
道。”

而作为女性，有些不便和艰苦在工
作中就显得尤为突出。“有次，一个同事
和我开玩笑说，哎呀，我觉得让女同志
下田野不仁道。我说，怎么不仁道啊，
你们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他说，
在工地，条件好些还行，条件不好的，洗
也不能洗，而且也都是旱厕。我觉得这
些都不是问题，不过确实也有不方便的
地方。”

2004年，李素婷带领团队在安阳发
掘。“我们租了一个民居，条件比较差，
只有一个小旱厕，墙比人低，还没门。
有人想了个办法，在门上面弄了个杆，
杆横下来，表示有人不能进。一天早上
我起得早，出来时忘记把杆拿下来了，
大家都以为有人，愣是一直憋着。后来
吃饭时，大家一数人，都在这呢，厕所那
杆怎么还横在那儿？我这才突然想起
来是自己忘了。”

讲起这些事儿，李素婷总是轻描淡
写的，在她看来，这不过是考古工作者
必须经历的。“在我看来，虽然我是一个
女性，在体力、生理上可能跟男同事比
有一些差距，但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
再苦再难，该做的我还是必须做，所有
困难，再艰苦也都要克服，这是这个工
作的特性。”

在李素婷的一篇回忆录里写了这
样一段话：“2003年冬，南阳王营遗址
发掘中，冬至的午后，一人带着手铲小
耙子拎着编织袋到遗址周边调查。旷
野中目之所及没有人迹，看到自己在太
阳下越拉越长的影子，突然无来由地想
到‘孤独’这个词……

‘孤独’这个词，在中国文字里的解
释，孤是王者，独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
的王者必须永远接受孤独，他不需要接
受任何人的认同，更不需要任何人的怜
悯。孤独者，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环境
他都能让自己安静，他都能自得其乐。
有人说，我所理解的孤独是指在个体生
命过程中，所毅然持守的特立独行并具
有出色价值理想的精神状态。按照这
个理解，孤独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境
界。考古工作者是孤独的。在艰苦的
环境中能够耐得住寂寞而不被熙熙攘
攘纷纷扰扰的世界所打动，在这个物质
世界里能够安于自己的清贫，能够坚持
遵从自己职业操守，面对世人的不解甚
至鄙夷时能够安然相对，这本身就是一
种境界。”

李素婷坦言，在近三十年的职业生
涯中，也曾软弱过，也曾想过放弃：“有一
年小年那天，我一个人在旷野中做考古
调查，看着自己的影子突然觉得疲惫不
堪，还觉得委屈，便放任自己坐在地上号
啕大哭了一场，反正方圆两里地里没一
个人。哭完抹抹脸又变成了女汉子。”

不过李素婷很庆幸自己坚持了下
来，庆幸自己在尝尽了酸甜苦辣之后，
还能依然热爱着考古，就像一位同事发
给她的短信里写的那样：“一把手铲走
中原，翻尽黄土兴未酣。苦辣酸甜家常
饭，风霜雪雨若等闲。工地为家家作
店，床铺设地房设天。上穷碧落下黄
泉，不梦周公心不甘。”

2017年8月的一天，蒙古一处匈奴
贵族墓地的发掘现场。

这是中国与蒙古国合作发掘的一个
项目，王娟作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动物考古学家，也是中方唯一一名女性
考古工作者。

放眼望去，一片荒野。从考古驻地到
最近的牧民家开车需要近一小时。“我们
日常用电依靠太阳能电池板和汽油发电
机，吃水要用卡车到附近的小溪去拉，通
信就只有一个当地1G网络的手机，信号
还时有时无。洗澡就更奢侈了，我差不多
一个月没洗澡。”王娟说，每天除了一起工
作的同事，陪伴着他们的只有天苍苍野茫
茫，烈日暴雨，马和狗，猫和鸟，还有和草
原的深秋一起到来的——狼。“这些客观
上的困难是考古工作的一部分，既然选择
了，那么你就必须接受并且克服。”

王娟从小就对考古感兴趣，经常看
一些相关书籍。虽然家人一开始认为考
古工作不适合女生，但王娟依然在澳大
利亚考取了动物考古学方向的博士，并
带着这份兴趣和热爱来到了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我是家里唯一一个考上大
学并且出国留学的人，所以在家里我有
话语权。”王娟笑言道。

所以，她没觉得这里很苦，相反，王
娟觉得很有趣。

匈奴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并不陌生。
我们从很多史料故事里也能看到他们的

身影。“但是这些记载都是真的吗？这就
需要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来证
实、补充甚至推翻之前的一些文字材
料。这也是考古工作的意义之一。”

作为动物考古学家，王娟的任务就
是收集、整理、研究遗迹中发现的动物骨
骼遗存，为整个发掘项目提供动物考古
方面的研究资料。“对于游牧民族来说，
动物与人的关系会更加密切，他们的衣
食住行都离不开动物，尤其是在出行和
食物这两个方面。”

不过到达蒙古国开始工作后，王娟
发现，这一个月可能要吃苦头了。“生活
条件艰苦这些我都有心理准备，但有一
点即使是做了大量的心理建设，还是比
较难适应。”她所说的这一点，就是吃饭。

顿顿“羊肉大餐”让王娟有点受不住
了。羊肉炒饭、羊肉捞面是蒙古工地上
最常吃的食物。就连早饭，也会在大米
粥里放入甜奶油和肥羊肉片，青菜在这
里从未出现过。“我们队上一个很健硕的
男队员，喝了这个粥直接吐了出来。”受
不了羊肉膻味的王娟现在回想起那个味
道还是一哆嗦。

无奈之下，中国考古队员只能靠老
干妈辣酱和泡面调剂饮食，而王娟更是
把自己的标准一降再降：“我就告诉自
己，吃的只要能维持体力干活就行。”

同事们对这个国内过去的唯一女性
十分照顾，通过协调，将一个原本用做工

作间的蒙古包腾出来让王娟单独居住。
这让王娟心存感激，但对此她也有自

己的想法：“其实我去和蒙古的女生一起
住或自己单独搭建个小帐篷都没有问
题。我更希望同事不要因为我是女性而
额外照顾我，在工作中我们都一样，为了
同一个目标努力，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王娟认为，公众以及部分考古从业者
依然对考古存在刻板印象。很多人认为
这种经常在野外的工作更适合男性，或者
说考古本身就是一个偏男性的职业。“可
是我觉得只要你对这个工作的性质有了
清晰的了解，这些外在因素都是可以克服
的。像考古这样的专业性极高的工作，其
实更加注重的是一个人的专业素养。”

王娟回忆说，在她去过的美国和澳
洲，考古项目负责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女
性，而且参加田野发掘的学生也有很多
女生。“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澳洲的
女老师，当她在外主持考古发掘时，她的
丈夫就肩负起更多的家庭事务，而且会
在空闲时带着孩子到工地与她团聚。我
觉得对于已组建了家庭的职业女性来
说，另一半的理解和支持是她们做好工
作的重要条件。”

说到这一点，王娟又举了一个例
子。“我的博士生导师现在是美国一所大
学的教授，婚后丈夫一直很支持她的事
业，并和她一起去了澳大利亚工作，现在
又回到美国定居。导师除了教书，还要做

科研，非常忙，她的丈夫就做了很多事情
辅助支持她。总是有人会问职业女性：你
怎样去处理你的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关系，
但很少有人会问男性这个问题。”

在蒙古一个多月的野外工作让王娟
瘦了不少，她很开心。但她更开心的是
她的研究获得了进展。

“在这个匈奴贵族的墓地里，我们观
察到了用动物，尤其是马的头和蹄子来
陪葬的现象。在中原地区的墓葬里，经
常能看到整个动物用来陪葬，但是匈奴
这类游牧民族会尽量利用动物身上的每
一个部分，可能因为物资的短缺，他们经
常只用吃剩下的、肉少的动物头部和四
个蹄子来陪葬。这是游牧民族墓葬的一
个特点，用头、蹄来象征这个动物的整
体。目前我也正在写关于匈奴墓葬出土
动物骨骼的研究报告，希望可以通过结
合考古学材料、历史文献记录以及民族
学的记载，对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有更
深入的探索。”

她对女性考古工作者也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我所认识的女性考古人都有两
个特点——对考古的热爱和坚持。有了
这两点，她们觉得工作中的一切困难都
可以努力克服。我还想对考古行业里的
男同事们说，作为女性考古工作者，我们
其实并不需要额外的照顾，需要的是理
解和支持。在考古的道路上，让我们同
甘共苦，通力协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康翔宇 实习生 程贺 张晓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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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田野的女考古队员
在许多

人的眼里，考古似乎
是男性的“专长”，尤其是在

田野考古工作中。然而这些年
来，无论是高校还是与考古相关的
研究单位，学习考古的女学生、以考古
为事业的女学者越来越多，她们在考
古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内大放异彩。

今天让我们来认识三位从事考
古的女性，希望通过她们的故事，
来为读者呈现一个女性视角

下的考古工作圈。

李素婷 孤独的女汉子

王娟（右）和
蒙古国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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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铲走中原，翻尽黄土兴未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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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凌子在考古现场绘图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