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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里有
一间植物与寄生物考古实验室，
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官方
网站上对它这样介绍：“目前有研
究人员1名（博士）……寄生物考
古方向研究考古墓葬及特殊遗迹
中的寄生物遗存。通过对考古遗
存的分析，获得与古代人类食物
来源、卫生健康、生业模式以及社
会结构等方面相关的信息，作为
传统田野考古研究方法的重要补
充，为研究人类历史提供多方面
的证据。”

而这一名研究人员，就是副
研究员蓝万里，用他自己的话来
说，寄生物考古本就是一个很小
众、略显孤独的学科。

寄生物就是那些与人类有寄
生关系的生物。“国内一般来说就
是寄生虫，但放到国际上，病毒、
细菌等都算作寄生物。”蓝万里
说。

在采访过程中，蓝万里反复
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小众。

“在国内算是一个小众学科，
因为我们的气候环境原因，能够
提取的样本太少了。”蓝万里介绍
说，欧洲的沼泽、雪山较多，动植
物、人类遗体在这样的环境下能
够保存得很好，所以比较容易就
能提取到寄生物。

“国内比较经典的案例就是
马王堆的女尸，早在上世纪70年
代被发现的时候就对她进行了分
析研究，提取出很多寄生物，像血
吸虫啊，肝吸虫啊，当时主要以解
剖报告的形式报道了分析结果，
没有太深入探讨考古方面的问

题，但也能算是国内寄生物考古
的开端吧。”

蓝万里说，寄生物考古受样
本限制很大，因此当他在中国科
技大学攻读博士时，就与导师张
居中一起想出了一个适用于国内
普遍环境的提取样本方式，“当时
我们就想，人体腐烂后，肠道内的
残留也会随着体液流出，然后集
中在盆骨、骶骨的位置，那么我们
是否可以提取这个位置下的土
壤，进而找到可供研究的样本。”
蓝万里称之为盆骨腹土研究。

实践证明，这个方法可行。
“我们陆续在贾湖遗址、灵宝

西坡遗址以及新郑郑韩故城都提
取出了样本。”在距今9000多年
的贾湖遗址，蓝万里发现了疑似
绦虫卵，“虽然我们不能够通过分
析得出究竟是猪肉绦虫还是牛肉
绦虫，但结合贾湖出土的中国最
早的家猪遗存说明，早在9000多
年前，贾湖遗址的人们已经开始
进食猪肉，且因此感染了绦虫
病”。

而在新郑郑韩故城墓地，蓝
万里提取出了几十个钩虫虫卵，

“整个墓地每一个墓葬都提取了
土壤，但就仅在一个土壤样本里
发现了虫卵。”蓝万里坦言，这已
经是巨大的成功。“这几十个钩虫
卵，就能判断出墓主生前感染有
钩虫病，他可能会有贫血的症状，
也可能会伴随有异食症。”

蓝万里说，这就是寄生物考
古的目的，根据提取出的不同寄
生物的生活条件和生活史等信
息，再放到当时的一些考古背景

下，就能够帮助考古学者们还原
出一些当时人类生活的状态，进
而解决一些问题。

“我们拿血吸虫来举例。血
吸虫生活的环境必须是温暖的水
域，目前我国血吸虫的北界应该
是在江苏盐城一带，如果我们在
河南某地发现了血吸虫，那么就
可以推测出当时的环境，至少是
跟现在的盐城附近的气候差不
多。”

“还有就是在美国有一处遗
迹，他们通过粪便化石的分析发
现，在同一个遗迹内，某些区域的
人类感染有吸虫病，有的区域却
没有。我们知道，吸虫一般都是
寄生在鱼虾、螺、贝等生物体内，
人类感染说明他们生前是以这些
水产品为食。那么放在这个遗迹
内，我们就可以推测，他们的人一
部分吃水产，另一部分不吃，那
么，这有没有可能是不同的社会
阶层造成的呢？”

蓝万里坦言，目前国内寄生
物考古尚处在发展阶段，不仅学
科少有人问津，而且样本提取是
个更加让人头疼的难题，“保存好
的遗体可遇不可求，样本提取成
功率也很低，一个大型墓葬群里
能有一两个墓葬有发现就算很好
了。”

蓝万里笑称，自己的工作一
直都比较孤独，也好像一直都在
找样本，“虽说盆骨腹土在世界范
围内是我们最先尝试并实践成功
的方式，但确实学科小众，样本又
太少，所以目前国内貌似只有我
一个人还在做盆骨腹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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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眼中，考古是一个神秘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地地道道的人文学科。但事实上，考古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科技发生了紧密的关联。曾经囿于
设备和技术的限制，许多项考古研究长期处在肉眼观察和文献比对的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考古进入大发展阶段，考古设备的不断发展和多学科合
作观念的深入，使我们得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古人的生活片段和他们身处的那个时代。上月底在郑州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
的考古学大咖回顾了各自研究领域自新中国成立至今70年的发展历程及取得的成果，让我们看到技术进步也让考古行业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内蒙古通辽市有一处迄今
为止在内蒙古乃至东北地区发
现面积最大的大型史前聚落遗
址——哈民忙哈遗址。它凭借
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以及呈现
完整史前聚落形态的房屋布局，
以及在我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第
一次在史前时期的聚落遗址中
发现保存较好的房屋木质结构
痕迹等重要发现，被列入2011
年度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

然而，真正让哈民忙哈遗址
被世人所熟识的，却是在考古发
掘中所发现的一个奇特现象：3
座被火烧毁的房屋遗址中，发现
了大量堆叠在一起的人骨，其中
一座房址内可辨识的人骨遗骸
达97具，其他两座房址内分别
发现人骨遗骸22具和13具。

曾负责哈民忙哈遗址人骨
鉴定工作的郑州大学考古系副
教授周亚威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仍觉得震撼。

当时正在吉林大学攻读博
士学位的周亚威，接到了内蒙古
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求助信息，

“他们跟我说在哈民忙哈遗址一
个屋子里发现了92具人骨，当
时我和我的导师都觉得不可能，
一个小屋子怎么会装下那么多
人”。但当他们到达现场后，眼
前的一幕让他们惊呆了，“那个
堆积最多人骨的屋子F40，面积
也就15平方米左右，层层叠叠
密密麻麻全是人骨”。

考古人员告诉周亚威，他们
数头骨数出来是92具人骨。但
周亚威通过体质人类学的方式
鉴定后发现，实际最小个体数应
该是97具，“鉴定起来很有难
度，因为大量的人骨堆积在一
起，又经过这么多年，很多骨头
早已经结合在一起，很难分离，
但我们最后鉴定出来是97具，
但仍有很多遗骸被叠压在深处
无法辨识，因此，F40内的人骨
数量应该远远高于97具”。

那么这个反常的现象究竟
是为什么呢？

周亚威仔细观察后发现，所
有的人骨都呈现一种死亡后的
自然状态，每一个人骨的结构都
是在正常的解剖学位置上，并且
在这个屋子里没有发现一件玉
器，“应该是死后经过二次处理
后，被人为抬到这个屋子里，并
且可以排除是因外力造成的死
亡”。骨头上也没有钝器或利器

伤害留下的骨折痕迹，“这也可
以排除战争造成死亡”。

有考古人员提出，结合F40
有曾被火烧的痕迹，这些人可能
是死于火灾。“后来我们分析以
后发现，确实有一部分骨头呈现
出被火烧后的特征，但数量不
多，也仅仅集中在最上面一层，
这就不难推测出火灾是在尸体
堆放之后才有。”

周亚威通过分析这些人骨
的年龄结构得出，F40内的97
具人骨，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其
中未成年人占比较大，“最后我
们通过排除法，把所有的可能性
都排除之后，推测这些人可能是
死于瘟疫爆发”。周亚威指出，
未成年人死亡人数较多也比较
符合瘟疫的特性，“毕竟小孩儿
的抵抗力要比大人差很多”。

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当时这
个聚落的人们所经历的可怕场
景了：在瘟疫刚刚爆发的时候，
聚落里不断有人死去，活着的人
们将自己死亡的族人集中堆积
在F40这个屋子里。然而，因为
疫情扩散十分迅猛，屋子里已经
堆不下了，人们就一把火烧了这
个屋子和其他堆有尸体的房屋，
希望可以控制疫情。但无奈，瘟
疫已全面爆发，幸存的人们只好
逃离。

“我们发现，还有一些人死
在了别的屋子里，身上都还带着
玉器，说明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
对他们的尸体进行处理了，活着
的人都已经走掉了。”

周亚威说，这就是体质人类
学独特的魅力所在，“它能够完
全把你带回到那个‘案发第一现
场’，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周亚威形容体质人类学在
考古中就好像是法医，“可以还
原出某一个时期的某个人类个
体的体质特征，但比较有趣的
是，这个学科且不仅限于人类，
灵长类和类人猿化石都是我们
研究的对象”。

“目的还是应该和考古资料
相结合，再结合环境考古、动物
考古等其他学科，来还原当时人
类生活的状态。人骨的研究一
定要落实到遗址所在的文化背
景和时代背景上，通过对人骨的
研究，来对一些考古发现或古籍
记载进行进一步的佐证。”周亚
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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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物考古：孤独的找寻样本之路1

体质人类学：
考古界的“识骨寻踪”2

周亚威在哈民忙哈遗址F40内工作

或许你还记得，在中学历
史课本中有讲到，4000多年前
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
域，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
之一，小麦、燕麦、山羊、绵羊等
最早都在这个地区被人类驯
化。而就在这著名的两河流
域，曾存在一个繁荣的青铜帝
国——阿卡德王朝，它以发达
的灌溉农业、城市、商业著称，
但这个曾红极一时的文明却并
没有延续下去，考古界也一直
在追寻这个被掩盖的文明毁灭
的原因。

“环境考古学家通过对北
非以及红海地区深海沉积物进
行分析研究发现，4000多年前
一次持续百年的干旱事件或许
是摧毁这个帝国的一个重要因
素。同样，环境考古学家也通
过分析环境数据认为，盛极一
时的美洲玛雅文化，也曾遭受
了持续的干旱事件困扰，从而
导致其快速消逝。”郑州大学历
史学院讲师许俊杰告诉记者。

最终解开谜题的，是名为
环境考古的学科。环境、考古
这俩词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
意思，那么放在一起，是啥呢？

许俊杰的老师、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地貌与第四纪
教研室教授莫多闻先生这样解
释：“这是运用各种古环境重建
的方法和技术，在重建古代人
类生存环境的基础上，研究和
阐明古代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变
迁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及作
用机制的学科。环境考古学是
考古学的分支，并同地球科学
及其他相关自然科学具有广泛
的交叉。”

“通过环境学的一些方法
和技术，复原古气候、古地貌、
古水文、古植被等等，进一步弄
清环境与人类及其文化特征、
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生业模式
的发展和演替之间的内在关系
的一门学科。”许俊杰补充道。

简单点说，环境考古就是

通过研究、分析在某个特定时
间段内的自然元素所留给我们
的信息，来还原出当时人类生
活所处的环境。

这不应该是地质学的研究
范畴吗？

“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
古代人类文化形成和变迁同自
然环境相互关系研究越来越受
到重视。考古学家同地球科学
家及其他自然科学家合作共同
研究人类文化同自然环境的关
系成为考古学发展的重要趋
势。我本来是一位自然地理学
家，主要领域是研究古代自然
环境及形成与变化的动力过
程。因为被一再邀请参与一些
考古遗址的发掘研究或区域考
古调查研究，承担复原遗址或
区域的古代环境及其同人类文
化形成与变迁关系的研究。环
境考古就逐渐演变为我的主要
研究领域。”莫多闻向大河报记
者列举了若干事例。

水稻只能在灌溉便利的平
原地区种植，因此，长江中下游
地区的先民也不得不在地面潮
湿且水患较多的平原地区营建
居址，先民根据这种条件发明
了适于防潮防洪的干栏式居址
或适于引水排洪的环壕聚落；
北方地区地表相对较为干爽，
所以新石器时期有很多半地穴
式居址，甚至窑洞式居址。

“可见，自然环境不仅直接
影响当地人类的生产生活方
式，而且影响人类文化的兴衰
演化和社会发展进程。”莫多闻
说，“前些年我们承担了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环境方面的课题，
已基本能够从环境的角度解
释中华文明起源的地域、时
间、中华文明独特的‘多元
一体’发展模式等重大问
题。中原地区在中华文
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
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
一点也可以从环境的
角度给出解释。”

环境考古：
还原古人类的生存环境3

2015年美国瓦萨学院的建筑历史学家对巴黎圣母院内部
进行了精确到毫米的激光扫描，今年4月的火灾之后，这些精
准的数据可以用来帮助进行灾后重建。

四川彭山古战场遗址科研团队开展了“CT”扫描试验，采用
综合探测方案绘制江口沉银“3D藏宝图”。

长沙府天启元年足金五十两

在信阳楚墓中发现的鞭虫卵

无人机拍摄的新疆那热德大墓遥感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