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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凉山地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接触地带，是四川盆地的边缘地区。数条穿越其

间的河流峡谷为凉山地区与横断山脉及中亚东部的早期文化交流提供了通达途径。根据凉山

地区已有的考古材料，可识别出安宁河谷、会理山区、盐源盆地与凉山东北部这四个不同的

文化亚区，它们在文化因素组合、文化发展方向以及各自与外部文化联系的通道、距离、范

围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文化关系网”及其作用都不尽相同。而各文化亚区之间的关联动因，

则可能缘于地理环境差异而产生的文化平衡与经济平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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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言

凉山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与四川盆

地这三个地理单元的交合处，历史上是多个文化

区的连接点。凉山以山地为主，其间亦有众多河

流谷地纵横交错，连接着与高耸的横断山脉及其

他相邻地理区的通达交往，为亚洲中部东缘地带

早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可能的途径。随着

凉山地区考古工作展开与推进，具有明显地域特

征的遗物、遗迹的不断被发现，表现出该地区与

其北、其南及其东那些看似距离较远的文化区之

间有着大跨度的关联性。
本文将在梳理当地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分析

外部地区文化在凉山地区的影响及交流的迹象，

讨论这些影响的源流以及时间顺序。此外，笔者

还试图提出发生这些文化关联或交流互动的可能

途径与形式，以及促成交流的动因与地理上的先

决条件。当然，笔者不可能在本文中提出终结性

的意见，而是就所了解的考古材料，通过初步的

观察分析，去展现作为观察文化关联与交流影响

机制与条件的研究案例的理论价值。

二 地理环境及其区域性

本文所指“凉山地区”主要是四川省凉山彝

族自治州，也涵盖攀枝花市和云南省西北部分与

凉山州接壤的县区 （图一）。［1］该地理区的界定，

北缘以木里北部的高山及大渡河为界，南缘大致

以金沙江为界。横断山区的地质结构，决定了其

自然地理的主要特征是由若干近南北向的深长河

谷纵贯穿过，导致其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垂直分

带性质，高山沟谷及河流将该地区分割成若干气

候特征迥异的更小的地理区。即使是彼此紧邻的

地理单元，其环境都有很大的不同，促使人类需

要以不同的生业方式来适应不同的环境，所以相

互紧邻的区域常常表现为不同的生活方式，很多

考古学文化的特征都是囿于小范围的。然而，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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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区纵横交错的沟谷河流却开拓了其与周邻四

面八方的联系，使得该地区成为东西南北不同文

化交流通道的交叉口，古往今来就一直是多种文

化的汇集之处。

根据凉山地区的气候与地理特征，我们可划

分出五个主要的地理气候区：西北部高海拔高山

草场气候区；东北部山地大陆性气候区；安宁河

谷温带气候区；东南部温带 / 亚热带气候区；西

南部亚热带气候区 （图二）。这五个不同的气候

区，在古今人文景观上均有差异性体现。 ［2］可

用作农耕的土地在西北高海拔山区分布甚少，而

气候温暖的安宁河谷冲积平原则适合发展各种农

业生产。整个凉山地区都蕴藏着丰富和高产的矿

床，如会理有着四川最大的铜矿，虽然目前尚不

清楚史前时期凉山地区对这些矿产资源的利用到

达了何种程度， ［3］但很明显，针对矿产资源与

史前遗址分布的关联性，我们应做进一步的观察

和研究。

三 考古材料：地方特征及与外部文化的联系

迄今所知的凉山大部分遗址都有不同类型的

墓葬，如大石墓、各种类型的小型石构墓 （stone

construction graves，包括所谓“石棺墓”、“石板

墓”、“石室墓”等） 和土坑墓，以及青铜埋藏

坑和瓮棺葬 （urn pits） 等。近年来发现的聚落遗

址日益增多，使我们能对该地区仍然不甚清晰的

考古年代序列有最基本的观察。［4］

凉山地区见有报道的聚落遗址已逾百处，

其中大部分位于平缓河流沿岸或谷坡台地，特

别是沿安宁河两岸的区域。总体上看，凉山地

区早期遗址 ［ 5］的材料比较相似，主要出有低温

烧成的手制夹砂陶平底器，以及磨制石器等，

而泥质陶器则在较晚期的遗址中普遍存在。这

种情况与凉山周边地区较典型的新石器文化不

同，与川西北山区出土的陶器则有相似之处。
［ 6］但会理猴子洞遗址的材料显得有所不同，其

粗糙的打制石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西藏高原东

部的昌都卡若文化。［ 7］这似乎表明在新石器时

代较早阶段，西藏高原东部与云南、四川的边

缘地带之间已形成了一条弧形的文化传播带。
但稍晚阶段的聚落遗址材料则很不充分，我们

只能依据土坑墓、大石墓、较小型的各类石构

墓等墓葬材料来进行观察。
凉山各地发现的土坑墓在形制及随葬器物

方面也明显有着不同，显示其在年代或文化谱

系上存在的差异。如大洋堆遗址早期土坑墓平

面呈长方形，出土大量粗陶 （coarsely-made ce-

ramics），其中部分带耳 （band-handles） 陶罐则

体现了可能来自西北地区齐家文化的影响 （图

三）。 ［ 8］而桤木沟土坑墓则表现出风格迥异的

图一 本文研究区域示意图

图二 凉山五个气候地理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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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组合，既有类似礼州遗址的遗物，也让人

联想到大石墓所出遗物。［9］

凉山地区已发现的大石墓相对集中在安宁河

谷地区，其方向、规模、结构及随葬器物数量则

有差异。［11］这些大石墓多为 10～120 人的合葬

墓，其中有的墓随葬器物仅有 2、3 件，而多者

却达 300 件以上。大石墓所出陶器表

现出本地新石器文化的渊源特征，

即本土文化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

的融合性。但大石墓所出的装饰品、
青铜兵器等物，则显示出与云南西

北部甚至更遥远的中亚草原文化的

相似性 （图四）。而汉文化的影响在

此阶段并不十分明显，仅在钱币与

铁器上有所关系，而部分刀具则体现了盐源盆地

铁器的某些特征。

图三 大洋堆遗址下层陶器与齐家文化陶器对比图 ［10］

图四 安宁河流域大石墓出土遗物 ［12］

关于整个中国西南地区不同类型石构 （stone

installations） 小型墓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

热议的话题，但迄今似乎尚无公认的定论。［13］

凉山地区已见诸考古报告的石构墓主要发现于东

部山地，常在整个山坡上发现大量的石构墓群

（有的称石棺墓群）。但其中大部分墓出土遗物都

很少，因而它们的年代序列仍极不清晰。昭觉县

好谷地点小型石构墓出土物表现出汉文化的影

响，同时也有显著的本地特征 （图五）， ［14］而会

理县境南部小型石构墓出土的青铜兵器，则与云

南境内的考古材料比较相似。［15］

盐源盆地的墓葬及出土物则是个特例，类型上

既有土坑墓亦有石构墓或木棺墓。出土遗物方面，

既存在个别墓几乎空无一物的现象，也发现有随葬

器物多达 100 件的墓例，其中某些青铜兵器和装饰

图五 好谷村石棺墓出土器物 ［16］

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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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可见有岷江上游、北方草原、云南西北部等外

部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显示了其与云南洱海地区

与成都平原早期蜀文化的广泛联系 （图六）。［17］

呈现出多种文化风格交集于此的独特面貌。

图六 老龙头墓地 M4 出土器物及采集青铜器 ［18］

会理出土的铜鼓在形制上几乎与云南石寨山

同类物别无二致，但会理另一地点发现的 6 口有

着石寨山装饰风格的编钟，却是明显“中原式”
造型 （图七），显示了凉山南部地区青铜器的区

域特征。［19］此外，西昌周围发现的大量陶器在

器形上与云南省东南部与及贵州省西南部发现的

陶器也较相似 （图八）， ［20］只是其遗址堆积方式

具有凉山本地的独特性。［21］

四 关于文化区的地理先决条件

根据前述凉山地区考古材料中所

观察到的种种现象，我们大致可以识

别出四个不同的文化亚区，它们各自

显示出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文化交流的

范围与方向。
首先是安宁河谷文化亚区，该区

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似乎与外部文化

没有明显的交往，只是到了新石器时

代晚期，才与大渡河、岷江上游乃至

更远的北方地区以及其南方的云南地

区的史前文化有了交流。该区域文化

交流的主要路线，似乎是沿着安宁河

谷的南北方向，向南一直抵达金沙图七 会理出土铜鼓、铜钟拓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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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与金沙江地区有了更为宽广的联系。安宁河

谷两侧的高山地貌区成为其东、西方向的屏障，

限制了该区域与其东部和西部有规模的交往，即

使是与北部四川盆地中心区的联系，似乎也因高

山地貌区的阻隔，显得比较间接，因此我们在考

古材料中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直到西汉时期两

地间的通达交往才变得频繁起来。
会理山区与盐源盆地似乎是两个不同的文化

亚区。来自会理的考古材料显示，其与云南北部

的联系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非常密切，这些

联系或可视为金沙江及其支流地区早已形成的文

化互动交流网络中的一部分，它们同时也连接着

青藏高原东部以及四川盆地西缘的高山文化。
盐源盆地发现的考古材料同样也体现了其与

云南北部早期文化的相似性，并且该区域与北方

草原文化的关联同样也是明显的，然而盐源盆地

与安宁河谷和四川盆地中心区文化交流的迹象，

至少在早期却并不明显，这应当与盐源盆的地理

环境有一定关系。
由于凉山地区整体地势是由北向南倾斜，随

着宽浅河谷的展开，深切峡谷较少发育，朝着下

游方向的通达交往并不是十分困难，因此盐源盆

地和会理山区与云南北部或金沙江流域之间具有

密切的文化联系是不难理解的。而金沙江地区向

北连接盐源盆地的主要通道则应是向南汇入金沙

江的雅砻江河谷，雅砻江有卧龙河等多条支流与

盐源盆地相连，而盐源四周又被高山环绕，故形

成了既有一定封闭性、又不乏与其北、南文化的

交流通道的文化地理格局，这大概可以作为观察

盐源盆地早期文化“汇集性”的一个地缘因素。
但不难发现，盐源盆地与其东侧的交流却较少。

另一个文化亚区是以昭觉为中心的凉山东北

部地区 （亦被学者们称为“大凉山腹地”）。同样

出于地理先决条件，该区域与四川盆地中心区的

联系显得较其他三个亚区更为紧密，不过这种文

化交流似乎主要表现在较晚的战国以后时期，这

或许是因为逶迤连绵的山岭阻挡作用，在史前石

器时代对于当时的人们是难以逾越的，直到西汉

时期在技术与政治方面更为强大的汉文化才能进

入这一地区，而在此之前，则是本土文化占绝对

主导地位。

五 关于文化交流问题的讨论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从对四个文化亚区的粗

略观察中发现，这四个区域在文化因素的组合

上，以及文化交流的方向上都不尽相同，与四个

亚区的气候地理条件特征一样，它们各自与外部

文化联系的通道、距离、范围所构成的“关系

网”及其作用也是有所差异的。本文为四个亚区

文化通联路径勾勒出的图景固然十分简略，还缺

乏地理分析与考古材料分析的若干细节，但笔者

仍希望在今后的田野工作与课题设计中，它可以

提供一种值得关注的方向。
例如，我们应当关注文化交流的通达路线及

其规模。在凉山地区，绝大多数河流至今也仅有

部分河段能通航，大部分河段因水流湍急或河道

狭窄等原因，要使大型舟船在技术简拙的史前时

期成为主要交通工具显然不太可能。但是，当旱

季 （秋冬季） 源于高原的河流因源头融雪量巨减

时，其流量会较雨季 （春夏季） 小很多，绝大多

数河流的水涯范围会大幅度缩减变窄，因而沿河

而行的陆路交通是最佳选择。尽管如此，沿河而

行的道路仍须面临险峻的崖壁与狭窄的羊肠小

道———由此很容易联想到后期“茶马古道”的艰

辛。这种沿山地河流两岸的通道，无疑对古代交

往通达的体量与丰富性来说是很大的限制，这就

图八 大洋堆遗址出土陶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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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我们试图去了解，什么样的人会在这样的道

路上长年行进？无论他们由此去往何方，其中必

然的、最主要的理由是什么？

很显然，这是一个涉及文化交流动因与交流

机制的复杂问题。因为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

两地 （有时是多地） 发生文化交流的先决条件是

什么？这不仅包括地理条件、生业经济条件等

等，还涉及到文化结构与年代序列。而且当发生

交流的双方互视对方为“异文化”时，就必须将

二者置于当时的情境中去思考，例如交流发生的

起源地为何地，其行进通达的目的地又是何地，

等等。所以，田野工作中应对每一处遗址进行这

样的分析和追问，进而推定文化交流的行进方

向，以及一个区域中若干遗址之间是否存在文化

交流的共性或仅是个例现象。根据现有的材料，

本文还难以进行这样的分析，但笔者仍试图提出

若干一般性的观察面向。
首先，当前现况是一系列考古遗存的年代、

文化谱系以及生业经济等分析要素———在凉山地

区考古研究中还未被人们充分了解，这急切地需

要在分析凉山地区与外部文化如何发生文化交流

之前获得相对可靠的研究结果支撑。尽管如此，

我们从文化地理方面还是可以作一些推论：凉山

地区宜耕农地分布的不均衡性，以及各文化亚区

之间地理气候环境的差异性，可以构成一个发生

文化交流的比较令人信服的原因———即源于文化

平衡与经济平衡的需求。根据上文述及的通达方

式及可能的路线方向，我们认为在这种交流中，

粮食之类的大体量必需品是难以实现远距离运输

交易的，但其他当地特有的资源，如金属品与食

盐等，则可能刺激外部人群出于交易的目的而较

长期地不断探索通达凉山各文化亚区的方式与路

线。而凉山南部地区的温暖气候以及出产丰富的

河谷沃土，对生活在较高海拔环境的居民可能更

有吸引力，其所导致的人群流动在考古学证据中

可以安宁河河谷大洋堆遗存为例。大洋堆早期遗

存与晚期遗存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早期遗存的

陶器与青海、甘肃等地的齐家文化陶器很接近。
而盐源盆地出土的使人联想到草原文化传统的马

形装饰器物 （horse offerings） 与前者一样，常被

解读为北方人群向南迁徙的证据，这是假设他们

由于原居地气候条件的恶化从而被迫向南方迁

移。［24］

当然，仅仅是通过对器物型式或纹样观察发

现的类同现象，就跃升到“迁徙”或“传播”这

类阐释性 （blanket-explanations） 的理论性结论

上，显然还不够充分。实际上，已有大量的文献

讨论过这一问题，它们界定了不同类型的遗存发

生文化联系的性质，并试图建立在物质遗存记录

中区分它们的方法。［25］简而言之，多数学者普

遍认为，我们必须了解的重要前提是，物质文化

独立发展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此在不同的地

点发现非常相似的器物甚至是某些相似的文化现

象，并不一定表明相互之间有必然的直接接触。
同时，不同文化之间发生联系也并非必然只有一

条单行道，而更可能是多条线路同时往复进行，

这在两个地区的考古证据中可能会有所反映，但

也可能不会全面地得到反映。我们还必须了解的

一个概念是人群的“迁徙”，通常的“迁徙”并

非意味着一大群人在一夜之间彻底地离开原居地

去往远方，而是经由对最先外出的“侦查员”们

所带回的外部信息加以分析判断之后，进一步的

对外联系则可能是先发生“联姻”等形式的个体

交往，随后才有群体间的往来互动，如贸易团

队、商人或工匠等群体的流动，或是派遣政治使

者或武装人员，等等。另外，器物形态或纹样风

格的移动，还可以通过一次或多次贸易、赠礼

（纳贡） 或其它形式的交流来实现。据已有的研

究，所谓一种文化风格对其他文化的“影响”，

还可能是制作者通过对旧有风格或早期风格的模

仿而穿越时间的限制。
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互动，都有可能在具体

的器物或遗迹上有所反映，但这些器物与遗迹在

新环境中也会历经各种改变，例如因为功能或装

饰效果的需要，在形态与纹样上“挪用”了某种

外部文化的形式要素。会理出土的编钟在形制上

具有典型中原器物的特征，但其装饰风格却源自

云南地区。大量的石棺墓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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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岷江上游、滇西北以及川西北及凉山各地等

地区，但各地石棺墓却有着不同的随葬器物组

合，即便当葬俗通常被认为是与文化及个人身份

紧密联系的概念时，这些地区共有的石棺墓是否

确属同一文化群体仍是存在疑问的。而盐源的考

古材料所呈现的情况更加复杂，其中我们能观察

到北方草原地区、四川盆地中心区以及云南等不

同地域文化的多种元素，但要确认其文化交往的

证据却并不容易。
本文关于凉山地区早期文化交流的讨论，主

要是基于理论思考的一些梳理，试图从文化交流

的机制着眼，评估其中有关文化、社会与人群身

份的概念，以及他们在考古记录中所体现的意

义。凉山地区显著的生态环境多样性与考古学文

化多样性的特征，都要求研究者能首先从微观层

面进行局部性的分析，在面对那些体现了文化多

样性的考古遗存时，我们既需要注意到种种可能

存在的现象，更要思考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以

及可以承载文化交流的途径。作为一种打通地方

性的与超地方性 （supra-local） 的有益训练，在

了解对外发生文化联系的可能性与模式的同时，

应避免产生针对那些环境完全相异、距离十分遥

远的文化互动的臆想。惟有如此，考古材料才能

既为存在疑问的小区域文化发展问题，也能为观

察跨文化跨区域联系的若干问题，乃至为考古学

研究的基本理论思考，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而这

些，正是考古学发展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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