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2 日，记者从贵安新区发

掘现场获悉：通过对招果洞遗址考

古发掘，获得大量旧石器时代晚期

至新石器时代的器物。

专家认为，3.8 万年前，在这里

生活的应该是现代人，在人类演化

谱系中被归为晚期智人。

据称， 招果洞内的部分发现，

或能解答中国西南喀斯特山区文

化发展序列的重大学术问题。

招果洞遗址位于贵安新区高

峰镇岩孔村。 该处独立的山洞，深

约 25 米，洞口高 4 米，洞内怪石嶙

峋。 洞前，是一个大平坝，中间有一

条小河蜿蜒流过，名曰麻线河。

“有河、有坝子，山洞相对干燥，

还向阳，这样的条件，都是古人类

选择栖息地的重要条件。 ” 贵州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一室主任张

兴龙说。

数年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在该地区开展调查时，在面积不

大的招果洞内，发现了古人类活动

的痕迹。

据称，在招果洞周边很大的一

片区域内， 类似的山洞还有很多。

张兴龙说，这些山洞，有不少都有

过人类活动的痕迹，但活动的强度

远低于招果洞遗址，招果洞遗址应

该是一处中心聚落营地。

2016年起，贵州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联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始对招果

洞做细致调查。

根据文化层土质和土色的差

别、包含物不同，考古队员把洞口

的泥土，进行了分层。 分层，是为了

区分文化堆积的年代。

4个月的时间里， 考古队员在

一个晚期扰坑的边上，获得了完整

的地层堆积，直到 71 层仍未到底。

堆积层中， 蕴含着很多打制石器、

骨角器、陶器碎片等。

据称，骨角器在西南山洞中的

大规模发现， 是在较早的年代，但

受技术等条件限制， 研究工作滞

后。 招果洞内发现的骨角器，保存

很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或能弥

补此前不足。

后经科学测定，距地表约 6 米

的第 67 层堆积， 距今有 3.8 万年

历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

现。 ” 张兴龙说，这说明，招果洞从

距今近 4 万年前开始，就有人类活

动。

此外，考古队还在距今约 1 万

年的地层内，发现了陶器。 这一发

现，对研究黔中陶器起源，提供了

重要线索。

今年，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

联合考古队对招果洞进行正式发

掘。

据介绍，在发掘中，考古队发

现今年开出的探方内，存在大量旧

石器时代晚期、 新石器时代的石

器、骨器和动物骨骼，还有火塘，以

及疑似捕猎工具的飞石索弹丸。

这片看似乱石堆的探方，可能

是史前人类制作工具、 分割猎物、

加工食物的地方。

据此，可以大致还原出当时的

“情景”———某个晚霞满天的傍

晚，招果洞的早期居民，坐在洞口

小平台上，看着远处坝子，呼吸着

饱含食物被烤熟气味的空气，思考

明天。

考古队员说，招果洞遗址内的

出土物、火塘等表明，这里曾是旧

石器晚期最后阶段古人类的生活

地。 大量的火塘、骨角器、精致石器

标本等，说明这群人有较高的认知

能力。

考古队员认为，招果洞遗址的

发现和研究，同时会对中国西南与

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

传统的差异做出解答。

8 月 13 日 15:30， 贵阳晚报、

ZAKER贵阳， 将联合对招果洞考古

发掘现场进行新闻直播，听考古队

员讲述黔中史前文明。

本报记者 黄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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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2017 年福泉·仙桥

王卡杀鱼节在美丽如画的蛤蚌河

和清水江交汇处的河畔举行。

当天，四里八乡的苗胞，以及

数千游客前来分享节日的快乐。 苗

胞挥舞着原始的鱼叉，赤脚在浅水

滩捕鱼，游客也跳进鱼塘捕鱼。

据了解， 清水江苗族杀鱼节，

是唯一保存至今的人类远古集体

渔猎生活遗迹，是渔猎生活在农耕

社会的仪式性记忆，也是渔猎文化

向农耕文化过度的文化遗存，王卡

苗族“杀鱼节” 2006 年被列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本报记者 张仁东 黄震 王弘扬

清水江畔 上演远古渔猎场景

福泉王卡苗族“杀鱼节” 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

本报讯 8 月 12 日， 权威专家

解读仁怀市茅台镇恐龙足迹化石群

时说， 目前已统计到约 200 枚恐龙

足迹，与恐龙足迹化石相伴的，有多

种远古生物化石， 以及远古时期的

河水波纹痕迹。

此前， 中国地质大学和四川省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专家确认， 仁怀

市茅台镇岩滩村岩壁上发现的印

痕， 系侏罗纪时期的蜥脚类恐龙足

迹化石，距今 1.7亿年。这批恐龙足

迹化石，早于在赤水、习水发现的两

处恐龙足迹化石。

这说明，在约 1 亿年的时间里，

赤水河两岸都有恐龙群体活动。

12 日，贵阳晚报、ZAKER 贵阳联

合进行新闻直播时， 专家们经前一

天的工作， 统计出现场恐龙足迹化

石数量为 200枚。专家分析，还有大

约 200 至 300 枚恐龙足迹化石，目

前被掩盖在表层松动的砂岩之下。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邢立达发布

朋友圈称，岩滩恐龙足迹化石，会成

为未来几年中国恐龙学的璀璨点。

邢立达等人还观察到， 岩滩村

岩壁上的恐龙足迹， 是群体性活动

时所留， 绝大多数都是恐龙由西向

东行走时形成， 越向东足印越深。

“足印深的地方，当时的泥土越软，

可能更靠近河心。 ” 他说，这个细

节， 透露了 1.7 亿年前该处的水文

信息。

另外， 岩壁上大量分布的波纹

状图案， 被确认系古代水下沉积层

上的水波纹痕迹化石。“这些波纹，

证明该处并非激流， 而是一片相对

的静水区。 ”他说。

另外，11 日晚至 12 日晨的大

雨，冲走岩壁上的尘土后，很多原被

掩盖的信息暴露出来。 “有类似蚯

蚓或沙虫类软体动物蠕动留下的印

痕化石。 ” 邢立达说，可推测，远古

时期， 赤水河两岸地区的微生物非

常丰富。

现场有这么多恐龙足迹化石，

是否有发现恐龙骨架化石的可能？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 邢立达说，

骨架化石和足印化石形成的条件完

全不一样。

据介绍，恐龙的尸体，要快速被

掩盖，才有机会形成化石；而足印，

则需要“亮出来” 一段时间，足够干

化后， 等到下一波泥沙覆盖才能形

成。 （本报记者 黄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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