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解

科技之谜 KE JI ZHI MI
8

新闻热线：010—58884063
E-mail：niecr@stdaily.com

■责编 聂翠蓉 2020 年 6 月 2 日 星期二

悬棺葬，是把殓尸棺木高置于临江面海、依

山傍水的悬崖峭壁上的崖壁、洞穴、裂隙的一种

丧葬习俗，广泛分布于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

地区，在东南亚乃至太平洋群岛也能看到。由

于存在大量未解之谜，这种古老而奇特的丧葬

习俗，也包裹着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

长期以来，悬棺葬文化一直受到考古学界

的广泛关注。不久前，国际权威期刊《细胞》子

刊《iScience》发表了我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为

人们揭晓悬棺谜底开辟了新的视角。

云南昭通盐津县豆沙关，地处金沙江流域

的关河沿岸。壁立千仞的石岩，被关河一劈为

二，形成一道巨大的石门，锁住了古代滇川要

道。在豆沙关古镇工作的朱晓瑜，偶尔要当兼

职导游，给来访的客人讲解脚下布满深凹蹄印

的秦五尺道的历史，以及对面关河之上近 40米

高处悬崖巢缝里的悬棺传说。

“许多人都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些棺木怎么放

到绝壁上的？真是‘僰人’放的吗？存放了多长时

间了？为何要放到绝壁上？民间对此有很多传说，

却一直没有科学、权威的答案。”朱晓瑜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豆沙关残留有10余副悬棺棺木。至于这

些棺木怎么被放到绝壁上去的，早年有提升法、栈

升法、脚手架法等之说。2015年，昭通市文物保护

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云南大学的

探险专家，对从这里采集的木质标本作了碳14测

定，结果显示，豆沙关悬棺约有600多年的历史。

“僰人”是已经消失的少数民族，悬棺葬在

昭通，当地一直认为这是“僰人”的习俗，但悬棺

葬习俗的最早族群到底是谁，仍长期存在争

议。“川南和滇东北金沙江流域的悬棺葬，是我

国内地年代最晚的悬棺葬文化遗存，也是我国

悬棺葬遗址分布的西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研究员吉学平表示，随着自然风化和人为破

坏，这类遗迹正越来越少。年代最早的悬棺葬

遗址，位于我国福建省武夷山地区，距今 3600

年，相当于商周时期。福建武夷山地区被认为

是悬棺葬习俗的发源地，尔后由此传播到了华

南其他地区以及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

“以前，根据放射性碳测年序列、分布特征

和文化联系模式，有科学家推测悬挂棺材的习

俗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具有‘东至西’和‘北至

南’的分布。泰国北部的悬棺具有不同的形状

和大小，雕刻的内容也不同，且大多放在洞穴中

用木架支撑，这被认为是对当地环境的文化适

应。”吉学平说，但是，悬棺葬习俗的起源、人群

源流、文化传播和扩散模式，以及族群归属和其

与现代人群的关系等仍然存疑，需要借用新的

科技手段加以研究，才能解开重重谜团。

此次研究发现，位于泰国西北部海拔较高

的山区分布着一个悬棺葬群，距今 2100 年至

1200 年。泰国艺术大学的拉斯米·舒孔德教授

等人认为，与其他东南亚悬棺葬遗址相比，这个

遗址群的棺木风格和随葬品发生了重要改变，

可能是对当时该地气候与地理环境适应的结

果。悬棺葬习俗沿袭了 3000多年，虽然明代末

期在我国大陆已经销声匿迹，但在印度尼西亚

苏拉威西岛上的托拉贾人社区尚保留有类似的

习俗。

“关于悬棺葬人群的族属问题，体质人类学

研究支持悬棺葬人群与侗傣语系人群有着较为

密切的关系，而从对悬棺的随葬品分析认为，南

亚语系的孟高棉族群和苗瑶语系人群，是悬棺

葬习俗重要的实施者和传承者，甚至还涉及少

部分中原汉文化。”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昆明

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明说。

悬棺葬习俗关联哪些特定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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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悬棺迷雾重重千年悬棺迷雾重重
古古DNADNA技术能否一窥真相技术能否一窥真相

本报记者 赵汉斌

古 DNA，顾名思义是从考古材料、古生物

化石、生物遗体、遗迹及沉积物中获取的古代生

物 DNA 分子，主要来源包括博物馆标本，以及

如琥珀、永久冻土等特殊条件下保存的古生物

组织及其样品。

现代科学证明，DNA可以存在几十万年以

上。通过对其研究，可以逐渐揭开人类起源、演

化和迁徙之谜，对推动人类学、进化遗传学与群

体遗传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与泰国艺术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利用古

DNA分析技术，对来自云南昭通威信和盐津、广

悬棺里的先祖与当今人群有何关系

张晓明团队通过线粒体中的遗传物质谱系

成分频谱的比较，证实了南部种群与悬棺葬人

群的密切关系。

“尽管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悬棺葬人群之

间存在遗传联系，但我们发现云南和泰国北部人

群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因为在检测到的 14个

单倍型中，只有一个单倍型在他们之间共享。”张

晓明介绍，相关研究显示，大约在7500年前泰国

北部种群人口流行的线粒体遗传物质谱系呈快

速扩展之势，这个时间点远在8世纪到10世纪他

们从中国南部大规模迁移到今泰国之前，也早于

泰国北部原棺材碳14测定的2200年的最早悬棺

葬年代。“鉴于这些线粒体中遗传物质谱系在如

今泰国北部人群中也很普遍，我们推测这些谱系

可能起源于当地。换句话说，来自泰国北部的悬

棺葬习俗，可能源于文化同化，而不是悬棺葬人

群的大规模迁徙。”张晓明说。

相关遗传数据显示，来自中国南部和泰国

北部的悬棺内人口的线粒体遗传物质单倍型多

样性存在“北向南”下降特点，这与基于文化遗

迹的悬棺葬习俗的假定迁徙路线一致。之后，

悬棺葬习俗以人群迁徙和流动的方式在华南地

区广泛流传。然而，大约在 2000 年前，少数悬

棺葬习俗传承者以文化扩散的方式，将这一习

俗大面积传播到了泰国北部等东南亚地区的一

些原住民群体中。

悬棺葬风俗靠什么传到东南亚

西右江流域百色市华村和泰国邦玛帕地区，年代

在 2500 年前至 660 年前的 13 个悬棺葬遗址、共

41 个人类遗骸样品开展了线粒体 DNA 全序列

分析。

“考虑到相同的丧葬习俗、相似的文物文化

和相近的地理位置，我们将悬挂棺材样本按云

南和泰国分为两组。”张晓明介绍说，他们从这

些来自悬棺的人类遗骸中提取了古 DNA，并使

用相关技术，丰富了线粒体中的遗传物质；然后

使用为群体规模化全基因组测序而设计、可处

理数万个样本的仪器组，对构建的古 DNA样本

进行测序。

张晓明团队发现，基于线粒体中遗传物质单

倍型分析，来自云南的悬棺样品高度多样化，在9

个个体中，检测到8个不同线粒体中的遗传物质

谱系；相反，来自泰国北部样品的单倍型多样性相

对较低，在28个个体中仅检测到7个谱系。

“这意味着滇东北的悬棺葬人群中，母系遗

传世系遗传多样性非常高，而泰国北部的悬棺

葬人群的遗传多样性相对较低。”张晓明介绍，

来自我国云南和广西南部与泰国北部的悬棺葬

人群具有相同的谱系，这表明他们具有密切的

遗传联系，这也意味着悬棺丧葬习俗在相对较

短的时间内，就分散到了具有相似族群血统的

不同地区。

这个研究结果也符合悬棺葬习俗在中国南

方起源并向南流传到东南亚的观点。另外，亚

洲不同地区的悬棺葬人群之间共享少数的母系

遗传世系，表明不同悬棺葬人群间存在非常密

切的关系。课题组把遗传学分析结果与考古

学、体质人类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等的证据相结

合，推测悬棺葬习俗约在 3600年前起源于中国

东南沿海如武夷山地区的百越族群中，他们是

现今民族众多的侗傣语系族群的先祖。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不仅是个哲

学问题，也是个科学问题。

近日，《科学》杂志在线发表了一项关于华

夏族群探源的突破性研究成果。我国科学家利

用古 DNA 技术开启了一趟寻根之旅，历经 8年

艰辛探索，逐步揭开东亚尤其是中国史前人群

南北格局、迁徙扩散及遗传混合的历史面纱。

南北方史前人类基因
组信息知之甚少

近年来，与东亚毗邻的东南亚、西伯利亚等

地的古代人类遗传演化研究已取得很多成果。

但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对东亚，尤其是中国南北

方的史前人类基因组相关信息知之甚少。

为解决这一问题，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共同开发了古

DNA 技术，成功捕获测序中国北方山东、内蒙

古及南方福建、亮岛和锁港等地 11个遗址 25个

9500 年前—4200 年前的个体和 1 个 300 年前个

体的基因组。

“这些基因组信息为在大时空框架下研究

东亚古人群，尤其是现代人的迁徙与演化历史

提供了重要的遗传学证据，这也是首次针对中

国南北方人群开展的时间跨度最大的系统性古

基因组研究。”论文通讯作者、中科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说。

通过探究这些人群的基因组，研究人员发

现，至少从 9500 年前起，沿着黄河流域直到西

伯利亚东部草原的人群都携有一种以新石器时

代山东个体为代表的古北方人群成分；同时，至

少从 8400年前起，中国大陆沿海及中国台湾海

峡岛屿人群就携有一种以新石器时代福建及其

毗邻岛屿个体为代表的古南方人群成分。更重

要的是，这两种成分截然不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亚大陆南北方人

群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和分化程度逐渐缩小，至

少在 8300年前，南北人群融合与文化交流的进

程就已开始，4800 年前融合趋势强化，至今仍

在延续。

研究还观察到，现今的东亚人群，不管是来

自北方还是南方，都同时混合有古北方人群成

分和古南方人群成分，但古北方人群成分影响

更为广泛。

在中国，南北方人群虽早在 9500 年前已分

化，但南、北方同期人群的演化基本是连续的，

没有受到外来人群的明显影响，迁徙互动主要

发生在东亚区域内各人群间。

与此同时，研究确认了现今主要生活在太

平洋岛屿等地的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

的福建及其毗邻地区，且首次明确将时间追溯

到 8400 年前。“这是第一次通过古基因组数据

明确中国 8000 多年前的古南方相关人群是南

岛语系人群的祖先来源。”付巧妹强调。

头骨形态学曾提出有关东亚与东南亚祖先

人群的“两层假说”，即“第一层”狩猎采集人群

和“第二层”农业人群。该假说认为，古南方人

群属于“第一层”人群。

然而，付巧妹团队通过此次古 DNA研究发

现，此前因为头骨特征被归入“第一层”的以福

建等人群为代表的古南方人群，实质上并没有

明显属于“第一层”人群的遗传信息，反而与现

今东亚人群、南岛语系人群有着直接而延续的

遗传关系。

新技术扩展了古 DNA
研究的样本范围

近 4 年来，付巧妹团队一直专注于南方样

本的采集和古 DNA实验，与我国南方多家博物

馆及考古机构深度合作，深入南方 30多个遗址

采集了 257例古代人类样本。

事实上，我国南方炎热潮湿的气候环境，非

常不利于化石的保存，因而南方的样本材料不

仅稀少，而且微生物 DNA 含量很高，其中的人

类古 DNA 含量很低甚至没有。“原本要从年代

久远的人类骨骼遗骸中提取到内源 DNA 已是

不易，而南方样本更是让相关实验和研究难上

加难。”付巧妹说。

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放弃，而是不断摸索

更有效获取古 DNA 尤其是核基因组的实验方

法。比如，他们开发的古DNA捕获技术，曾经从

样品成功捕获含量仅占 0.03%的人类核 DNA。

基于这些方法，研究团队成功获取南方5个遗址

18个距今8400年—4200年的人类基因组数据，填

补了东亚南方大陆核基因组空白区域。

你到底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研究显示——

东亚南北方人群8300年前开始融合
本报记者 陆成宽

福建奇和洞约
8400 年前的 2 号个
体头骨

福建平潭国际
南岛语族研究院范
雪春供图

发现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是郑州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院长顾万发作为双槐树遗址考古领队最得意的成果。近日，

在河南郑州公布双槐树“河洛古国”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发

布会上，顾万发对此解释称，遗址的 9 个陶罐和 1 头麋鹿，按照一定的

规则埋在房屋下面。房屋的主人每天就像骑在麋鹿身上，向诸部落

氏族宣示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这 9 个陶罐印证了古书

上关于北斗九星的记录，为破解九星中两颗星的消失之谜提供了极

有价值的实物参考。

在没有指南针的情况下，人们在夜晚通过看北斗九星来辨别方

向。作为我国古代天文观测的重要成就，先民们不但借助北斗九星进

行定位，从事历法活动，还赋予了其深刻的文化含义，比如称令人景仰

之人为“泰山北斗”。

但先秦文献中曾称“北斗九星，七见（现）二隐”。有人认为那是两

颗死亡消失的恒星，有人则认为是古人划分星象不严谨，将两颗不相干

的星星划了进来。也有专家称，其实是由于岁差或观察地的原因，其中

两颗星比较暗，肉眼不易看到，导致七现二隐。

5300年前先民已开始观测“北斗”天象

北斗九星天文遗迹在双槐树“河洛古国”所处的位置，非常特殊而

重要。“河洛古国”的中心居址区已有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居住者非同

一般。就是在那里，顾万发和考古人员发现了 4排大型房址，其中最大

的一个房址面积达 220平方米。摆成北斗星形状的 9个陶罐，就是在这

所房子前面的门廊里发现的。

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

完整的麋鹿骨架。麋鹿在古人眼里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大部分鹿类在

夏天脱角，只有麋鹿在冬至脱角，所以古人把麋鹿脱角视为吉祥的象

征，并把麋鹿与一年最重要的节气冬至关联。

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在发布会上表示，双槐树遗址一系列重要考

古发现的内涵，尤其是北斗九星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的信仰，被后世

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袭和发扬，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主根脉有望追

溯至此。

其实，这并非第一次在考古中发现北斗九星。去年，顾万发及其团

队在青台遗址也发现了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这被认为是国

内考古发掘出的最早的北斗九星遗迹。

青台遗址位于河南荥阳，与位于河南巩义河洛镇的双槐树遗址，同

在现在的郑州市辖区，相距不足百公里，而且同属于时代近似的文化遗

存。在青台遗址内一处约为 4000平方米的类似于祭祀的广场上，发现

了 9个由陶罐排列成的类似于北斗星形状的遗迹。后经国内权威科研

单位 30 多位天文学家、天文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论证，认为青台遗址发

现的北斗九星为天文遗迹无疑。

更加有意思的是，两处遗址发掘出的北斗九星陶罐，按七星形状

排列的陶罐都较大，在七星的东北和西南两个方位则是两个较小的

罐子，正好对应天上的九星形状。这表明，早在 5300 多年前，先民对

“北斗”天象和“斗柄授时”的观测利用就已非常精确，也印证了古书

上关于北斗九星的记录，这使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先民所掌握的天

文知识与观测技术，也为破解九星中两颗星的消失之谜提供了极有

价值的实物参考。

北斗九星中的一颗可能为景星

专家认为，双槐树遗址和青台遗址的北斗九星遗迹，表明在聚落布

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

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北斗九星天文遗迹的发

现，表明 53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其中一颗如今已看不到的星，专家推测可能是景星，即超新星。《河

图》记载：“黄帝治，景星见于北斗也。”也就是说，在北斗附近出现景星

的时候是黄帝治理天下的繁盛时代。这 9 个陶罐，有可能记录了一次

超新星爆发，目前相关研究还在进行中。如果情况属实，这将是对世界

天文学史的巨大贡献。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两处北斗九星斗柄的指向，都正好

与冬至日出方向吻合。顾万发说，冬至对于古人的意义重大，古人一般

都会选择在这一天进行祭天活动。这就说明，早在 5000 多年前，中原

先民已经有了天文、人文、地文合一的初步文化观念，并且也表明中华

民族自古以来的团结、向心、中和的礼制核心早已出现并有确切的科学

来源。参照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早期 6500 年前的北斗和东西方

星象拟物的考古学发现，专家推测，这一思想在 5000 多年前的时候已

不只是雏形，而是相对成熟了。

双槐树遗址的9个陶罐

可能记录了一次超新星爆发

双槐树遗址发现的陶罐摆放出的北斗九星图案
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编者按 现代科学证明，DNA 可以存在几十万年以上。
古 DNA 技术就是从古生物化石或遗迹中提取 DNA 并测序，
有望揭示人类起源、演化和迁徙之谜。本版关注的两项最新
研究，就是利用古 DNA技术开启的寻根探源之旅。

本报记者 乔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