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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窑旧石器时代遗址是我国一处
罕见的大规模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
发现于一九七三年，一九八八年一月国
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该遗址发现以来，经多次发掘，
发现大量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和新
石器时代的遗迹、遗物，其旧石器时代
晚期文化命名为“大窑文化”。该遗址
第四纪地层发育全面，特别是四道沟内
第四纪地层剖面更为典型，整个遗址对
探讨我国北方地区人类文化的起源和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大窑遗址碑文

最早发现大窑遗址的是内蒙古考
古、博物馆学界奠基人之一汪宇平先
生。汪宇平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1951
年，汪宇平来到内蒙古自治区文教部，
成为内蒙古的第一代考古工作者。

上世纪 50 年代,汪宇平首次发现
萨拉乌苏旧石器时代遗址,几十年来潜
心研究总结认为，古代大青山区域水草
丰美，动物成群，食物易于获得，适宜生
存，古人类在生存过程中离不开优质石
料，特点是硬度大有韧性，只要通过对
有优质石料地点的寻找，就容易发现古
人类活动的场所。

从 1973 年春天开始，汪宇平开始
骑着自行车在大青山山区、丘陵地带考
察，于当年 10 月在大窑村南坡的二道
沟和四道沟陆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石
器和动物骨化石。他意识到，这里埋藏
着大量的古人类遗迹！

1976年 9月，由内蒙古博物馆、内
蒙古文物工作队和北大考古系共同组
成的考古发掘队，在中国著名考古专家
吕遵谔的指导下，对大窑遗址二道沟地
点进行了发掘。曾经发现“北京猿人”，
中国著名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专家裴文

中、贾兰坡先生也亲临大窑
遗址考察，并指导发掘研究工
作。

在二道沟发掘现场，两
位先生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裴
文中将二道沟文化命名为“大
窑文化”。

1979 年 和 1983 年 ，考
古人员又连续两次在二道沟

及四道沟地点进行了发掘，先后出土了
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数以千计的
石器，此外还有石锤、石核等。在四道
沟还发现了肿骨鹿化石和人类用火的
遗迹。根据古地磁、放射性碳素断代、
石器型制等考古学断代方法测定，大窑
遗址年代为距今50万年至1万年前。

经专家学者对大窑遗址进行多次
考古发掘与研究，划定了大窑遗址的分
布范围，确定了大窑遗址作为大型石器
制造场的旷野型遗址属性，判定遗址最
早年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奠定了大
窑遗址作为中国北方乃至东北亚地区
最重要遗址之一的重要地位。

2004 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正式公布大窑遗址保护范围（内政字
[2004]167 号），遗址分布面积 2 平方
公里以上。同时，原内蒙古博物馆与
中 国 遗 产 研 究 院（原 中 国 文 物 研 究
所）合作完成《内蒙古自治区大窑遗
址文物保护规划》，于 2005 年经国家
文 物 局 审 批 通 过（批 号 ：文 物 保 函
[2005]549 号），成为我国第一个完成
保护规划的旧石器时代旷野型遗址。

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说，大
窑遗址的发现，将内蒙古地区古人类活
动的年代推溯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证
明了北方阴山之南也已有原始人活动，
他们与举世闻名的中国周口店“北京
人”共处同一时期。大窑遗址的发现，
实证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历史，说明中
国的北方草原地带也是人类的重要起
源地之一，由此开启了北方草原地带人
类文明起源的时代序幕。

与“北京人”共处同一时期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武峰）

从呼和浩特市出发，驱车往东 33 公里，便来到新城区
保合少镇大窑村。大窑村村口矗立着的柴门和石器造型，
把人们仿佛一下子拉回到了鸿蒙初辟的远古时代。

大窑村地处大青山前丘陵地带，这里海拔 1420 米，占
地面积约 2 平方公里，大窑遗址就位于大窑村的南山上。

大窑村南山，岗阜起伏，沟壑纵横，登高远眺,大窑村尽
收眼底。山腰以上土层稀薄、遍布花岗片麻岩和燧石(俗称火
石)。这些石头质地坚实，是打制石器的绝好材料。山腰以下
堆积甚厚的黄土层，由于长期的雨水冲刷，在南山阴坡从东
往西依次形成八道冲沟，使地下埋藏的远古石器显露出来。

大窑遗址核心范围的遗址群，囊括二道沟、四道沟等众
多旧石器时代遗址地点，年代最早可追溯至距今 50万年前，
相当于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的时代。

大窑遗址内多燧石资源，是一种相对较为适合制作工
具的原料。古人类长期在此采集石料、预制石核、打制石
片和加工石器，使其具有石器制造场性质，是目前中国可
确认的唯一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制造场遗址。

在绿树与青草掩映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
窑旧石器时代遗址碑，静静地矗立，向世人述说着迄今为
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古代石器制造场的
前世今生。

在不远处的四道沟西侧，考古专家挖掘出高达 16 米的
地层剖面，剖面土质层次分明，虽然无字，但鲜明记载着大窑
文化的历史年代，即人类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新石器时代晚
期，50万年到1万年前的漫长岁月和地球所经历的千万年沧
海桑田的变化，是一部令人难以读尽的“无字天书”。

从事考古工作 32 年，专注于大窑遗址研究的内蒙古博
物院研究员汪英华告诉记者，由于旧石器时代的生产力低
下，古人类活动极大地受制于自然环境，因此黄土地层的
研究对旧石器遗址年代与环境背景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
的参考。

“大窑石器制造场的发现，说明史前的大青山南麓，生
活着一群靠打制石器、狩猎、采集为生的古人类。而大量
的出土遗物证明，这里是一处极其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址，
它包括四个时期，即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和新石器
时代晚期。在同一处地层保存有四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在
国内外可以称为‘极其’罕见。”汪英华说。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松认为，大窑
遗址作为内蒙古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早
期遗址，同时也是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之一，
其独特的文化特点为研究中国早期人类生计方式、技
术特征的复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大窑遗址以其科学可信的地层关系和丰富多样的
遗物，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单一论和外来
说的谬论，考古出土的实物材料证实了内蒙古自古以来就
是人类繁衍生息之地，并早早地与周口店人一起为‘满天
星斗’式的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基础。”孙金松说。

罕见的大型石器制造场

汪宇平在大窑遗址四道沟。

找到先人走向文明的实证

在内蒙古博物院二楼一间工作室
见到汪英华时，他正在一块石料上反
复敲打着，地上满是残留的碎屑。

孙承祖业。汪英华传承着爷爷汪
宇平开创的关于史前文化的探寻研
究，一直深耕不已。

汪英华说：“石器是如何制作的，
在制作技术上如何反映出古人的聪明
才智，今天，当我们将不同时期的石器
摆放在一起的时候，50 万年的工具发
展史跃然展现，是今天我们了解先人
如何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实证。”

2011 年，内蒙古博物院和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作
建立“内蒙古旧石器研究中心”，四年
间对大窑遗址制定了新一轮的考古发
掘和研究计划，都有一些重要收获。

从 2016 年起，在内蒙古博物院的
支持下，汪英华建立起石器打制实验
室 ，模 拟 不 同 时 期 古 人 类 打 制 的 石
器。目前，实验室已经可以模拟制作
出距今 50 万年至距今 5000 年不同时
期的石制品。

“这为辨识不同时期先人石器制作
技术的发展与演变学找到了科学的依
据，同时复原的石器制作过程，为博物
院石器时代展览中观众提出的可视性
差、无法理解为何叫做石器、太过专业
化等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汪英华说。

在大窑遗址发掘研究保护的基础
上，汪英华等区内外考古专家学者又
将视野扩展到内蒙古的中东部地区，
踏上寻找人类文化基因之路。一些学
者走出学术象牙塔，在遗址保护、考古

遗址公园建设、博物馆展陈、科普教育
等方面也积极介入并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作用日益彰显。

2018年，由李锋、陈福友、汪英华、
高星等老中青三代考古专家由于在

《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石叶技术所
反映的技术扩散与人群迁移》《欧亚大
陆最东端的莫斯特遗存：内蒙古金斯
太遗址研究》等方面建树，荣获第二届
中 国 考 古 学 大 会 研 究 成 果 奖（金 鼎
奖）。金鼎奖是中国考古研究领域的
最高奖之一。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
文物局长曹建恩指出：旧石器时代考
古学在中国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
历程。目前已发现古人类遗址逾2000
处，涵盖距今 200多万至 1万年的各个
时段。内蒙古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
起步较早，在中国考古史上最具有突
出地位。

6 月 18 日下午，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党组书记、厅长胡丰一行赴呼和
浩特市大窑文化遗址等地调研文物保
护与利用工作。他强调，大窑文化是
呼和浩特市这座城市的最古老传承和
记忆，要系统做好大窑文化挖掘、资源
保护和开发利用等工作，各级各部门
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上的
讲话精神，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
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
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大窑遗址地层剖面大窑遗址地层剖面。。

（本版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及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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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窑遗址远眺大窑遗址远眺。。

大窑遗址大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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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内蒙古最早的石器制造场内蒙古最早的石器制造场
内蒙古博物院大窑遗

址地层剖面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