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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晚期鄂毕河下游捕鱼活动

——基于山地萨莫特涅尔 I 号遗址挖掘材料

【俄】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图帕西娜  
【俄】达尼尔·谢尔盖耶维奇·图帕欣  

（齐山德 译）

摘 要：鱼类一直是人类最重要的食物，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

的优质蛋白质。捕鱼活动成为早期人类最重要的生存手段之一，这

是由人类群落对水资源（湖泊、河流、海洋）的生存依赖，以及水

生资源具有极高营养价值而决定的。渔业成为基础经济形式而存在，

最早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从使用鱼叉的简单捕鱼方法到依靠专业

的捕鱼船队进行工业化捕捞作业，渔业发展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

新石器时代晚期，即人类开始广泛使用渔网进行捕鱼活动的阶段。

这种捕鱼方式是早期人类高效的环境适应策略，捕鱼方式的改变令

某些人类群落统治了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自然气候条件非常恶劣

的鄂毕河下游地区。对捕鱼活动的作用和重要性的判断，对西西伯

利亚北部和北方及北极地区古代经济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  值。

关键词：山地萨莫特涅尔 I 号定居点 旧石器时代的西西伯利

亚北部 次新石时代 鄂毕河下游 网捕 适应策略 食物残渣分

析 动物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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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图帕欣·达尼尔·谢尔盖耶维奇·图帕欣

（Даниил Сергеевич Тупахин），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国立大学考古

系北极研究中心初级研究  员。

译者简介：齐山德，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

方向为俄国史、俄国北方原住  民。

渔业之于人类历史的意义较难评估，以往的研究者们倾向于从不同

角度对不同时期和地区渔业活动在经济中的地位和意义做出评价，然而

捕鱼活动成为基础经济形式的时间可追溯至远古时代。鲍里斯科夫斯基

（П.П. Борисковский） 认 为， 偶 发 性 的 捕 鱼 活 动 出 现 在 莫 斯 特 文 化 时 期

（Мустьерская эпоха，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距今 25—4 万年前）；查

尔德（Г. Чайлд）在奥里尼亚克文化（Ориньякское время，欧洲旧石器时

代晚期，距今 2.2—2.4 万年前）中觅得偶发性捕鱼活动的证据；克拉克（Г. 

Кларк）和埃菲缅科（П.П.Ефименко）则认为，捕鱼活动出现于马格德林

时期（Мадлен，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 1.8—1.1 万年前）。捕鱼活动成

为基础经济形式的时间尚无定论，马松（В.М. Массон）认为，捕鱼方式的

变化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但是关于中石器时代欧亚大陆北部伴随着冰川

期气候变化而产生的捕鱼方式变化存在不同观点。许多研究者将原始捕鱼

方式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归结为“狩猎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导致远古人类

开始寻找替代方案，以便在周围环境中获得富含蛋白质的食物（Формозов， 

1964：51—163）。最古老的捕鱼工具是形状各异的，如锐利的木制穿刺型鱼

镖和鱼叉。当然，关于考古发现的远古时代捕鱼工具的研究，另有专门讨论

（Сериков， 2018：178）。捕鱼方式的改进始于中石器时代，出现较为精致的

木制穿刺工具（带有特定形状矛头的鱼叉），其他更有效的捕鱼工具也出现

了，例如鱼线、鱼钩、陷阱（鱼篓、鱼栏、迷阵）、渔网（Буров， 2011：7）。

一些研究者将捕鱼方式转变归因为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认为“大

规模”捕鱼活动成为人类短期居住（比如季节性居住）甚至是长期定居的原因

之一（Буров， 1991：203）。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多种有利条件而导致的渔获量

大幅度增加，渔业与定居的关系可用定居人口、资源季节性、水域面积的指标

来表达，甚至可与农业经济相提并论（比如农业与定居关系的一些指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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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人口、资源的季节性、土地面积）。默多克（П. Мёрдок）的著作提及捕鱼作

为基础经济“定居渔民”，通过考察世界各地的资料探讨这种经济结构，认为

人类学研究表明，无论是非洲西部、非洲中部，还是太平洋北部、亚洲西北部

的土著均具有相似的经济特征。他谨慎地提出猜想，即人类社会向半定居和定

居演化过程存在细微差别，但几乎都历经“渔业定居”阶段（Murdock， 1987：

15）。此外，其他一些著作中述及地域辽阔的西伯利亚地区（主要是北乌拉尔

和西西伯利亚北部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时间序列中，存在半定居

类型的“渔业经济”。但是，这些溪流和小型湖泊岸边的居民点（河口和水源

地）（Чаиркина， 1984：104）在地形地貌特征上与山地萨莫特涅尔 I 号居民点有

着显著不同，后者位于水量充沛的鄂毕河流域，渔业资源极为丰 富。

本文研究的地域范围包括鄂毕河下游的亚马尔北极和亚北极地区。一般

认为这一地区属于“特殊地域”，自然条件的多样性导致经济活动的不稳定

性，人们组成团体协同行动，逐渐形成适应性生存策略。公元前 4000—3000

年，该区域曾存在 3 个群落，三者生存策略和经济类型全然不同，分别是

“定居渔民”“半定居渔猎群体”和“驯鹿猎人”（Тупахина， 2016：4—9）。本

文基于山地萨马特涅尔 I 号遗址发掘材料，探讨大河流域（鄂毕河下游）的

“定居渔民”群体，辅助材料来自萨列哈尔德 I 号（Салехард-I，属新石器时

代）（Кардаш， 2005：20）和乌斯季—瓦希耶甘（Усть-Васьеган）居民点遗址

（Чикунова， 2014：524）。

萨马特涅尔 I 号遗址位于乌拉尔地区的亚马尔—涅涅茨（Ямало-Ненец）

自治区，距鄂毕河右岸萨列马尔村（Салемал）西南 22 公里。2009—2014 年，

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考古挖掘和综合研究，发掘面积 328 平方米，分别考察了

生产和居住区建筑遗迹，出土陶器、石器、桦皮制品等文物，此外还收集到

部分骨骼。建筑残留的两根落叶松支柱可采用树轮年代法来测定日期（外围

年轮形成时间分别为公元前 2955 和 2999 年），采用放射性碳测年法进行检

测，按照时间序列断年范围为公元前 3060—2090 年。发掘出的陶器独具特

色，无法与我们熟识的西西伯利亚北部及附近地区发现的陶器进行直接比对，

因此判定该遗址的文化类别颇为困难，文化和民族起源问题无法确定。大体

而言，石器工具材质为 “页岩石英”（Погодин， 1999：38；Косинская，2010：

14），具有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特征。对石器工具的材质检测表明，石

材主要来自距离遗址步行可达的砾石滩。同时出土的另一些石器材质与浅滩

上的砾石（绿蛇纹石，燧石）不同，而且找不到开采岩层的痕迹，外来石料



20  北冰洋研究（第三辑）

的来源问题尚未得知（Косинская， 2017：149）。需要注意的是，许多出土材

料表明，当时这一地区气候更加温和，属北方针叶林带（现在的森林冻土和

冻土地带的交界地区），通过分析该遗址的文化层土壤和微生物残留物也可以

得到证实（Тупахина， 2013：306）。

遗址附近地区资源丰富，远古居民能够在这里找到生存所需资料。比如，

森林为人们提供建造居所、制造木筏、制作渔具的材料，还可以解决寒冷季节

的取暖问题（Тупахин， 2017：55）。人们可以在不远处的鄂毕河浅滩上找到砾

石以制作石器，还可以在河边找到裸露的细腻粘土，制作劳动工具和生活器具。

为了防止洪水可能造成的侵害，居所建造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上。通过该地区最

大的水路（鄂毕河）实现居民迁移和接触是完全可能的。自然、气候、资源因

素构成远古人类建立长期居所和开始定居生活的必要条件（Herz， 1997：22）。

区别于此前研究的鄂毕河下游地区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遗址，山地

图 1 
1. 渔网残片，植物纤维，2. 石制网坠，3. 桦树皮包石网坠，4. 桦树皮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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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马特涅尔 I 号遗址文化层厚度一般为 0.7—2 米，部分厚度超过 2 米。该遗

址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在面积不大的范围内出土大量文物，各类物品多

达 37240 件。包括一些极富表现力的成分复杂的陶器，保存相当完好的有机

材料制品（渔网残片，桦皮编织并带有石坠的渔网，居所框架和支柱残余物，

缝制的桦皮垫层  等）。

考古挖掘未发现金属制品和金属加工痕迹，可见该遗址不属于铜石并

用时代。同一时期的鄂毕河下游、乌拉尔（Урал）南部和西部、普里卡米

（Прикамь）中部地区居民已经开始掌握冶金技术，出现铜制器具。本文认

为，山地萨马特涅尔 I 号遗址归属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合乎逻辑  的。

出土的不同形状的网坠和桦皮浮标（图 1-1）以及植物材料的渔网残

片，是人们开始使用渔网的直接证据。网坠有两种形状，一种是大片的带

有槽面的扁圆形卵石制成的网坠，中心利用“石钻”打通大小一致的直孔 

（图 1-3）。圆盘形网坠的侧边通常有加工粗糙的纹理。共收集到 7 个这种网

坠，值得注意的是，网坠个体较大，质量较重，这是多种因素决定的。比如，

抛撒渔网（渔网由网、网坠、浮子组成）的技术要求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渔网要在湍急的水流中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此外，网坠还要能够承受鱼在网

中挣扎产生的撕扯力。评价此类网坠的质量时，还应考虑介质（水）与网坠

的比重差。另一种网坠是复合制品，使用桦皮包卷卵石，两端结扎呈条形

（图 1-4）。目前共收集两枚这类网坠，值得一提的是，当今北方小民族物质文

化中仍然能够发现此类网坠。2010 年出土的渔网残片是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

通过以谢马诺夫斯基（И.С. Шемановский）命名的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博

物馆（МВК）修复实验室的辛勤工作，成功复原了此类网坠的原始形态。植

物纤维编织的网眼周长为 60 毫米，网眼以“单结”编织（图 1-2）。值得注意

的是，捕捞大型和中型鱼类使用渔网的网眼通常是 50—60 毫米，现代渔民使

用的定置渔网的网眼尺寸与之相近（考古现场附近的捕鱼队在进行夏季捕捞

作业使用的网眼也是如  此）。

遗憾的是，由于考古现场并未发现鱼骨残留，关于当时居民渔获的种类构成

我们知之甚少。2013—2014 年的田野季，在生活区坑底的永久冻土层发现有价值

的鱼骨残留，这些发现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当时的渔获种类——江鳕（Налим）、

雀鳝（Щука обыкновенная）、鲑鱼（Salmonidae）（Номоконова，2017：143）。

通过分析陶器上附着的食物残渣，我们得到一些有趣的数据，以赫尔岑

（А.И. Герцен）命名的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进行了此项研究。根据同位素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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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δ13С‰ 和 δ15N‰）测定，21 份样本中 4 份确定为食物残渣，主要成分是

淡水鱼类，7 份样本包含鱼类和植物成分，其余 10 份样本包含陆生和水生植

物成分。可见，鱼类和水生植物是当时该地区人类的主要食  物。

大体而言，新石器时代大河沿岸的人类形成了高效的生存策略，根据上

述材料基本可以判定捕鱼活动已经成为基础经济方式。当然，捕鱼和狩猎大

型哺乳动物都是远古人类的基础经济，可以确保人类群体在气候条件恶劣的

北极地区生存。但我们认为，捕鱼技术的提高以及对鄂毕河丰富生物资源的

开发利用使得较大规模的人类群体能够实现定居生活，与其他新石器时代遗

址相比，该遗址的居所规模和人口数量较大（Тупахина，2017：1053）。

由于北极地区牧鹿文化十分引人注目，因此关于北极地区早期人类的经

济方式，研究者们主要关注迁徙和游牧问题。基于山地萨莫特涅尔 I 号遗址

的考古研究，使我们可以谨慎地论证另一种经济方式——新石器时代的人类

群体以“定居渔民”的适应性生存策略安身立命，在北极地区实现定居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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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Fishing in the Neolithic Period of the Lower Ob region 
（Materials of the Settlement of Gorny Somatnel - I）

Olga Sergeevna Tupakhina and Daniil Sergeevich Tupakhin

Abstract: The culture of fishing played an eminent role throughout 

the human history. Besides meat， fish has been a fundamental component 

of the food system of different human societies disregarding climatic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The different groups developed a dependence on water 

resources through its highly nutritional value. The first evidence of fishing as 

an independent economic factor is known from the palaeolithic period. Later 

the fishing culture evolved from the simplest forms of fishing using primitive 

harpoons to modern forms of industrial fishing using specialized fleets.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massive use of fishing nets. This 

method has become the base of an effective adaptation strategy we can observe in 

the Lower Ob area， with its specific climatic conditions.

Keywords: Ancient adaptation strategy； Use of fishing net； Lower 

Ob region； Economic adaptation； Exploitation of aquatic resources； Arctic 

archaeology； Stable isotopes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