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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蚂井墓地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个旧市东南部的卡房镇，自20世纪80

年代发现以来共进行了4次发掘，清理汉代

墓葬40余座[1]。根据文化特征以及地理环境

等因素，笔者推断该墓地是一处主体年代为

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的汉式墓遗存，其形成

不仅与当时个旧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以及由

此引发的外部人群迁入有关，而且被葬者中

可能有不少来自岭南的移民及其后裔[2]。对

此，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认为黑蚂井这批

墓葬主要属“西南夷”土著人群，且极有可

能是西汉晚期至东汉初的句町国贵族墓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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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句町论”）。究

竟如何看待黑蚂井墓地所葬人群的族属及身

份，既事关对遗存本身的认识，同时还涉及

句町等西南夷古国的历史以及云贵高原汉代

考古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有必要再做更深入

的讨论。

一、黑蚂井墓地的文化性质
及族属

黑蚂井墓地地处矿区，有相当一部分墓

葬因早年开矿及水土流失而被毁，原有面积

估计达数万平方米[4]。得以保存并清理的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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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竖穴土圹墓，其分布较为稀疏，排列和

方向也不太有规律。从发表的资料看，墓圹

多较宽大，大墓一般带斜坡墓道，且多设二

层台，个别还残存封土痕迹；多数墓葬中保

存有木质葬具痕迹，有的还带头箱或脚箱；

随葬品主要有陶器、铜器、铁器、银器、漆

木器、玉石器、玻璃器，以及一些锡饼、铅

锭、铜块和质地不明的炼渣等，除部分陶器

（如带耳罐）和少量铜器（如叶形锄等）属

土著文化外，大多带有突出的汉式风格。整

体来看，黑蚂井这批墓葬在各个方面均与西

南夷土著文化墓葬存在明显差别，所以就文

化性质而言，很容易确定其属汉式墓遗存[5]。

“句町论”一文对此也持相同看法，但在族

属判定上，却又认为这些汉式墓埋葬的主要

是当地土著人群，而非外来汉移民。

为说明这一问题，“句町论”一文对黑

蚂井墓地的出土器物进行了分析，认为墓中

出现大量汉式器物是汉文化影响的结果，指

出“自西汉中期开始，随着郡县的设置，大

量的汉文化因素进入云贵地区，境内的土著

文化中发现汉式器物便习以为常”了。但我

们注意到，黑蚂井墓地出土汉式器物的种类

及数量之多，在西南夷土著文化墓葬中是独

一无二的。如“句町论”一文列举的晋宁石

寨山M6和曲靖八塔台M69，虽都出有一些汉

式器物，但墓中同时还随葬很多土著文化器

物，尤其是石寨山M6作为滇王墓，葬有数以

百计的滇文化青铜器和玉石器，汉式器物只

占随葬品的很小一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些土著文化墓地中，汉式器物一般只见

于高等级墓葬中，众多的中、小型墓中鲜有

出土。可见，以这些土著墓中发现有汉式器

物为例，并不能旁证黑蚂井墓地的文化性质

和族属。“句町论”一文还谈到黑蚂井墓地

出土的“赵喜”印章和“赵”字铭文，认为

不能推断赵喜就是汉人，并列举了南越国丞

相吕嘉的例子。吕嘉及南越国的例子是否适

当这里暂且不论，仅从有关西南夷的文献记

载看，两汉时期云贵高原的土著夷人中是极

少有使用中原汉人姓氏的，包括句町的首领

亡波、禹、邯、承，以及“句町论”一文中

提到的“若豆”或“斜豆”等，姓氏都明显

与汉人不同。所以，判定赵喜及其他赵姓墓

主为汉人并非无据。

在讨论汉文化影响的同时，“句町论”

一文还着重分析了黑蚂井墓地出土器物本土

性的一面，但所举例子和统计方法都存在一

定问题。如文中提到的立耳铜釜，虽然属西

南夷土著文化器物，但也见于云贵高原的很

多汉式墓中，另外川渝地区、广西以及越南

北部的汉代遗存中亦有出土，可见其流行甚

广且影响较大，应当有不少汉人也使用甚至

制造之[6]。又如，文中指出从随葬品总体数

量看，本地因素的器物占据主导地位，但统

计表（原文表二）只给出了本土因素和岭南

因素两类器物的数据，且部分墓葬如M15、

M36等未纳入统计。按照该表，墓地出土本

土因素器物合计142件，岭南因素器物合计

86件，前者要多于后者。可事实上，墓地出

土的器物远不止此，仅第四次发掘的30座墓

中便出有随葬品700余件（组）。查阅发掘

报告可知，未予统计的这部分随葬品主要

是一些中原地区常见的汉文化器物，如圈足

壶、鼓腹平底罐、井、灶等陶器，甗、甑、

盆、洗、壶、灯、剑、矛、戟、弩机、镜、

带钩、环首刀、削、耳环、印章、博局、量

器等铜器，“五铢”、“大泉五十”等钱币，

剑、矛、刀、三脚架、铧冠等铁器，耳杯、

勺等漆木器，黛砚、印章、璏等玉石器。所

以，如果将这部分器物计算在内，本土性的

器物所占比例明显变小，数量上非但不占主

导地位，而且完全被汉式器物（包括那些带

有岭南风格的汉式器物）压倒。当然，仅看

陶器的话，非汉因素可能略多一些，但也不

能由此决定墓地的族属。因为作为普通日用

品，这些陶器未必都是使用者自己烧造的，

另外土著族群也可能曾在这方面对汉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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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影响。在汉代边远地区，尤其是汉、夷杂

处的环境下，土著族群烧制的陶器通过贸易

交换等途径进入汉人的生活或墓葬中，或者

汉人学习土著族群的制陶工艺，应当都不算

什么稀奇的事情。类似现象在西南夷地区其

他一些考古遗存中也有发现，如位于黔西北

的赫章可乐遗址，属于汉人的甲类墓中有时

就随葬带耳的非汉式陶器[7]。

对于墓葬本身所反映出的诸多汉文化特

征，“句町论”一文未予关注和讨论。而笔者

认为，判断墓葬族属，不单要看随葬器物，

更要关注墓葬自身的特点及其所反映的葬制

和葬俗，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全面、综合的考

察和分析，才可得出可靠的结论。这一点在

云贵高原的汉代考古研究中，尤为重要。综

观黑蚂井这批墓葬，其不仅普遍随葬汉式器

物，而且在分布排列、形制结构、丧葬习俗

等方面也都表现出明显的汉文化特征，面貌

与同时期土著文化墓葬迥然不同。特别是带

斜坡墓道、平面呈“甲”字形的墓葬形制以

及带头箱或脚箱的棺椁结构等特点，在土

著墓葬中从未发现过。因此，如果说该墓地

属于土著族群的话，那么这一族群除了物

质上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外，在葬制、葬俗等

社会精神文化领域也几乎与汉人一致。这显

然已超越一般的文化上的影响，而正像“句

町论”一文所说的那样，是“大致完成了汉

化”，并且此“汉化”是全体性的，上层人

物如此，普通社会成员亦然。然而要指出的

是，此种情形既不见于云贵高原其他汉代考

古遗存，相关文献记载中亦无反映，从人类

文化传播及文化变迁的一般规律来看也显得

不合常理。

大量考古资料显示，汉武帝开西南夷

后，云贵高原的土著族群尤其是上层社会受

到了中原汉文化的较大影响，但这些影响主

要体现在物质文化即各种器物上，而在埋葬

制度、丧葬习俗等方面，很长一段时期内却

未发生显著变化[8]。之所以如此，首先与汉

王朝对西南夷采取的“羁縻”策略有很大关

系。这一策略与强制的“同化”不同，主要

是通过册封土著首领“复长其民”，“以其故

俗治”，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9]。在此

背景下，很多土著族群的部族社会组织没有

因汉王朝的征服而解体，聚族而葬的制度以

及与丧葬有关的诸多“异俗殊风” 也得以

保存下来。其次，按照文化人类学的有关理

论，文化传播（包括在外压之下对异质文化

大量输入的“涵化”）及其引起的社会文化

变迁是有选择性的，通常情况下，物质文化

因素较于抽象的文化因素（如宗教和社会组

织）更易于传播和被接受，且弱小的社会只

要还存在，就不会全盘接受强大社会的一切

文化[10]。埋葬制度和丧葬习俗自然都属抽象

的文化因素，且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

灵魂观念、宗教信仰等息息相关，因而具有

较强的排他性和持久性，一般不会受其他文

化的影响而迅速改变。所以基本可以判定，

黑蚂井墓地的所谓土著“汉化”情形应是不

存在的，尤其在西汉晚期和滇南偏远之地这

样的时空背景下，更是几无可能发生。换言

之，该墓地所葬人群的主体其实就是汉人。

二、汉代句町国及其考古发现

句町是汉代西南夷中较有影响的一个古

国，可称一方之雄。据史料记载，西汉昭帝

时，句町因助汉朝镇压反叛有功，其首领亡

波受封为王。后来见诸文献的句町首领还有

成帝时的句町王禹、新莽时的句町王（侯）

邯及其弟承等。东汉以后，句町很少出现于

史籍中。但《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句

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

毋。汉时受封迄今”[11]。可知句町国或其部

族组织至晋时仍然存在。汉代句町属牂牁

郡，学术界根据有关史迹，一般认为其范围

主要包括今云南东南部和广西西部以及越南

北部的一些地区，句町王的活动中心则在云

南广南和广西西林一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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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梳理各种文献，未发现任何记载

明确提到汉代句町的势力曾向西延伸或影响

至个旧地区即当时益州郡贲古县附近。“句

町论”一文根据蒙默先生的观点[13]，认为王

莽时造反的益州蛮夷“若豆”为句町首领，

进而推测自西汉晚期开始，句町的活动中心

由牂牁郡转移到了益州郡境内。但实际上，

《汉书》、《后汉书》和《华阳国志》等文

献关于王莽征伐、镇压西南夷的记述大多语

焉不详，其中所涉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各

家解读并不一致。如方国瑜先生在讨论新莽

年间西南夷的反抗时，就把牂牁郡句町和益

州郡蛮夷的史事分开进行讲述，还指出《汉

书·王莽传》记载的“更遣复位后大司马护

军郭兴、庸部牧李晔击蛮夷若豆等”一事发

生在滇西地区[14]。可见，蒙默先生的看法只

是一家之言，而非公认史实。况且，句町的

活动中心即便移到益州境内，控制范围是否

包括个旧这样的偏远地区也是难以确定的。

此外，从《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等文

献关于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兴与句町

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牂柯太守请

发兵诛兴等”以及“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

马陈立为牂柯太守”等记载来看，西汉晚期

时句町仍在牂牁郡境内活动。其若真的曾向

益州迁徙，也当是西汉末的事情了。“句町

论”一文说考古材料和文献涉及的时空范围

高度吻合，显然言之不实。

句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目前虽尚不清

晰，但有关汉代句町国的考古发现其实已有

不少，除广西西林铜鼓墓[15]等遗存外，近年

来在云南广南等地开展的句町国遗存调查与

发掘工作也取得重要进展，其中2011年广南

牡宜发掘清理的5座汉代封土墓尤为值得关

注[16]。这几座封土墓散布于牡宜坝子南部的

农田间，形制和结构相近，均是于平地挖浅

坑作为墓室，墓底中部挖腰坑；墓室底部栽

木桩以支撑椁室；棺椁放置好后，再用黑

膏泥掺入大量大石块砌于椁室四周和顶部，

最后用土堆筑其上，形成封土堆。随葬品

以铜器、漆木器为主，另有铁器、金器和玉

器等，其中铜器中有不少鎏金的。出土器物

既有汉式器物，也有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器

物，其中铜鼓器形大，制作精致，是目前已

发现的石寨山型铜鼓中级别最高的。因M5

出土五铢钱，可知其年代在西汉中晚期或之

后。发掘者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墓葬规格，判

断这几座墓是汉代句町国贵族或王族的墓

葬，应当可信。另据有关资料，在这些封土

墓的周围，近百年来曾陆续出土过铜鼓、铜

筩、铜卮杯以及各种铜兵器、铜工具和玉玦

等遗物。在附近白崖脚下的台地上，还清理

过一座土圹墓，出土立耳铜釜、竖銎铜钺、

竖銎铜锛、宽叶形铜锄以及凹口铁锸等随葬

品[17]。可见，此处应是句町国的一处规模较

大的墓地，且年代涵盖西汉中晚期。

不难看出，广南牡宜清理的句町墓葬

特别是贵族墓在形制和构筑方式上均较为独

特，明显不同于汉式墓。另外，出土的遗物

中虽有不少汉式器物，但土著文化器物仍然

数量较多，其中包括象征权力和地位的铜鼓

以及铜羊角钮编钟等重器。这就说明，西汉

中晚期以后的句町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

依然保持自身诸多文化特点，无大面积“汉

化”的迹象；而且，其活动中心仍在广南一

带，没有向益州或其他地区转移。由此也就

可进一步判定，个旧黑蚂井墓地与汉代句町

尤其是句町贵族没有关系，不仅时空关系不

符，而且文化面貌及特征与广南牡宜发现的

句町遗存也存在较大差异。

三、黑蚂井墓地所葬人群的
身份及来源

“句町论”一文主张按随葬贵重器物的

多寡对黑蚂井清理的墓葬进行分类，并通过

与有关资料比较，推断出土大型刻纹铜器的

墓葬规格最高，墓主身份相当于两千石左右

的官员或县尉、郡守掾属一类的人物；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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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件以上铜器皿的墓葬次之，墓主身份相当

于六百石左右的贵族；出土精美漆器和玛瑙

之类奢侈品的墓葬，其墓主也非平常百姓。

进而指出，如果墓地属于主要从事采矿及矿

业经济的人群，显然不应出现刻纹铜器等如

此多的等级高贵的随葬品；相反，以大量精

美的贵重物品以及较多的武器作为随葬品，

“反映出墓主主体应为当地的军政统治阶

层”，属“控制当地资源财富的统治者”。

这一论断未考虑两汉时期社会构成和丧葬制

度的实际情况，也忽视了墓地所在区域的地

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等因素。

在汉代，除了贵族和官僚，平民阶层

中富有的商人、工场主也往往因拥有雄厚的

经济实力而成为社会的强势群体，即所谓的

“豪族”[18]。从许多文献记载看，这些富可

敌国的大工商业者动辄资产巨万、巨亿，过

着与贵族、官僚一样的奢阔生活。在丧葬方

面，当时厚葬之风盛行，富商巨贾们自然

也不甘落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无

势位而有资财者，亦竞为奢侈”[19]。两汉时

期，朝廷曾多次下诏禁止厚葬，从一些诏书

的内容也可看到，很多豪富家庭在丧葬问题

上僭越制度而追求奢靡[20]。那么，考古发现

的高规格汉墓中，显然有不少应与这部分人有

关，而不一定都属贵族或官僚。黑蚂井墓地所

在地点较为偏僻，既不是郡县治所和交通要

道，也无适合人类定居从事农耕的自然环境，

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贵族和官僚死后埋葬于此。

相反，这里及附近是重要的矿区，两汉时期因

铜、银、锡、铅等金属矿的开采而出名[21]，加

上墓地东北约几公里处的冲子皮坡曾发现一

处规模较大的汉代冶炼遗址[22]，随葬品又见锡

饼、铅锭、铜块、炼渣等与矿冶有关的遗物，

所以判断被葬者为主要从事采矿及矿业经济的

人群，无疑是最为合理的。需要说明的是，在

黑蚂井墓地及冲子皮坡冶炼遗址的发掘中，未

见有与官营手工业有关的迹象，另外两汉时

期除铁、钱之外的金属冶铸业一般也都未实

行国家垄断，故该人群很可能以私营工商业

者为主[23]。而大规模的矿冶生产需要有充足

的资金投入，同时又不断创造丰厚的利润，

因此从业者中历来不乏富人，特别是那些矿

主、工场主以及一些重要的管理人员，毫无

疑问都是身价不菲的富豪。

秦汉时期，因开拓边地而致富者为数不

少[24]。地处中国西南的云贵高原矿产资源十

分丰富，汉武帝开西南夷后，亦很快引起各

地工商业者的注意。由文献记载可知，汉代

云贵高原的很多矿产已为外界熟知并得到了

不同程度的开发[25]。就黑蚂井所在的个旧地

区而言，不仅有多种金属矿见于《汉书》等

文献中，而且还发现规模较大的汉代冶炼遗

址，说明当时这里的矿冶业已相当成熟和发

达。这里要指出的是，矿冶经济的繁荣离不

开众多工商业者的参与，同时也因人力需求

而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此种情形

在汉代已很普遍，相关记载不少[26]。虽然文

献中不见这个时期个旧地区从事矿冶业的人

口构成情况，但不难想见，亦应以外来移民

为主。关于这一点，还可从明清以来滇矿的

开发中得到一些启示。如清代云南投资矿冶

者就大多为外省大商巨贾，“每开一厂，率费

银十万、二十万两不等”；劳工亦“非独本省

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

求生活”[27]。个旧矿区自不例外。康熙《蒙

自县志》卷三《厂务》条曰：“个旧为蒙自

一乡，户皆编甲，居皆瓦舍，商贾贸易者十

之八九，土著无几”。又曰：“四方来采者不

下数万人，楚居其七，江右居其三，山陕次

之，别省又次之”[28] 。

从考古资料看，黑蚂井墓地和冲子皮坡

遗址均出有汉代岭南地区流行的一些器物，

如錾刻纹铜器、几何印纹陶器等。尤其是黑

蚂井墓地，所出岭南风格器物数量及种类之

多，在云贵高原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清理的

墓葬在形制、葬俗甚至随葬品的摆放方面亦

与岭南汉墓有密切的联系，由此可以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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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个旧地区的矿冶业移民有很多可能都来

自于岭南。“句町论”一文认为，黑蚂井墓地

出土大量岭南风格器物是贸易交换的结果，

显然忽略了人群迁徙这一重要的文化传播途

径。其实，两汉时期个旧地区与岭南之间的

贸易往来固然值得重视，但商贸的开辟也是

以地区间的联系尤其是人群移动为基础的，

没有岭南移民西迁个旧地区并对当地矿产资

源进行开发，两地间频繁的往来及大规模的

贸易也就不大可能出现。至于这一时期岭南

与云贵高原的交通以及具体的移民线路，笔

者此前已做过探讨[29]，此处不再赘述。

黑蚂井墓地出土印章及铜器上的“赵”、

“董”等姓氏资料，很值得关注。《后汉

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孙述时，

（牂柯郡）大姓龙、傅、尹、董氏，与功曹

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可

知两汉之际，董氏为云贵地区颇有影响的大

姓之一。赵氏不见于文献记载，但贵州清镇

汉墓曾出土过“赵千万”铜印[30]，想必墓主

也是富豪一类的人物。这表明，在两汉时期

个旧地区的矿冶经济开发中，不排除有地方

豪族即所谓“南中大姓”的身影。而这一点

如果能进一步确认的话，对认识汉晋时期南

中大姓的来源和形成，无疑很有意义。其至

少可以提供以下线索和启示：其一，南中大

姓中的一部分人与岭南移民之间可能存有千

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最初就是由岭南地区迁

入的；其二，南中大姓的形成和壮大，除了

政治、军事等各种因素外，还与他们对当地

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的控制及开发有很大的

关系。任乃强先生在谈到汉晋时期滇东北朱

提大姓时曾指出：“由于银、铜诸矿招诱，内

地移民早于秦汉世已多有来此立业兴家，少

数人因此逐步成为地方著姓”[31]。所强调的

正是矿产资源在云贵高原早期外来移民出现

及地方大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汉武帝开西南夷后，虽然在当地推行

郡县制统治，但各种战乱尤其是土著族群的

反抗活动始终延绵不绝。有学者对两汉时期

西南夷地区发生的军事镇压与政治招徕事件

进行过梳理，其中规模较大而见诸文献的就

不下十次[32]。在这种形势下，不仅官府重视

军事调集和训练，并强化寓农于兵的屯戍政

策，很多地方豪族大姓也聚众结垒，组织、

建立自己的私人武装。以前引《后汉书》所

记公孙述时牂柯大姓保境为汉一事为例，这

些人之所以能据守一方自保，除政治和经济

实力外，还应与手中掌握一定的武装力量是

分不开的。从考古发现看，云贵高原的很多

汉式墓都随葬有兵器。如1976～1978年间贵

州赫章可乐清理的39座汉人甲类墓中，出有

剑、刀、矛、弩机、镞、镦等各类铜、铁兵

器或配件60余件[33]。又如云南昆明羊甫头[34]

以及贵州清镇、平坝[35]等地清理的汉墓，随

葬品中也有剑、刀等铁兵器。我们不否认这

些墓葬多与官吏或军人有关，但也不排除墓

主中有地方豪族及其从属的可能。黑蚂井墓

地同样出土不少兵器，“句町论”一文以此

作为判断墓主身份为军政人员的依据之一，

但若结合上述历史背景来考察，便可发现出

土兵器与被葬人群属矿冶业人群其实并不矛

盾。黑蚂井墓地规模大，沿用时间长，可知

经过长期开发，这些从事矿冶及相关产业的

人群在当地已形成一个稳定而庞杂的移民社

会。他们当然也要面对各种外部威胁，同时

还需维持内部秩序，因此一定程度的武装化

是避免不了的。这一点与官府组织的屯戍以

及一些地方豪族开展的武装自保活动，在成

因和做法上都是颇为相近的。

四、余    论

探讨墓葬族属及墓主身份，是考古学

研究中十分重要也是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

两汉时期云贵高原族群众多，并存在汉夷杂

处的局面，因此考古中对墓葬及有关遗存族

属的讨论尤为令人关注。不过从实践看，在

缺少像“滇王之印”这类明确证据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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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古遗存的族属作出最可能接近史实的推

断，仍需不断思考和总结。

如众所知，族属研究并不是考古遗存

与文献记载在时空关系上的简单对应，而须

建立在对二者深入、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

然而，有关汉代云贵高原的文献记载多比较

简略，人们对当时的历史了解很有限，包括

对文献中提到的古族、古国的地理位置及分

布，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情况

下，笔者认为族属研究的重点应主要放在考

古材料的梳理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上，只有

对考古遗存或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分布及其

特征和内涵等有较深入的认识，方可结合文

献记载及相关理论进一步做族属的推断。在

此过程中，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注意。首先，

对考古材料的梳理，必须全面而系统。众所

周知，不能详尽占有并认真消化所研究的材

料，就很难真正理解和认识它们，也就无法

做到“论从史出”和言之有据。以族属研究

中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分析为例，俞伟超先

生就曾指出：“要全面了解某一文化中的不

同的文化因素，不能只分析某一项目的内

容，而应该尽可能地分析所有项目的内容。

否则，得到的认识就会有片面性”[36]。该论

述所言极是，其实际上就是强调研究材料的

完整性，要求在研究中不遗漏材料，更不能

选择性地运用材料。其次，在考古材料梳理

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中，比较的视角不可或

缺。具体而言，就是不能孤立地看待所研究

的对象，而应将之放到更大范围乃至整个云

贵高原两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中进行考

察。因为只有通过广泛的联系和比较，才可

以更清晰地认识该遗存或文化的特征及属

性，同时也能观察到其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

及在整个文化谱系中位置。这对分析、判断

其族属，无疑是很有帮助的。当然，这需要

对一定时空范围内的考古资料有较全面的把

握，并对文化谱系有所梳理。再次，对考古

学文化的研究而言，仅关注陶器、铜器这些

物质文化因素是不够的，那些能够反映社会

关系和人们精神意识的文化因素如葬制、葬

俗以及某些装饰艺术等，同样应当重视并加

以分析。大量资料和研究表明，族群文化中

与日常生活和生产有关的内容很容易接受外

部影响而发生变化，而与社会制度、观念信

仰有关的因素一般多较为稳定，尤其是后

者，对识别不同民族往往具有“标识性”和

“根本性”的意义[37]。因此，加强这类文化因

素的分析，不仅可丰富对考古学文化内涵的

认识，而且对族属的探讨更具有重要意义。

族属研究离不开对当时族群分布的分

析。这里要强调的是，对基于文献史料的历

史学研究成果，研究中既当予以重视，又需

多加比较和辨识，特别在一些重要问题上，

不可只听一家之言。此外，两汉时期云贵高

原族群众多，古国林立，因此在考察某些族

群的分布尤其是活动中心时，整体观非常重

要，即眼光不能仅限于其自身，而须同时考

虑其他尤其是周围主要族、国的空间位置，

否则很容易出现“越界”的推断。当然，由

于迁徙等原因，族群分布会呈现出动态的变

化，并可能出现犬牙交错甚至“飞地”的

情形。对此需做具体分析，但要判断是否为

“移动”的文化遗存，必须有可供比较的考

古材料。

对黑蚂井墓地这类汉文化遗存的族属进

行争论，在以往云贵高原的汉代考古研究中

很少见到。如前文所述，这里涉及所谓西南

夷土著族群“汉化”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

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从

整体来看，民族融合始终是中国古代历史发

展的主流。但也应承认，在某些特定时期和

特定区域，情况却往往非常复杂。由于地理

环境较为特殊，加上族群结构、文化传统等

方面的原因，古代云贵高原在“中原化”或

“汉化”的进程上较之四川盆地以及岭南等

地，要缓慢而曲折的多。毋庸置疑，汉武帝

开西南夷后，随着郡县制的推行以及对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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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逐步展开，云贵高原的社会文化发生

了剧烈变迁。但应当指出，这种变迁主要是

就地理区域而言的。由于汉王朝的“羁縻”

政策及其他各种原因，对当地西南夷土著族

群来说，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均

无充足证据表明当时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汉化

或与汉人融合的情况。相反，很多部族长期

保持自身的族群认同和文化传统。从东汉至

两晋时期的南中历史来看，除汉族大姓外，

地方上始终存在不少势力较强的夷帅，另外

由于夷部众多，普通百姓的户籍也有“汉”、

“夷”之分[38]。在人口构成比例上，以云南

为例，更是到了明代中晚期，经过明王朝不

断的移民实边后，当地汉族人口才超过少

数族[39]。所以，在云贵高原的汉代考古研究

中，一方面要关注当地的中原化进程问题，

但另一方面，在具体研究尤其是判断某些遗

存的族属时，应审慎运用“汉化”的概念，

不可贸然下结论。

注  释

[ 1 ] a.个旧市博物馆：《个旧黑蚂井东汉墓清理简

报》，《云南文物》第39期，云南省博物馆《云

南文物》编辑部，1994年。

  b.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个旧黑蚂井古

墓群》，《云南文物》2000年第1期。

  c.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个旧黑玛井古

墓群发掘报告》，见《云南考古报告集》（之

二），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

  d.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

治州文物管理所、个旧市博物馆：《个旧市黑

蚂井墓地第四次发掘报告》第162页，科学出版

社，2013年。

[ 2 ] 杨勇：《论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及其相关问

题》，《考古》2015年第10期。

[ 3 ] 吴小平、李冀源：《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性质

的探讨》，《考古》2016年第10期。该文关于黑

蚂井墓地年代的描述前后有三种，分别为西汉

晚期至东汉初、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西汉晚

期至东汉前期，这里采用文章前言中的说法。

[ 4 ] 据《个旧黑蚂井古墓群》等资料，墓地现存面

积约2万余平方米。1989年首次发掘前，墓地

北面山头相当一部分已被采矿破坏，大量文物

流失，仅存南半部的墓地。 

[ 5 ] 杨勇：《云贵高原汉式土圹墓的初步考察》，见

《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

社，2012年。

[ 6 ] 杨勇：《云贵高原西南夷文化遗存中铜釜的考

察》，见《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

社，2016年。

[ 7 ] a.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

《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

2期。

  b.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赫章可乐二○○○

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 8 ] 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

究》第352～355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 9 ] 羁縻政策也并非是一以贯之的，如新莽时期和

东汉初期就曾对西南夷土著族群进行过大力

打压。但总体来说，受地理等因素的制约，两

汉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的统治主要还

是限于郡县治所和交通线路附近，对当地土

著族群很难形成直接的控制。

[10] 参见童恩正：《人类与文化》第295～298页，重

庆出版社，1998年。

[11]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

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2]  a.蒋廷瑜:《西林铜鼓墓与汉代句町国》，《考

古》1982年第2期。

  b.杨帆：《中国南方古代民族》第186页，云南人

民出版社，2014年。

[13] 蒙默：《僰为僚说—兼论古代西南地区的濮

人与昆明》，见《南方民族史论集》，四川民族

出版社，1993年。

[14] 方国瑜：《两汉经略西南：郡县设置与行政统

治》，见《方国瑜文集》（第一辑）第182～212

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

驮铜鼓墓葬》，《文物》1978年第9期。该简报

认为西林铜鼓墓属西汉早期墓葬，与当时的

句町有密切关系，墓主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后

来，蒋廷瑜又就此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参见注

释[12]a。

[16] 杨帆、何林珊：《云南文山州广南县牡宜句町贵



杨勇：再论个旧黑蚂井墓地所葬人群的族属及身份

· 99（总 459）·

族墓地》，见《201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

出版社，2012年。

[17]  a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边境地

区（文山州和红河州）考古调查报告》第

123～125页，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年。

  b.杨帆：《中国南方古代民族》第188～196页，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

[18] 瞿同祖著，邱立波译：《汉代社会结构》，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7年。

[19] 吕思勉：《秦汉史》第5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

[20] 参见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第82、83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1] 《汉书·地理志》载：“贲古，北采山出锡，西羊

山出银、铅，南乌山出锡”。《华阳国志·南中

志》载：“贲古县山出银、铜、铅、锡”。贲古为

汉益州郡二十四县之一，个旧正位于贲古县境

内。

[22]  a.胡振东：《云南发现古冶炼遗址》，《文物》

1994年第5期。

  b.戴宗品、张宗凯：《个旧冲子皮坡冶炼遗址

发掘简报》，《云南文物》1998年第1期。

[23] 黑蚂井M5出土多枚“大泉五十”铜钱，其中有

两枚疑似范母（参见注释[1]a），或说明当地有

铸造钱币的情况。不过，新莽时期币制混乱，

很多人为牟取暴利而从事盗铸活动，且屡禁不

止（参见徐承泰：《两汉货币的私铸》，《江汉

考古》2000年第2期）。黑蚂井地处偏远，当时

西南地区政局又较动荡，此处若有铸钱活动，

更不大可能与官营有关。

[24] 参见吕思勉：《秦汉史》第478、479页，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5年。

[25] 参见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第143～148

页，天地出版社，2000年。

[26] 如《盐铁论▪复古》：“大夫曰：……往者豪强大

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

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

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

成奸伪之业”。又如《后汉书▪循吏列传》记建

武中卫飒为桂阳太守，“耒阳县出铁石，他郡

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遂招来亡命，多

致奸盗”。这里要说明的是，汉武帝时开始实

行的盐铁官营虽一度压制了民间工商业的发

展，但后来地方势豪鼓铸盐铁并未被完全禁

止（参见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一

卷第174、17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

尤其是在进入东汉以后，该政策更是逐步松

弛直至废止。由政府控制的盐铁产业尚且如

此，民间对铜、锡等矿产的开发情形就更不难

想见了。

[27]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

第一卷第339页，三联书店，1957年。

[28]  [清]李焜：《蒙自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

乾隆五十六年抄本，1967年。

[29] 同[ 2 ] 。

[30]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至宋墓发掘

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31]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

注》第280页注释[ 5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32] 同[14]。

[33] 同[ 7 ] a。

[34]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昆明羊甫头墓地》

卷三，科学出版社，2005年。

[35] a.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

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b.同[30]。

[36] 俞伟超：《楚文化的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分析》，

见《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

年。

[37] 这一点在现代民族识别中依然如此，例如对海

南岛苗族族属的辨别，有学者就提出，“首先

由信仰入手，然后旁及其他因素，因为思想信

仰这一层面具有最高的稳定性和生命力，蕴藏

着这个民族最多最明显的文化特征”。参见容

观夐：《海南省苗族族属问题》，见《中国的民

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年。

[38] 方国瑜：《汉晋时期在云南的汉族移民》，见

《方国瑜文集》（第一辑）第303～354页，云南

教育出版社，2001年。

[39] 张增祺：《云南古代的汉民族及汉文化（续）》，

《云南文物》第19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文

物》编辑部，1986年。

（责任编辑  黄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