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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凝视本土 重构记忆

史记 SHIJI

本报在 2015 年 5 月 22 日 10 版报道
过查海遗址发现谷物酒。内容如下：

位于阜新的查海遗址博物馆展出
30 多个 8000 年前先民喝酒用的陶杯。
这些陶杯，主要是以红褐、灰褐色为主。

专家介绍，当时的酒是用粟酿出来
的，酒的度数最高只有十几度，产量也较
少。查海遗址还发现了57个窖穴，其中
室内窖穴23个，室外窖穴34个，有一部
分窖穴就是用来存储谷子的。这说明当
时的谷子产量丰厚，人们的生活也是安
居乐业。

专家推测，谷物用窖穴存储易受潮
发霉、发芽。一个偶然机会，查海先民突
然发现有的谷物发生了变化，在一些窖
穴里渗出了液体，这些液体气味十分香
浓，大胆的先民品尝之后十分喜欢。这
些液体就是最早出现的“谷物酒”。渐渐
地，查海先民认识并且掌握了谷物发霉、
发芽成“谷物酒”的现象，并逐步运用这
一现象而主动实践酿酒，开启了谷物酿
酒的历史新时期。

研究发现，查海先民很可能掌握了
两种酿酒方式。

第一种酿酒法就是查海先民把要酿
酒的谷物用陶罐盛装放到窖穴中，再用
窖穴里的土灶蒸煮谷物，蒸煮完毕即放
在窖穴周围发酵酿酒。

另一种是大批量酿酒方法。就是事
先在窖穴底部灶内生火来提高窖穴的

“室温”，这种经过高温火烧过的地面坚
硬而且不易渗漏，同时还达到高温消毒
灭菌的目的，保证酿出酒的品质。等到
窖穴达到一定温度后，查海先民就把准
备好的谷物放入窖穴，在谷物中还会加
入以前发酵好的谷物，利用窖穴的余温
提高发酵效果和速度，这样的酿酒方式
可以一次性放入较多谷物，出酒量也会
大大增加。等到谷物发酵好之后再盛入
陶罐，适量加水密封浸泡出酒，这也是更
为简单、易行、高产的谷物酿酒方法。

据介绍，在发现的窖穴内，里面的积
土都是黑灰色，此外还含有少量的红烧
土及炭屑。经过分析发现，这竟是原始
酿酒的“窖泥”和残存发酵谷物的混合
土，历经8000多年形成的，十分珍贵。

让人兴奋的是，现代人的酿酒方法
与谷物窖藏发酵成酒的历史息息相关，
而这可以追溯到 8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
代的查海地区。

8000年前“查海人”
酿出我国最早的酒

“酒作为珍贵神奇的圣物，首先
要奉献给上天、神明和祖先享用，而
盛装酒的器皿在夏商时期使用青铜
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则使用特殊
制作的陶器来表示对神明和祖先的
敬意。此次发现的用于盛酒的熊陶
尊，是史前祭祀所用的祭祀之器。”
研究者一直强调。

在他们看来，原始宗教起源于
新石器时代，而红山文化时期的原
始宗教信仰更是达到了神权管理
的新高度，浓郁的敬天崇祖信仰导
致了发达的祭祀活动。红山文化
时期的先民们对于天地、神明、祖
先的敬畏和崇拜是当时最重要的
思想内涵。邵国田和王冬力提出：

“祭祀的媒介不仅有唯玉为礼、唯
玉为尊、通天敬神的玉器，也有人
类赖以生存的畜肉、五谷、百果之
类的食物，更离不开汲取天地精
华、珍贵稀缺的酒。”

他们认为，熊陶尊作为红山文
化时期祭祀时盛装珍贵酒的器物，
是经过特殊设计制作的。用象征力
量、威严、形象逼真的熊来表达庄重
神秘的氛围和尊敬虔诚的心境，从
而使先民们满足祛病除灾、风调雨

顺、丰衣足食、部族昌盛的愿望，并
祈求这一愿望成真。

深入研究离不开借助现代科学
手段采样化验。在世界范围内，在
新石器时代已见酒的发现，在我国
也有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的出土
资料。目前，河南贾湖遗址发掘出
土的碎陶片上面的固体残留物，根
据化验分析和碳十四同位素年代测
定，其年代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
前5800年。此外，阜新查海文化遗
址发现 8000 年前古人喝酒用的陶
杯，专家推测当时人们喝的可能是
谷物酒，但并未发现实物。

“这次得出红山文化有果酒的
结论，但要继续研究下去，还得靠科
学检测。”王冬力期待，随着进一步
田野考古发掘和科学检测等自然科
学手段的不断介入，相信红山文化
以后会有更多的有关酒的资料被发
现或被证实。

他告诉记者：“通过对已经发现
的红山文化陶器中一系列酒具的认
定，我们似乎已预见到红山文化不仅
有果酒，还应该出现粮食酒，期待这一
假定尽快通过检测成果加以证实。”

（本文照片由德辅博物馆提供）

红山先民会用粮食酿酒吗？

朝阳发现新石器时代熊陶尊，最新研究表明

五六千年前红山先民能酿水果酒
□本报记者 侯永锋

收藏于朝阳市德辅
博物馆的熊陶尊接连带
来惊喜：先是经专家鉴定
被认定来自新石器时代，

属红山文化时期的陶礼器，后经现
代科学手段检测发现，其内壁的沉
积物中含有水果酒的元素。专家
认为，在红山文化中期和晚期，制
酒业比较发达。这与红山文化鼎
盛时期出现文明“古国”，形成森严
的等级制度、完整的“祀制”和祭祀
活动频繁等研究成果相印证。

核心
提示

这件器物乍看上去有些“其貌不扬”——夹砂红褐陶质，外敷细泥，火
候不均匀，有大块灰色斑块，整体圆雕呈立熊形，被著名考古学家、“红山
文化第一人”郭大顺先生定名为熊陶尊。

然而，当这件来自红山文化时期的文物被权威机构检测后，结果令人
咋舌：其内壁的沉积物中居然有水果酒的元素。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红
山文化牛河梁遗址被发现以来，这个以神权为主导的“古国”里有没有酒
的存在，是一直困扰学术界的重要课题。虽然在红山文化东山嘴祭祀遗
址处发现了一系列的三足小陶盅，但并不能直接证明红山先民的生活中
出现了酒。

“2018年的这份检测报告，确凿无疑地回答了这一备受关注的问题，首
次证明红山文化时期已经能够生产水果酒。”作为文物的收藏者，朝阳市德辅
博物馆馆长王冬力说，“五六千年前，红山人专用祭祀之神器——熊陶尊来
盛酒以祭祀神灵。”

朝阳市有一条著名的文化街叫
慕容街，街上的德辅博物馆颇有名
气。2017年11月，当省文物局组织
的文物鉴定小组对这里的馆藏文物
进行鉴定时，一件夹砂红褐陶熊形
尊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这件文物名为“熊陶尊”，2016
年被德辅博物馆收藏。2017 年 8
月，由郭大顺先生定名并断代，认为
这件文物来自红山文化时期（距今
6500年至5000年）。

熊陶尊个头不算大，通高6.6厘
米，腹部最宽6.2厘米，通长12.2厘米，
口最大径4.6厘米。但器物造型十分
独特，整体呈立熊形，尊口位于熊脊
部，下有4个粗壮的足，熊吻前伸，鼻
部翘起，嘴紧闭，双目为细三角形。

尽管是征集于民间，但收藏时
熊陶尊体内还是原装土，这样就保
存了一部分信息。省文物局文物鉴
定小组认真鉴定后共同认为，这件
夹砂红褐陶熊形尊是一件辽西一带
新石器时代的陶礼器，属红山文化
时期，“拟推荐一级文物”。

在德辅博物馆名誉馆长、内蒙古
自治区敖汉旗博物馆原馆长邵国田
看来，熊陶尊的塑造技艺十分高超，
熟练地掌握了熊的头、身体和四肢的
比例关系，形象与神态追求写实，在
高度写实的基础上加以神化，显示了
史前艺术大师们高超的雕塑水平，是
五六千年前祖先聪明智慧的结晶。

将这件藏品置于史前文化的大
背景下，邵国田认为，熊陶尊是红山

先民“熊崇拜”的体现。结合出土文
物与考古文献，从兴隆洼文化到红
山文化均有熊的资料，均可见熊的
出土实例，“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将熊
视为位置很高的神来崇拜”。

“尤其是在红山文化时期，熊成
了红山人不可替代的图腾。”王冬力
说，“迄今为止，有出土的地层关系的
红山文化熊资料仅见于牛河梁遗
址。女神庙遗址曾出土了真熊下颌
骨泥塑和熊爪、熊吻部和下颌骨残
件，而且熊雕塑出土于女神庙中室的
顶部。在这样神圣的庙里竟有熊神
的尊位，这说明熊在红山人生活中有
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有学者甚至
认为红山先民即为‘有熊氏’，也就是
黄帝一族，有一定的道理。”

熊陶尊可能与“有熊氏”关系密切

从民间征集到熊陶尊后，邵国
田研究推测，此尊应该为供奉在神
庙，祭祀时盛装珍贵液体的器具。

那么，熊陶尊所盛的“珍贵液
体”是什么呢？经郭大顺先生提议
并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将熊陶尊实物送至该所的化学
实验室后，由赵春燕研究员现场取
出尊内壁附着物样品两份，并会同
瑞士步琪公司实验室和清华大学化
学实验室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检测
实验工作。

2018 年 3 月 22 日，检测出结
果：这件熊陶尊陶壁上所附着的沉
积物是由水果发酵而产生的酒的凝
结体，也就是说此尊盛过水果酒。

这是首次以实物证据证明红山
文化有果酒。这一检测结果令人兴

奋。因为红山文化时期是否有酒存
在，一直是学者们关注而找不到确
凿证据的重要课题。

由此，邵国田和王冬力初步得
出结论：“这一发现十分重要，至少
证明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红山文化
时期，生活在辽西的先民们就能够
酿造果酒，或用于供奉祖先。也有
一种可能便是巫觋们作法所饮用的
必备品，在酒精的作用下，精神亢奋
的巫觋才能施法以沟通天地。因
此，人们将酒又奉为神物，是巫觋沟
通天地、敬奉祖先的介质之一。”

既然“熊陶尊在祭祀时里面盛放
的是某种果酒”，那么在新石器时代先
民们究竟是用哪些水果作为原料酿酒
呢？研究者将辽西地区生长的水果中
有机酸分别与熊陶尊内壁附着物的检

测结果进行比对，有了进一步的发现。
“我们的结论是，熊陶尊中盛装

的是人工采摘收集到的水果经过发
酵而获得的珍贵、神圣的酒。酿酒
原料当为山楂、梨、山枣、桃、李子、
山杏和沙棘中的一种或几种。”邵国
田和王冬力认为，“以上列举的辽西
地区自然生长的野果种类多数现在
仍存活于山野中。在距今五六千年
以前，辽西地区的生态环境要比今
天好得多，年降水量、年平均温度和
植被覆盖率都比现在高，生长着宜
于酿酒的各种野果。此时的先民虽
有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但渔猎与
采集业仍是他们获取生活资源的主
要手段，这便很容易将采摘多余的
水果加工成酒，从而促使制酒业的
出现。”

酿酒的原料是当地的野果

这一重要发现，填补了红山文
化时期“酒”研究的空白。

从熊陶尊是盛酒器这一关键点
出发，检索已发表的或未发表的其
他考古文献中与酒相关的器物，研
究者试图深入探究红山文化制酒业
的大致轮廓。

在近年的辽西地区新石器时
代考古调查和发掘中，虽然迄今
尚未见有关酒的直接证据的化学
成分材料出土，但邵国田和王冬
力却从一些器物尤其是红山文化
的陶器中得到启示，因为“有一些
器物明显是盛储或饮用珍稀液体
的酒具”。

经过深入研究，二人将这些器
物分为几类：饮酒具，如东山嘴遗
址祭坛上摆放的数件三足小陶盅，
应是为摆放于祭坛时使之更加平
稳而设计；分酒具，如在敖汉旗兴
隆沟遗址采集的提梁彩陶壶，以及
征集到的泥质红陶短细流提梁壶，
此类器物只有一个进出口，应与漏
斗配套使用；温酒具，如在敖汉旗
采集的彩陶敛口罐，底沿加三足当
为加温所设；储酒具，如牛河梁遗
址出土的带盖彩陶瓮（罍），是为储
存易挥发的液体状态的酒类饮料

所设；酿酒具，如在敖汉旗老虎刺
包遗址采集的泥质灰陶漩涡纹大
瓮，其中一件复原后被一家酒文化
博物馆收藏。

深入分析后，邵国田和王冬力
认为：“这些与酒相关的陶器群直观
地告诉我们，红山人制酒业已成体
系。随着族群人口的增多、礼制的
完善、神权社会的确立，原始宗教的
礼制化宗教活动愈加频繁，社会分
工愈加明显有序，酒的需求量也空
前增多，反过来又催生制陶业的发
展。酒具的系列化是陶器品种多样
化的具体表现。”

研究者还发现一个不可忽视
的现象，即红山文化的陶器出现有
肩器，如瓮、罐等。他们推断：“这
是一改此地区几千年不变的筒形
罐之习的制陶业划时代的进步，这
种进步的制陶技术很可能受到来
自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出现小
口有肩的深腹陶器，更有利于制酒
业的发展，如酿酒需要厌氧的环
境，有了圆肩小口瓮就能达到高效
的酿酒技术，储酒也需加盖以防挥
发。这些陶器因制酒而催生，又因
陶器器形的改变，为制造大量的酒
创造了条件。”

红山文化出土大量陶制酒具
证明当时酿酒技术较成熟

辽西地区出土的史前时期酒具。

郭大顺在鉴定熊陶尊。

德辅博物馆收藏的熊陶尊。

(上接第四版)

运用巡视整改成果
着力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巡视既是治标之举，也是治本之策。被巡视
党组织要综合运用巡视成果，既着力解决具体人
和具体事的问题，也着力解决体制机制制度问题，
把巡视标本兼治战略作用发挥好。一方面，要拿
出“当下改”的举措，集中解决巡视发现的突出问
题，对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分清问题性质，精准把
握政策，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依规依纪
依法处置，做到件件有着落。对顶风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要立行立改，严肃处理。对群众身边腐
败和作风问题，特别是脱贫攻坚中的腐败问题、黑
恶势力背后的腐败问题、落实惠民政策中的腐败
问题，要及时查处，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另一方
面，要完善“长久立”的机制，举一反三、延伸拓展，
深化改革、补齐短板、完善制度。巡视反馈的许多
问题，仅靠老办法、老套路不行，必须解放思想，创
新思路、举措、机制，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加强权
力制约监督，一体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
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巡视整改落实是
“四个意识”的试金石

中共中央印发《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上接第八版）
（七）经费管理。各级政府要将干部教

育培训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保证工作
需要。加大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经费投入力
度，地方各级党委可以使用留存的党费组
织培训基层党员干部。中央财政加大对革
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一
般性转移支付力度，财政困难地方可以统
筹使用自有财力和上级转移支付开展干部
教育培训工作。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经费管
理，完善有关规定，厉行勤俭节约，保证专
款专用，提高使用效益。

（八）理论研究。加强干部教育培训重
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深入把握干部成
长规律和干部教育培训规律。推动设立干
部教育学二级学科。办好干部教育培训专
业期刊，搭建研究交流平台，促进成果转化
应用。

六、健全培训制度体系
（一）完善需求调研制度。牢固树立按

需培训理念，突出组织需求和岗位需求，把
需求调研贯穿训前、训中、训后全过程。建
立健全干部教育培训与干部选拔、管理、监
督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健全完善干
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与培训机构、干部所

在单位之间的协调会商机制，精准把握培
训需求，共同制定实施干部培训培养计划。

（二）健全组织调训制度。完善调训计
划申报制度，加强统筹协调，严格审核把
关，避免和防止多头调训、重复培训、长期
不训等问题。严肃调训纪律，建立健全调
训情况通报制度，完善点名调训和补训制
度。对5年内没有参加党校（行政学院）、干
部学院系统理论教育和严格党性教育的领
导干部，及时进行补训。探索“错峰”调训
和分段式培训，缓解工学矛盾。

（三）健全教学组织管理制度。加强干
部教育培训全流程精细化管理。推行培训
项目负责制。建立健全培训机构集体备
课、教学督导、评价反馈等制度。建立健全
跟班管理制度。注重发挥学员党支部和班
委会作用，强化学员自我管理。加强培训
管理队伍建设，注重对跟班联络员、组织员
（班主任）的教育管理，建立健全培训管理
者培训制度。

（四）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培训考核评价
制度。全面考核评价干部的学习态度和表
现、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党性修养和作风养
成情况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2020
年前制定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成效考核办
法。运用互联网等手段，开展党的理论、党

章党规党纪、履行岗位职责基本知识测试，
探索对干部在职自学情况进行考核。加强
干部选拔、培养、管理、使用工作的统筹，对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中长期主体班次强化
跟班考察，通过开展谈心谈话、学员相互评
价等方式，了解学员表现，为培养、考察、识
别干部提供参考。完善培训情况登记、反
馈、跟踪管理等制度。

（五）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培训质量评估
制度。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完善质量
评估指标体系，全面推进干部教育培训机
构办学质量、项目质量、课程质量评估。
2020年前完成省市县三级党校（行政学院）
办学质量评估试点工作，2022 年前对省市
县三级党校（行政学院）评估一遍。完善项
目质量评估制度，健全由项目委托单位、参
训学员、培训机构等共同参与的评估机
制。完善课程质量评估制度，健全由学员、
教师（或者专家）、跟班管理人员、教学管理
部门等多方参与的评估机制。

（六）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督查
制度。重点围绕党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培训
工作的方针政策、重大任务等贯彻落实情
况定期开展督促检查和情况通报，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将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情
况纳入领导班子考核重要内容，开展选人

用人工作检查应当注意了解新提拔干部接
受教育培训情况。

七、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党建主体

责任，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纳入本地区本
部门本单位党的建设整体部署和工作规
划，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各级党委（党组）
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职责，及时解决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干部
教育领导小组或者联席会议要定期研究干
部教育培训工作，加强协调指导。

各级组织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切实履
行主管职能，加强整体规划、制度建设、宏
观指导、协调服务和督促检查。各级干部
教育领导小组或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各
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各地区各部
门各单位要围绕本规划提出的目标和任
务，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干
部教育培训规划或者实施意见，坚持分类
分级，抓好贯彻落实。

中央组织部要对本规划实施情况进行
督促检查，开展中期和5年总结评估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教育培训工
作，由中央军委根据本规划精神制定实施
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