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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0月 20日上午，我在帮助
长白山池南区调查漫江历史文化资源
时，在枫林村山坡上发现一件旧石器时
代的手斧。经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我
国著名旧石器考古专家陈全家先生鉴
定，这件长白山手斧距今约有五万年。

长白山手斧出土于漫江镇前进村与
枫林村之间路边山坡黄土崖头，这里距
长白山直线距离42公里。石斧的打制痕
迹清晰可见，用近于米黄兼淡绿色的火
山岩两面加工而成，双面与双边均匀对
称，体形完整，线条优美，略有使用痕迹。

10月20日早晨，我和调查组成员于
海民、李校、杨来革在松江河镇东北宾馆
吃完早饭，就向漫江出发。这天上午的
任务，是到枫林村观察长白山、望天鹅火
山、张草茂顶等高峰和锦江走势，确认武
木讷登长白山的路线。

于海民从未去过孤顶子木屋村，孟
吉祥开车，我们先顺路把于海民送到木
屋村拍照。我们继续向枫林村进发。由
于连续十多天我都是白天调查，晚上整
理图片并写考察书稿，每晚只睡三、四个
小时，白天一上车就睡觉。这一天，还是
如此。

8时31分，孟吉祥把车停在前进村
与枫林村中间的小岭顶部。一停车，我
马上醒来。从车窗向右一看，那不是个
石镐吗？绿莹莹的，斜置于两三块略带
紫红色的石块旁边。我打开车门，下车，
几步跨上去，哈腰细看，石器上面的人为
打制痕迹清晰可见，肯定是一件打制石
器，便将其捡到吉K00100号越野车副驾
驶位我的座下，并告诉陪同我的池南区
常务副区长李校和区水利局副局长杨来
革：“这是一件打制石器。”他俩不认识石
器，未置可否。

我们开始辨认长白山、望天鹅火山
和张草茂顶等高峰。长白山锁在云雾
中，只见其底部。望天鹅、张草茂顶、南
胞胎山、北胞胎山、红头山、双目峰、草平
山、四栋房等，尽收眼底。我画出草图，
杨来革标上名称。我们又在发现石器地
点周围寻找有无其他器物，均无所获，便
返回漫江周围继续调查漫江营寨遗址。

中午，李校安排另一辆车将于海民
接回漫江，我们会合。我请于海民看看
这是个什么石器。于海民接到手中一

看，极为兴奋，连说：“张部长太厉害了，
连石器都认识！”他说，这可能是个石镐
或砍砸器，是打制的旧石器，不是磨制的
新石器。这至少把长白山区人类文化史
向前提三四万年。什么名称，要请吉大
陈全家老师确定一下。这时，李校、杨来
革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连连祝贺。孟
吉祥说：“当时心想，这个老头儿，一块石
头也往车里划拉。没成想，还真是块宝
物。”

10月20日下午，在漫江吃完午饭，
我们又和于海民一起返回枫林村石器出
土处，拍摄一些照片。我用GPS测得该
地坐标：北纬 40° 57′ 976″，东经
127°31′920″，海拔935米。在附近
和周围寻找有无其他器物，均无所获。

10月24日下午，我用微信将石器图
片发给陈全家老师。他只打开一张图
片，就给我回电话，这应是手斧，是旧石
器时代的。年代，几十万年、十几万年、
几万年，都是它，要靠并出文物和地层等
进一步确定。陈老师表示，要尽快到现
场看看。

10月28日，我邀请陈全家教授到石
斧出土地考察。陈全家教授到现场看后
第一句话是：“对！应该是在这样的黄土
岗中出土。”这个地方，整个断崖，就是一
个基岩之上的黄土层。由于修路，此处
产生断崖开口。又由于雨水冲刷，黄土
不断脱落，手斧露出表面。这是原地，未
经移动。

陈全家老师在手斧出土处周围采集
3件旧石器打制石核，在附近采集到3件
新石器亚腰石锄等。孙仁杰采集到1件
黑曜石刀片。

11月2日，陈全家教授应我之请写
出《长白山手斧鉴定意见》。

11月3日，我向省委、省政府及省文
化厅、文物局报告了这一重大发现，并向
新华社吉林分社提供了这一重要发现的
新闻线索。11 月 4 日，新华社发出通
稿。11月5日，国内外难计其数的网站、
报刊、电台、电视台，均作报道，迅速成为
家喻户晓的特大新闻。

目前，长白山手斧正在进一步研究
中。

（作者为吉林省文史馆馆员、长白山
文化研究会会长）

长白山手斧的发现经过
□张福有

五万年旧石器时代的手斧，在吉林省
抚松县漫江镇被张福有先生发现，既是长
白山历史文化学界的大事，也是从事长白
山地质环境研究工作者的一件大事。

2014年，吉林省国土资源厅根据国
家的专项部署，在吉林省东部山区开展
大面积地质环境调查，长白山手斧的发
现地，正是我单位承担的调查工作区。

多年来，东北地区人类活动的时间
和地点，一直是从事自然科学、人文科学
专家学者追索的课题，吉林省内安图人
牙齿化石、榆树市2万年前人类腿骨、头
骨化石的发现，划定了吉林省人类活动
的具体历史时限。张福有先生发现的长
白山“石斧”，经过吉林大学陈全家教授
鉴定，确定为距今5万年的标准石斧。这
是长白山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发
现。通过张福有、陈全家两位专家的讲
述，使我对古人类生存及环境有了如下
思考：

石斧发现地是在漫江镇前进村与枫
林村公路的边坡上，此地在修建公路前，
曾经是一处黄土高岗，从公路的剖面及
边坡上看，基底是侏罗纪（1.3亿年）的火
成岩，有岩石风化土层、黄土层、灰黄土
层，从山岗上向四周看，视野广阔，土岗

后面是一处断崖，崖下有一眼常年流淌
的泉眼。在手斧发现地的附近，还发现
了几块不同类型的打制石器。

在地质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关系
上，地质环境决定了人类的生存条件。
水、安全、食物三大要素，是古代人类选
择栖息居住地的关键。长白山手斧发现
地，集三个要素于一地，堪称古代人类居
住的首选。

黄土山岗，是方圆十几里的最高处，
从岗上俯瞰周边，视野辽阔，可从远处发
现野兽，规避风险。岗后的石崖形成了
一道天然屏障，依崖而息，可防止野兽的
攻击。山岗下常年流淌的泉水、森林中
的动物、植物，是人类基本生活需求的基
本保障。

由此说明，手斧的发现，不单单是器
物的发现，它可以衍生为人与自然、人与
地质环境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但愿，
这块石斧，能够为现代人打开一扇窗户，
使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更加爱惜资源，
保护环境，促进人与地球、人与资源的和
谐相处。

（作者为中国建材地勘中心吉林总
队总队长、吉林省地质学会副理事长、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

手斧—打开了一扇窗
□林景胤

欣闻吉林
省长白山文化
研究会张福有
会长在长白山
区发现距今五
万年的石制手
斧 ，兴 奋 异
常。长白山手斧的发现，是东北地区的
重大事件。它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推动长
白山地区人类活动的研究，而且还体现
在长白山区地质、环境、岩石与人类活动
的关系上。

2014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启动了国
家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研究项目，沈阳地
质调查中心与吉林省长白山文化研究会
联合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长白山区地质
旅游资源调查和历史文化景观、遗址的
评价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长白山是东北地区历史文化的发源
地，长白山的地质历史在我国地学史上
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长白山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华北板块
北部的东缘，与滨太平洋火山造山带相
连。区内经历了漫长的地壳演化，最早
的地壳年龄距今有30亿年（地质同位素
年龄），经历了海相、海陆相和陆相的沉
积。随着不同期次的造山运动和火山活
动，陆地岩层发生了褶皱和断裂。进入
地质新生代的第三纪（距今3000万年），
长白山地区开始隆起，发育了临江六道
沟—长白山天池—和龙甄峰山北东方向
断裂，朝鲜金策—长白山天池—桦甸白
山镇北西方向断裂等几十条不同方向的
断裂，其中手斧发现地（漫江地区）漫江
—长白小白山北西方向的断裂呈“V”字
型，构成了漫江主要沟谷，在此北段有18
个泉眼构成的温泉群。

20万年前的长白山区地貌形态北面
为甄峰山火山盾，南面有望天鹅火山盾，
天池火山正处于发育阶段，平均海拔为

700-1000
米。到了10万
年间，天池火
山形成锥体，
随着地下岩浆
活动增强，海
拔 升 高 到

1000—1700米出现了第一次中心式火
山喷发，喷出了碱流岩，其规模不大，但
破火山口由此形成。

长白山漫江地区，此时有山丘、有森
林，有河流，还有温泉，成了当时适合人
类生存居住的理想之地。在此地发现手
斧，判断有人类居住活动尚在情理之中。

1995年，地质专家采用C14年龄测
定，距今4169年（公元前2155年）长白山
天池火山发生了第二次喷发，规模巨
大。西北方向为主，喷出了大量的凝灰
岩、浮岩、火山灰。火山锥体继续增高，
造成了破火山口坍塌，和水成湖（天
池）。此轮喷发是长白山天池形成的重
要内因，火山周边也受到了极大影响。
人类开始迁徙，虽然此地是否有人类居
住尚待进一步研究。但从东北地区旧石
器时期人类活动（遗址发掘）的时间来
看，牡丹江莺歌岭文化遗址（3500—4000
年）鸡西兴凯湖文化遗址（新开流文化遗
址4000——4500年）与长白山天池火山
第二次大喷发的时间基本吻合，不排除
漫江是东北地区最早人类栖息地的可
能。这个问题有待于今后做进一步的研
究。

长白山手斧发现地与长白山火山地
质有着密切的相关联系。我们期待，随
着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长白山手斧不
仅能够证明东方亚洲人的聪明才智，而
且能够对长白山区区域地质、火山活动
研究带来突破性的飞跃。

（作者为中国地质调查局东北地质
资料馆馆长、教授级高级地质工程师）

“石”现天惊
□董佩信

2014年 10月

20日，吉林省文史

馆馆员、长白山文

化研究会会长张福

有研究员在抚松县

漫江镇枫林村发现

距今约五万年的旧

石器手斧。吉林大

学陈全家教授认

为，张福有发现的

长白山手斧，堪与

西方“阿舍利手斧”

媲美，彻底否定了

“莫维斯线”假说，

在国内外引起巨大

反响。长白山手斧

的发现，为长白山

地质学、人类学、环

境学、考古学、文化

学、历史学等一系

列学科提出新的课

题，其学术意义和

研究价值特别重

大。本报今天刊发

有关专家撰写的一

组文章，以初步回

应广大读者的学术

关切。

编者按：

自从1840年以来，“欧洲文化中心
论”传入中国。西方的历史观颠覆了中
国文献的历史秩序，“东陲无文”，东北包
括长白山地区被看成是一片荒凉。自从
1983年红山文化牛河梁考古新发现以
后，才有所改变。考古新发现的历史，就
是远古的现实，它的“现场性”可以厘正
历史研究的谬误，可以补充历史记载的
不足。

西方人还说，中国的东北人是从欧
洲或者非洲迁徙过来的。其实，东北地
区古人类活动的遗址相当多，旧石器早
期遗址遍布辽河、松花江流域，仅长白山
区域就有距今2至3万年的安图人、榆树
人。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
所博士关莹说：“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中
国北方现代人是六七万年前从欧洲、非
洲迁移过来的。而现在的本溪庙后山人
最保守的估计也在30多万年前，有可能
就是现代东北人的祖先。东北地区就可
能也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说明东北人
不是从别的大陆迁移过来的。”

这次张福有先生发现的“长白山手

斧”，更进一步补充了长白山区域5万年
前就有人类活动的证据。

“长白山手斧”器形的精湛程度，工
艺制作的精美，比之西方的“阿舍利手
斧”，毫不逊色。长白山手斧，彻底否定
了“莫维斯线”。“长白山人”和“庙后山
人”一样，都是东北人类的祖先，正是人
类学家渴求仰望的历史空间。考古新发
现证明，东北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第一祖
源地，也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

机遇总是为有准备的人提供的。
这次张福有先生能从长白山下黄土岗
上乱石堆中，奇迹般地发现这件旧石
器手斧，说明他有十分精确的辨识能
力。功夫不负有心人。近十几年来，
张福有先生专心致志于长白山一带的
考古事业，几乎踏遍东北山川沃野，将
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在东北史地重大问题研究中有 30多
项新发现和新收获，改写了以往的若
干误识与误断，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
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这种敬业精神，
很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为《新文化报》原总编辑、编审）

新发现 新收获
□田子馥

手斧是欧非旧石器时代早期阿舍利
石器工业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在非洲、欧
亚大陆西侧和东亚都被格外关注，而中
国发现的手斧更是相关讨论的焦点。

“手斧”是经过两面打制修理的两面
器，从正面、两侧观器身基本对称。是带
尖的重型工具。张福有在长白山发现的
手斧长246.1毫米，宽95.2毫米，厚46.1
毫米，重1318.4克。经两面打制修理，
周身布满浅平疤痕，可能采用软锤加工，
使器身薄锐，尖部扁薄，尖部和两侧缘修
疤层叠连续，器形规整匀称。跟部经多
次打片做钝化处理，易于抓握。

迄今，在中国旧石器文化遗存中经
报道的手斧，集中分布在南方广西百色
盆地和中部的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北部
地区，且大多属于非典型手斧。故此件
手斧的发现意义极为重大：

1. 长白山手斧制作工艺精湛，器形优
美，可与西方典型的阿舍利手斧相媲美。

2.手斧出土层位清楚，加工技术进
步，推测其年代约5万年。

3.长白山典型阿舍利手斧的出土，
再次抨击了“莫维斯线”的假说。

4.对认识东亚地区旧石器工业面貌，
早期人类行为和技术的交流与传播及东
西方旧石器文化比较研究意义重大。

5.对于探究旧石器时代东北地区与
邻接地区的文化交流、现代人类起源有
关的环境变迁与技术行为关系等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

建议：
1. 建议文物部门组织开展长白山

区旧石器文物普查，尽快查清旧石器遗
址的分布及数量，尽量减少对旧石器遗
址的破坏。

2. 建议文物部门尽快组织旧石器
考古人员进行枫林旧石器地点的文物普
查和发掘，减少经济开发对遗址的破坏。

长白山手斧鉴定意见

11月5日，有幸在吉林大学考古研
究中心陈全家教授的石器实验室，目睹
了张福有先生发现的5万年前的长白山

“手斧”。
手斧上宽下窄呈“楔形”，浅褐黄色，

矿物颗粒细小，有不规则状的铁质矿物，
呈现猩红色斑点。表面细腻，双手握攥
别有一番感觉。手斧长24.61厘米，宽
9.52厘米，厚4.16厘米，重1318.4克。

手斧的发现地曾经是我1988年的
野外工作区。

此地地质条件相对简单，地层中有
中生代侏罗纪（距今一亿三千万年）以来
形成的各类沉积岩石和后期火山活动的
火成岩石。主要有：页岩、泥岩、砂岩、砾
岩、凝灰岩、流纹岩、玄武岩。古地理环
境为动荡的河流—湖泊相。新生代时期
（距今3000万年），长白山火山活动过程
中，经过多期次和多旋回的岩浆作用，形
成了不同标高的熔岩台地。全新统（距
今10万年）以来，由于物理风化作用和
大自然的影响，对形成的岩石经过浸蚀、
冲刷，进而形成了今天的地质地貌特
征。该地的页岩、泥岩易于风化，形成土
壤，繁殖森林、植被，为人类的繁衍生息

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漫江镇工作区有侏罗纪上统浅绿色

细砂岩和燕山期英安质流纹岩，两者的
硬度较大，都可以被用来作为古代石器
的原料。

在吉林大学用肉眼观察石斧后，初
步断定为英安质流纹岩。

英安质流纹岩新鲜面呈灰白-灰色
（手斧的颜色应为风化和氧化所致），在
流动过程中裹携了部分岩石碎屑，有黄
铁矿等矿物充填，Si2o 的含量高达
73.21%。用做挖掘、砍砸石器的可能性
极大。有待于今后做进一步的科学鉴
定。

长白山手斧的发现，告诉了我们两
个事实。一是在我们生活的长白山区极
有可能是国内古人类最早的栖息地；二
是用做生产工具的手斧的岩石，距我们
现在有一亿三千万年。

希望有关部门和专家开展手斧发
现区域的考古挖掘和学术研究，早出
成果，共享古人类文明带给我们的历
史荣耀。

（作者为吉林省矿业联合会秘书长、
研究员）

手斧—带你穿越
□张宁克

在参加长白山地质旅游资源座谈会
上，得悉张福有先生在长白山地区发现
了五万年前手斧的消息，让人感到振奋，
感到欣喜。

长白山博大、深奥，以天池火山为引
领的长白山，主脉、支脉分布于东北各
地。吉林省的龙岗、南岗、老岭山脉；黑
龙江省的张广才岭、老爷岭、太平岭；辽
宁省的千山、凤凰山，构成了独具特色的
长白山山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投入巨资在
东北东部山区开展了地质找矿和长白山
火山综合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随着国家地质工作重心的转移，地
质环境、地质旅游等专项研究已经步入
了全面启动和实施阶段。

作为长白山地质旅游资源评价项目
的专家，通过近二个月在长白山区的野外
踏察和实地调查，深深感到长白山历史的
厚重、文化的传奇。在长白山腹地发现人
类打制的手斧，意义重大，石重千金。

综观人类进化发展过程，石器作为
最原始的生产工具，经历了百十万年的
演变和发展。从生产类的石刀、石斧、石
锤、石镰、石砮到生活类的石杵、石臼、石

磨、削、刮石器，无不体现古代人类的智
慧和才华。

石器的选材从早期的沉积类岩石，
发展到火山岩石，石器的效用也从打制
石器发展成磨制石器，最后发展到用岩
石晶体的解理断面作为生产、生活的工
具。石器器物、用途的发展反映出人类
社会的成熟及进步。

长白山手斧的发现是生活在长白山
区最早期人类智慧的体现。手斧作为旧
石器时期第一标准工具，展示了长白山
区人类“打制石器”的升华，提升了人们
挖掘、种植、生活活动中生产工具的变
化，在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

正值长白山地质旅游资源调查接近
收官之时，长白山手斧的发现，为加快长
白山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的步伐，提升长
白山历史文化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增强
长白山旅游经济圈的扩展效应具有特殊
的意义。期待“长白山手斧”的发现和研
究，能够助推长白山区经济、文化、社会
的全面发展。

（作者为辽宁省地质矿产调查院院
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寸石万金
□关玉波

阿舍利手斧

阿舍利手斧属
于非洲和欧亚大陆
西侧旧石器时代早
期阿舍利文化类型
的工具。这种工具
两面打制，一端较尖
较薄，另一端略宽略
厚，呈泪滴等形状，
由于它左右两边和
正反两面基本对称，
由此被公认为人类
历史上第一种标准
化加工的重型工具，
它代表了古人类进
化在直立人时期石
器加工制作的最高
技术境界。阿舍利
文化是旧石器时代
早期文化中后一个
阶段，流行于距今大
约170多万年至20
万年前后。

阿舍利类型的石
器集中在非洲、西欧、
西亚等地发现，在东
亚地区的韩国曾经发
现。中国百色等地也
有发现，年代为距今
80万年。在陕西洛
南有大量发现，年代
距今25万年至7.5万
年左右。但从器形上
看，都不如长白山手
斧标致。

莫维斯线

手斧需两面打
制，器形规整，制作
技术要求较高，工艺
精湛，因而被一些专
家认为是远古人类
聪明灵巧的象征。
上 世 纪 30～40 年
代，美国教授莫维斯
以是否发现了手斧
为标准，把世界分为
代表先进文化的“手
斧文化区”和代表落
后文化的“砍砸器文
化区”，其分界线即
著名的“莫维斯线”，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
亚、东南亚很多国
家，都在“手斧文化
区”之外。长白山手
斧的发现，证明“莫
维斯线”不能成立。

小资料：

一把旧石器时代手斧的惊艳亮相，
如一道闪电，叩响了长白山古代文明之
门。

它的出土，为文化人类学者送上一
道精美的考古盛宴，将对长白山人类起
源问题提出全新的课题，挑战一直被奉
为考古理论之圭臬的“莫维斯线”假说。
在“百度”中检索“长白山手斧”，竟有
195000条目录，霎时间，在全球范围卷
起长白山手斧风暴！

随着这把完美手斧的出土，一些从
来不曾入耳入脑的考古学、文化人类学
的新名词正在成为新宠。例如：“阿舍利
手斧”、“莫维斯线”假说，等等。这些人
们从未涉足的领域，现在却成了关注的
焦点。

手斧的发现者、吉林省长白山文化
研究会会长张福有先生，多年来钟情长
白山，致力于东北边疆史地和考古调查
与研究。他有着浓郁的长白山情结，不
仅埋首于历史文献考证，更有着独特的
田野调查能力。他把对祖国的满腔热

爱和忠诚渗透在对长白山历史文化的
深入探讨中，情有独钟，硕果累累，为抢
救吉林省的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作出
了重大贡献。

这次长白山手斧的发现，绝非偶
然。是长白山对张福有先生173次登
长白山考察的厚重回报，是他10多年
辛勤考古调查与经验之集大成。这也
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文化研究会的一
个重大成果，我们为他祝贺、共同分享。

最令专家学者们兴奋的是，这一发
现证明，至少 5万年前长白山地区就
有人类活动的踪影。这一重大发现昭
示，随着学术研究的开展，未来的长白
山区，不仅仅以风光名胜闻名遐迩，还
可能发掘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所
以，东方“阿舍利”手斧的发现，不仅是
张福有先生的杰出贡献，亦为考古学、
文化人类学研究，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
遇。

（作者为吉林省长白山文化研究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解开长白山文明之谜的利器
□梁 琴

长
白
山
手
斧
是
填
补
空
白
的
重
大
发
现

（陈全家，吉林大学文学院边疆考古
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