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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农业文化起源再探

————以北方粟文化与南方稻文化交融关系为例

姚　庆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摘要：中国史前农业起源和发展一直是考古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其中稻、粟两种文化是农业

文明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稻作文明和粟作文明分别在南、北方起源并形成各自发展区

域，从祖本植物、地理环境、气候环境、水源等方面分析，均可找到适应稻、粟起源及传播的轨

迹，故有“南稻北粟”之说。但是近年来考古发掘材料显示，稻、粟作物在南、北的生产区域是

互有重叠的，并在黄淮地区出现稻、粟混作区，这便为研究稻文明与粟文明传播途径提供了新

的论据。以此为研究背景，结合《国语》《说文解字》等文献史料，从考古发现和史料研究两个

层次分析北方粟文化与南方稻文化在史前农业文化起源中产生的关联，得出稻文化与粟文化

在传播过程中常出现“稻亦是粟，粟亦是稻”现象及“此消彼长”态势，为探究中国早期农业文

化起源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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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廪食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１］，这
是古代对粮食重要性的描述，是“食为民之本”的

真实写照。我国地大物博，物产丰盈，早期人类赖

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除地理位置、气候温度、河流水

源外，最重要的便是粮食，粮食伴随人类文明发展

始终。农作物的起源经历了从野生植物杂相生长

到人工栽培发展过程，在农作物栽培规模达到当

时社会发展承载限度后逐渐出现早期农业文化，

其标志是各式农业生产工具的出现、农业生产聚

落的形成、农业与手工业及畜牧业的分离等，这说

明农作物栽培种植与早期农业存在时间上的相继

性。中国早期农作物以粟、稻为主，并且以“秦

岭—淮河”一线为界，在地理空间上形成“南稻北

粟”格局，具体表述为“该线以南的长江中下游地

区，主要种植水稻；以北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种

植粟、黍、小麦等旱作植物”［２］，虽然看似北方粟

文化与南方稻文化各有传播区域和发展脉络，实

则两者在早期农业文化起源时已存在内在关联，

史证“稻亦可称粟，犹凡谷皆可称米也”［３］，可知

稻、粟的起源传播存有交叉关系。此外考古学上，

将史前农业的出现作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之

一，因此，研究稻、粟文化起源则要借助史前考古

资料，有代表性的相关考古发现有仙人洞文化、彭

头山文化、下川文化、磁山文化等。反过来讲，从

采集农作物标本、分析土壤土质及硅酸体、收集石

陶器农业工具入手，通过窥探稻、粟农业文化之间

交互交融的历史规律，亦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进

程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史料学和考古学两方面

分别探讨了北方粟文化与南方稻文化，如何在早

期农业文化起源发展过程中产生联系，并对北方

粟文化与南方稻文化的传承关系、种植的区域范

围、作物特征做进一步分析，以对两者传播路径形

成更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１　北方粟文化考察

粟，又名谷（西文名 ＳｅｔａｒｉａＩｔａｌｉｃａＢｅａｕｖ），甲

骨文作（，俗称小米，与狗尾草同属，均为禾本科

狗尾草属。“从细胞遗传学的角度看，粟和狗尾

草的染色体均为２ｎ＝１８，同属ＡＡ染色体组，杂交
容易成功，结实率也甚高”［４］，“通过对栗遗传资

源在酯酶同工酶方面的分析还发现，在粟遗传资

源中出现的主带类型，在狗尾草中几乎全部存在，

二者具有相同的基本酶带，酶谱类型非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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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５］，由此可证，粟由野生狗尾草经人工栽培进

化而来。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粟起源于中国本

土说已基本达成共识，瑞士学者德堪多认为，粟起

源于中国华北［６］；戴维特亦认为大粟起源于中

国，小粟起源于欧洲［７］。国内学者游修龄先生认

为，梵语称粟为“Ｃｉｎａｋｅ”，即“中国”之意，印地语
称粟为“Ｃｈｅｎａ”或“Ｃｈｅｅｎ”，孟加拉国称粟为
“Ｃｈｅｅｎａ”，古吉拉特语称粟为“Ｃｈｉｎｏ”，都只是不
同语种拼音上的不同［８］而语意相近。何炳棣先

生认为，中国古代人民种植的水稻和粟，饲养的猪

和狗这些原产物种，看不到外来影响，当西方的小

麦、大麦、山羊被引入中国时，已是一个发达的中

国农业文明建立以后的事了［９］。以上材料论证

了中国是粟文化起源地之一，中国粟具有本土化

特征，非外来物种传播形成。判定北方粟文化的

起源及传播路径，除考证粟与其野生祖本植物的

传承关系外，还应从文献史料记载与考古实物资

料中寻根探源。

粟之祖本植物狗尾草，分布于中国南北各地，

《孟子·尽心下》载“恶莠恐其乱苗也”［１０］，《战国

策·魏策一》语“夫物多相类而非也，幽莠之幼也

似禾”［１１］，《国语·鲁语上》道“马饩不过稂

莠”［１２］。莠即狗尾草，从国别及上述文献可证，狗

尾草在我国分布较为广泛，可推证粟的种植并非

北方特有，南方亦有之。《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载“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１３］，《墨子·

尚贤中第九》提出“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

多而民食足”［１４］，《吕氏春秋·审时篇》讲“是故

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茎相若而称之，得时者

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时者多米”［１５］，

《史记·佰夷传》记载“义不食周粟”［１］，《周书》

道“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

斧斤，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１６］。以上文献从粟

的种植、产量、社会效应方面论证了粟在中国的传

播发展情况，这对学术界所谓的“稻粟泛称”是很

好的诠释。《吴越春秋》还记载：“吴王乃与越粟

万石，二年，越王粟捻，拣择精粟而蒸还于吴，复还

斗斛之数，亦使大夫种归之吴王。王得越粟，长太

息谓太宰曰，越地肥沃，其种甚嘉，可留使我民植

之。于是吴种越粟，粟种杀而无生者，吴民大

饥”［１７］。据游修龄先生考证上述粟应为‘稻’，从

中可知粟与稻之间已发生了紧密联系。北方粟由

北向南呈线状的传播走势，单纯凭文献史料尚难

以完成论证工作，但相关考古材料可佐证。

研究北方粟文化传播路径需从作物起源地入

手。普遍意义上讲北方粟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流

域和辽河流域，两大区域又形成各自传播圈，且彼

此相互交融（见图１）。从起源地可以发现，粟作
物的良好生长一般受地理位置（山地、谷底、平

原）、气候温差、土壤肥沃程度以及水源限制。下

川遗址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正处于山间盆地

之中，从地势上说有利于汇集四周山区流来的水；

从四周山地对季风的阻滞来说，有利于阻滞北方

来的冬季风之寒流的侵袭，有利于南方来的夏季

季风将暖湿气候带到此地”［１８］，故而在太行山地

区、渭水流域、关中地区、辽河流域等地区均可发

现粟作物孢粉的遗存，说明粟呈多中心扩散式传

播。栽培粟由野生粟经人工驯化发展而来，目前

中国境内涉及最早年代栽培粟的考古发现是河北

武安磁山遗址 ［１９］，该遗存大约距今８０００年。此
外考古还发现了农业生产工具的遗存，如石刀、石

犁、石镰，从其社会发展程度来看，当时农业生产

已初具规模，“当时的农耕貌已基本脱离了初级

的起源阶段”［２０］。从图２粟的起源地主要集中在
黄河中游，“覆盖了冀南、晋东南、晋南、豫中、豫

北、豫西和陕西关中地区的径水、渭水流域”［１９］。

从空间层面说渭水流域和辽河流域为重点区域，

黄河上游、下游和辽东为次重点区域，黑龙江、吉

林、新疆、长江流域、西藏等地为稀疏区域。从地

理层面来看，粟的传播以关中平原和黄河中游为

中心分别向山东、东北、西藏、云贵传播。需要注

意的是，粟的种植向山东半岛传播后直接沿苏、

浙、闽等地传往台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造成这

个传播路径的原因和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笔者通过考察考古资料看到，下川文化、磁山

文化等遗址内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生活贮存

工具，反映当时这些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较为先进，

具备了培育和生产粟的条件；又由于此地有祖本

植物遗存，具备了种源条件；相关遗址的地形及气

候等环境条件均利于黄河流域地区成为中国文明

起源地之一。粟的传播亦符合人类群体（社会）

发展由先进技术区传入落后地区的社会发展规

律，如部落之间的交流传播。此外我们还应注意

到自然形式的传播路径，如风力作用、河流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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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携带等也有可能将粟种带入相关地区。《物

种起源》载“活的鸟在运输种子上，不失为高度有

效的媒介者”［２１］。由以上分析得知，北方粟文化

的起源和传播经历了漫长过程，与人类文明起源

进程同步，其影响范围并不局限于北方，南方亦受

其影响，正如上文所论证的粟与稻的通称现象，那

么粟为何在社会发展后期逐渐被稻文化超越，这

亦是本文所研究的问题之一，从中引发稻文化的

历史起源、传播与粟有何不同，两者之间存在哪些

交叉点等思考。

２　南方稻文化考察

与粟文化相比，中国稻作起源问题长期存在

争议，争议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稻作是本土起源还

是由外部传入。近年来大量考古材料以及古文献

资料表明，中国大陆应是稻作发源地之一，其区域

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云贵和岭南等地区，理论

依据是稻作起源应具备的野生祖本植物、肥沃的

土壤、充足的水源、温湿气候等条件在我国南方长

江中下游地区皆具备，故在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

遗址、湖南玉蟾岩遗址、浙江河姆渡遗址、江苏草

鞋山遗址、澧县彭头山八十
!

遗址等地出现稻作

物孢粉，并呈现“多年生野生稻→一年生野生稻

→栽培稻，或多年生稻→中间型稻→栽培稻模
式”［２２］演化轨迹的特征实属意料之中之事。

笔者要重点强调的是稻作的起源发展亦存在

长期过程，开展稻作的起源发展分期研究对理解

人工栽培稻的转化过程有重要意义。依据目前出

土的农具器形、用途和所体现的生产力水平变化

看，中国稻作起源发展过程可分为火耕时期、耜耕

时期、犁耕时期。其中火耕阶段，处于人类对稻作

初步认识的阶段，播种后任其自由生长，这种种植

方式与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相符。在玉蟾岩遗址

“出土的打制而成的砍砸器等砍伐具及出土的稻

从、稻壳标本”［２３］，将火耕阶段开始时间范围界定

在１１９４０－１２１８０年之间１２０６０±１２０年。耜耕阶
段稻作发展主要通过出土农具体现出来，相关出

土农具的造型结构、用途更适于社会化耕作，对其

的使用需掌握一定的农作农时知识，江西仙人洞

遗址“出土用于翻土的蚌耙”［２４］，距今有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年历史。在犁耕阶段，人类已能灵活掌握
田间管理，如水田的出现，农业生产工具上“新见

用于犁耕翻土的石犁头”［２５］，距今４５００—５３００年
的良渚文化是此期间的典型代表。

稻文化从起源到传播随着社会生产水平发展

经历了不同时期，但其野生稻类型及传播途径又

如何呢？解决这一问题需从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

中找答案。

追溯稻文化起源需从对野生稻孢粉的采集入

手。关于稻的祖本植物，目前学界流行一年生野

生稻和多年生野生稻说法。《说文解字》载“纖，

稻今年落，来年自生曰纖”［２６］，从中知“落”、“生”

代表作物的生长轮回，是非经人为参与而自生的

植物生长周期，故“纖”为稻之祖本植物。因此从

稻循环生长规律看，关于稻的祖本植物，为多年生

野生稻类型的可能性较大。《山海经》载“西南黑

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

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２７］，其中西南黑

水与都广为地理名词，指两广之地，“自生”“冬夏

播琴”说明当时的作物处于野生状态，并自生循

环生长，故称膏稻也。《淮南子·泰祖训》：“离先

稻熟，而农夫耨之，不以小利伤大获也”［２８］。据段

玉裁考证“离”即纖。稻作农业出现后，野生稻

“纖”仍存在，当然影响稻起源的条件除祖本植物

基因外，还有其他客观因素，或有转化过程中基因

趋异过程存在，具体的情形还需通过考古发掘材

料予以佐证。

长江流域优越的地理环境为稻作起源发展提

供了优良条件，在大量考古材料中不乏稻壳、稻

径、孢粉、水田遗址等方面的发现，且近些年相关

的考古发现数量呈大幅度增加趋势，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的相关统计数字为 ７８处［２９］，到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该数字增长至９７处［３０］，２００４年该统计数字
为１８２处［３１］。考察考古资料可以发现稻文化覆

盖了中国南方大部分区域，稻已成为主导南方农

业发展的作物。

我们通过考古材料，还可以剖析稻作在南方

农业发展史的重要地位和传播过程。现以新石器

时代稻作发掘情状及考古分期为背景，分析稻作

发展过程及传播路径问题。湖南玉蟾岩遗址不仅

发现有农业生产工具锄形器、石犁等，更重要的是

发现了４粒稻壳。经鉴定这４粒稻壳“是一种兼
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稻向栽培稻初期

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定名为玉蟾岩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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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稻”［３２］，这一发现将我国栽培稻出现的时间

推到距今１２０００年前，对研究稻起源具有重要意
义。彭头山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稻作遗迹，虽多已

碳化，但在“孢粉分析中，文化层发现的禾本科花

粉数量虽不多，但个体均在３７．５微米以上，且萌
发孔连边缘加厚 １０—１１微米，与现代水稻接
近”［３３］，比玉蟾岩遗址出土稻在进化程度上更为

先进，也标志着农业文明萌芽的产生。浙江罗家

角遗址发现百余粒已碳化的稻谷及孢粉、硅酸体

等，属马家浜文化系统，其年代为距今７０４０±１５０
年，鉴定种属为籼稻和粳稻，是迄今所发现人工栽

培稻最早的一例。稻文化发展存在一定周期，它

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链带，向南向北呈递进式传

播，稻基因的改良更好地适应了人类社会生活，并

出现新品种籼稻与粳稻，这意味着农业开始成为

决定社会发展的产业，实现了生产向规模化稻田

生产发展的转型，为研究稻文化与粟文化交互关

系提供了证据。

３　北方粟文化与南方稻文化交融
发展

　　粟文化与稻文化共同构成中国史前农业文化
发展体系（公元前７０００～公元前５０００年），并且
形成“南稻北粟”格局，在其传播过程中又出现南

北方相互交融现象，这一现象在史料中亦有表述。

如前文所论述的“稻亦可称粟，犹凡谷皆可称米

也”，此现象可说明稻与粟存在种属相关性，即作

物传播入新的地域后，其价值与原有作物相似，产

生了代替或互补效果，经长期发展后，人们习惯将

两种作物混称，故而一地称“稻”，而另一地称

“粟”也。《乌青镇志》道“刈稻有锲，……击稻有

床，翻谷有耙，脱谷有栊，去秕有筛，扇稻有车

…”［３４］。乌青镇位于今浙江省桐乡市，属长江下

游地区，其“粟”当为稻，即从称谓上稻粟已同化。

伴随稻、粟农业文化的发展，当时社会的聚落形态

亦逐渐完善，出现的畜牧业、手工业，农业生产工

具种类更加多样，在相关考古发掘中发现大量石

制农业生产工具，在出土的陶罐等贮藏器壁上发

现了残留的已碳化的稻（粟）遗存。这都说明粟

文化与稻文化的发展并非沿着农业层次独自发展

的，而是与社会生活整体一脉相连的，这也使得

稻、粟之间交融程度加深。

由于稻、粟文化交融产生了区域性稻粟混作

区，如黄淮地区同时存在稻作与粟作两种文化，

“根据贾湖遗址的考古发现，淮河上游一带，在原

始农业兴起阶段，已是稻粟混作区域”［３５］。稻粟

混作区的出现是南方稻文化与北方粟文化经长期

发展和互相传播形成的特殊区域，即在混作区域

出现稻粟共存或稻粟顺序发生现象，这为研究稻

粟文化传播途径提供了有力证据。将北方粟文化

与南方稻文化起源发展进程比较看，可发现在史

前农业发展时期，北方粟文化发展传播进程要优

于南方稻文化的传播发展进程，主要表现为分布

区域广、农业生产工具及技术较为先进、畜牧业手

工业与农业互配性强。这与南北自然环境差异有

关。南方自然环境优越，其食物生产能够满足需

求，而北方生存条件恶劣，促使北方不断改进生产

技术，并不断迁徙和扩大生产生活区域，从而出现

粟文化传播优于稻文化传播的现象。

通过以上论述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北方粟

文化与南方稻文化的形成经过了漫长发展历程，

其由野生至栽培（驯化稻），并在各自区域内形成

地方特色的过程，从出土农业生产工具特征中清

晰可辨。第二，从史料文献和考古发掘材料中发

现，稻文化与粟文化传播过程存在交叉，即有“稻

亦是粟，粟亦是稻”现象，这要求学者在研读史料

或分析古代稻粟标本时要更加仔细。在黄淮地区

出现稻粟混作区，使两种文化相互融合，形成“此

消彼长”态势，为研究史前农业文化内涵的变化

及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发展均有重大意义。第

三，两种农业文化的形成均受区域内地理环境、气

候、水源等条件制约。以新石器时代晚期为界，此

前北方粟文化发展水平高于南方稻文化；此界后

北方粟文化逐渐走向低迷，并逐渐为游牧业取代，

而南方稻文化逐渐走向高潮，如出现了大规模稻

田等，这为研究南北稻粟文化发展提供了主要线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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