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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史前考古一直是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与中国和俄罗斯采用的考古学理论不同，现代

西方考古学理论形成于 1# 世纪 -# 年代，即所谓的 !新考古学"，其流行范围包括欧洲$美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当前西方学者对中亚$新疆史前考古研究方兴未艾，因此，笔者旨在回顾近
1/ 年来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相关领域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介绍，以期

促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术交流与互动，为未来的合作研究提供更多便利#
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除有限的俄文和中文材料外，西方学者对于中亚和新疆的考

古发掘工作知之甚少#由于研究材料的缺乏，西方学者在研究世界史前史时，常将中亚与新疆排
除在外#1# 世纪 "# 年代以来，这一情况开始改变#有关欧亚草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资料逐渐开
始向西方开放，这一切也有利于东西方之间展开更好的合作研究#克服语言障碍使得获取信息变
得更为容易，但有关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上的分歧却是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的#

事实上，这种理论和方法上的思想碰撞不但引起了学者间的激烈辩论，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

全面地诠释欧亚史前史#在这一方面，联合研究项目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石器时代考古方面，中
国$俄罗斯与西方团队的合作研究早已轻车熟路，这也为双方共同研究新问题和创造新理论奠定
了良好基础#"

一$西方对中亚$新疆考古研究的缘起与发展阶段
!5 中亚$新疆考古研究之缘起
欧洲探险家对新疆及其周边地区的研究始于 1# 世纪初，正值英俄两大帝国角力中亚之际#

英俄在该地区的探险并非完全出于学术目的，而是为了创建考古研究的 !势力范围"，使其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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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政治力量的工具#! 除斯坦因 ( !4-1 ; !"2,) 和斯文&赫定 ( !4-/ ; !"/1) 的零星调查外，

还有著名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 ( !"13 ; !",/)$!"2# 年代后，苏联和中国的考古研究均由

苏联和中国的考古学家实施#由于冷战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东西方关于中亚和新疆研究的交流基
本中断#此外，尽管新疆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从未停止，但中国的成果却很少被西方学者所
知#因此，西方学者很少出版相应的研究著作，中亚和新疆的考古研究在西方沉寂了几十年#"
上世纪 4# 年代之前，除了早期西方探险家们在新疆的探险报告和考古报告外，只有极少数的论

文被西方学者所引用## 在这些论文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基思 ( 05 >’+()) 在罗布泊所做的体质

人类学考察，$ 萨莫林 (m5 e%OGY+*) 对塔里木古老文明的民族志分析，% 以及斯文&赫定博士
中瑞西北科学考查的报告 ( !",3 年由斯文&赫定基金会出版&)$

15 发展阶段

( !) !"4# 年代: 第一阶段的探索

!"4# 年代，受考古学科学化的影响，西方学者对互动和长途迁移现象兴趣渐浓，越来越多

的西方学者开始意识到中亚$新疆史前研究的复杂性#尽管在数量上仍然非常有限，但在这十年
里出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出版物: 最有名的是科尔 ( A)5 >G)Y) 的著作 (中亚的青铜文明:
苏联时代的发现&%中亚的旧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 和戴蔻琳 ( .5 L’<%+*’=k$%*&WG$() 的论文(自原始至汉代的新疆考古&，( 后者是第一次 !西方试图"建构中亚史前史的框架#科尔和戴
蔻琳在他们的论著中，明确指出新疆和中亚在世界史前史中的重要性，以及提出新疆史前文化与

草原文化$费尔干纳文化和中原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设想#
( 1) !""# 年代: 西方的研究

!""# 年代初，欧$美学界对考古学理论的争论波及到中亚$新疆史前史研究领域#随着国
际局势的改善，西方学者开始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同行展开合作，西方学者甚至能够接触到部分遗

存的一手资料，学者间的相互交流为共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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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有关中亚$新疆的英文出版物不断出现，一批俄罗斯和中国的学者开始被西方所熟
知，例如切尔内赫 ( K5 .)’$*:8))#安志敏$梅建军等#!

第二，在欧洲和美国召开了一系列有关中亚$中国史前史的国际学术会议，参与会议的学者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学术思想也不尽相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第三，跨学科项目开始引入中亚$新疆的考古研究中，激发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如
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冶金考古学和史前语言学等领域#这使得学者从更大范围和更多角度
去探索史前史研究#如在冶金考古领域，中西方学者一直在激烈争论中国铜冶金是否独立起源的
问题; 而在史前语言学领域，各国学者正在尝试解决印欧语系传播的问题，其中一个方向就涉及

到欧亚草原马的驯化与扩散#"
在国际合作精神指引下，中国考古学家迅速接受了科技考古的分析方法，并结合不间断的实

地调查和细致入微的类型学分析，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一套非常可靠的年代学框架#放射性碳素
年代测定法自 1# 世纪 -# 年代末传入中国后，其测定技术和精度已不断提高，中国学者已通过碳

十四技术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史前绝对年代序列##
遗传学的进步使得学者研究古人类 Li0 成为可能#这些 Li0 分析最初主要在西方国家进

行，用于研究古人类的遗传信息#$ !""4 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

Li0实验室，其主要研究方向就是新疆古代的干尸#
分析古代金属的各种方法，如电子扫描显微镜 ( -# 年代)#铅同位素分析 ( -# 年代)#原子

吸收光谱法 ( -# 年代)#矿渣分析 ( 4# 年代)#感应耦合等离子体和发射光谱法 ( "# 年代)，早

已用于研究地中海地区的青铜时代#% 目前这些方法也同样适用于欧亚大陆东部和中亚草原金属
材料的检测#&

在环境考古方面，更复杂的计算机软件已用于对沉积学$地球化学和孢粉学的研究中，使得
学者们对欧亚草原局部的古环境$古气候和古植物学知识明显提高#’

!""# 年以来，考古学理论与技术的创新使得考古学家对史前中亚的兴趣愈加浓厚#然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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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的是，"# 年代中期后，新疆地区的干尸不但引起专家的好奇，同时也引起了西方媒体和

公众的关注#由塔里木干尸引发的风潮，将使新疆史前研究成为未来西方关注的焦点#
( ,) 1! 世纪: 走向更富有成效的合作

!"4# 年代，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出国深造，部分外国学者被邀请到中国进行参观和讲座#自
"# 年代起，中国和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在国际会议上，中亚和新疆史前研究取得了

重大进步#在过去的 !/ 年里，开展国际合作项目被认为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进入 1! 世纪，中国与西方间开始以学生和学者为中心进行学术交流与互动#例如北京大学

和密歇根大学最近成立的一个联合项目，旨在指导学生在这两校学习古代中国和中亚研究的现代

理论与方法#! 1##4 年，哈佛大学开始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
京大学建立富有创造性的合作项目，项目名称为中国考古学家的国外培训#中国学者接触西方的
方法$主题和理论，目的是丰富他们的西方考古学知识#"

在过去的 !/ 年中，许多中国大学已经向国外学者开放，许多高校的考古系也把 !考古学理
论"作为外国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某些高校甚至完全用英文授课，例如厦门大学和吉林大学的
一个国外博士项目，而在中国地质大学 ( 武汉) 的博士和博士后学位项目中，古生物学和地层

学也以英语进行授课#此外，在中国高校的考古系中，中国传统考古学理论与西方考古学理论课
程相结合，让学生能更加清晰地了解考古学方法的全貌##

联合考察项目逐渐增加#上世纪 "# 年代，只有少数西方机构能与中方联合进行实地考察项

目，$ 而从 1### 年开始，联合项目数量大大增加，更多的西方学者能够参与到考古调查中#这
些目标不仅是完成一些简单的报告，而是涉及到诸多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如中国西北地区自然

环境对早期文明产生的影响#1### 年初，有五个著名的国际学术机构和大学%建立了青铜时代甘
肃河西走廊畜牧业的合作项目，项目包括召开学术研讨会$区域调查$考古发掘等#&

1##/ 年，哈佛大学$北京大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台湾大学等高校联合组织一项考古
调查项目，对甘肃民乐县东灰山四坝文化遗址进行发掘，从中采取到大量植物考古样本，对研究

早期小麦的传播意义重大#’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逐渐成为不同国际机构间合作的新平台#通过世界各地图书

馆和大学的国际数字数据库，学者们可以分享更多的学术资料#目前最成功的网上数据库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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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敦煌项目: 网上丝绸之路"，它为世界各地的学者提供了大量免费的在线材料#! 该项目最
初成立于 !""2 年，主要由英方负责#1##! 年后，其他国家的学术机构开始加入#目前加入该项
目的有中国国家图书馆 (北京)#大英图书馆 ( 伦敦)#法国国家图书馆 ( 巴黎)#东方手稿研
究所 (圣彼得堡) 和亚洲艺术博物馆 (柏林) 等#

二$关于中亚与新疆史前研究的成果
在过去的 1/ 年中，西方学者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新疆与中亚史前研究的著作，涉及到了诸多

的研究领域#西方学者的许多著作都是在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最值得注意的是 !""1 年由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主编为丹尼 ( L%*+) 和马松 ( @%UUG*) ，主要介绍的

是从文明的曙光至公元前 3## 年该地区的历史与文化#" 另一本著作是雅各布森 ( K5 J%&G<UG*)

!"", 年出版的(古代西伯利亚的鹿女神&$该书从传统艺术的角度，分析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
时代的南西伯利亚与中亚北部的文化，如贝加尔新石器文化$阿凡纳羡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
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 !""2 年，赫伯特 ( ?5 k5 F+’<’$() 出版其著作 (中亚青铜时
代绿洲文明的起源&，介绍了土库曼斯坦文化部和莫斯科考古所在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
( N%&($+%*%=@%$Z+%*%) 地区的考古发掘成果，并尝试探讨了该地与中亚其他地区进行的文化交流

情况#$ !""/ 年，由巴什洛夫 ( 05 ^5 N%U)+YG[) 和亚伯朗斯基 ( 05 _5 B%<YG*U8:) 等主编的英文

论文集(早期铁器时代的欧亚草原游牧民’出版，该书收集了 !"-# ; !""# 年俄罗斯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在中亚发掘和研究的材料，内容十分重要#% 同一年，寿 ( k5 J’**: eG ) 和班克

( .5 KOO% N]*8’$) 出版了(中国北方边境的商人和骑手’一书，讨论了中国北方游牧部落与中
原地区的互动与交流问题#&

此类著作反映出西方学者关注于中亚游牧民族的游牧环境与史前丝绸之路的存在#他们将欧
亚草原视为一个整体，并强调区域内文化与技术的交流与联系#’

在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新疆的特殊地位开始被西方学者所重视#1# 世纪 4# 年代，科尔就

对西方同行指出: 倘若脱离了新疆的考古材料，任何东西方古代文化交流的研究都将缺乏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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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近十年来，西方学者多倾向于研究新疆在整个欧亚大陆交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只
有少数著作涉及到新疆的一些遗址，有的仅提出一些时空框架，而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史前时期

新疆与欧亚大陆经济上的交流，特别是塔里木盆地出土的干尸及其纺织品的研究方面#"
!""2 年，%探索发现’杂志出版了一期有关新疆塔里木盆地干尸的特刊后，# 引起了西方考

古学者和纺织品专家的关注，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 ( ^+&(G$ @%+$)#洛杉矶西方学院的巴
博 ( KY+a%<’() m5 N%$<’$)#哈佛大学的艾琳&古德 ( T$’*’ bGGE)$梅维恒是西方学者中较早关注
塔里木干尸的学者之一，他的 (塔里木干尸’一书考察了塔里木盆地的墓葬遗存，并探讨了这
批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人群的 !种族"关系#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论文，如 (塔里木
盆地史前高加索人尸体&%基因$地理和语言年代学: 史前晚期与历史时期的塔里木盆地&%中
亚东部的干尸&$$

巴博在研究后认为: 新疆出土的纺织品是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她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
在论文中，如(塔里木盆地青铜时代的织物与纺织: 楼兰与哈密&#%织工眼中公元前 1 千纪塔

里木盆地的纺织品&$其著作(乌鲁木齐干尸’也在 !""" 年出版#%
艾琳在著作(新疆哈密青铜时代的斜条纹织物’和(塔里木盆地史前纺织品的社会考古学’

中，尝试从服装的结构和样式出发，诠释纺织品在史前的社会学功用#在论文 (新疆古代织物
染料的特征’中，作者通过分光光度法和液相色谱%质谱检测法等技术，试图找出各颜色染料
的产地及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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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疆出土的干尸还引起了体质人类学$遗传学和分子考古学家的浓厚兴趣，例如意大
利萨萨里大学 ( M*+[’$U+(: GW e%UU%$+) 的保罗&弗兰克兰西 ( A%GYG k$%*&%Y%&&+)#阿拉斯加费尔班
克斯大学 ( M*+[’$U+(: GW 0Y%U8% k%+$<%*8U) 韩费尔 ( F’O\)+YY)#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 g]’’*/ U

M*+[’$U+(: GW N’YW%U() 的詹姆斯&马洛里 ( J%O’U @%YYG$:) 和斯坦福大学 ( e(%*EWG$E M*+[’$U+(:) 的

卡瓦利&斯福扎 ( .%[%YY+ eWG$a%)$他们的研究证明，塔里木盆地的古代族群是东西方人群混合
的结果#弗兰克兰西在(新疆古尸的 Li0分析’和(中国新疆古尸 Li0分析再研究’中指出，
塔里木盆地的干尸携带有欧洲人的基因#! 而韩费尔和马洛里指出，塔里木干尸的颅型与南亚人
较为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卡瓦利&斯福扎的论文 (基因$人群和语言&，通过对塔里木干尸的遗传检
测，再结合考古学和语言学等研究，对该地区的古人类来源进行了推测##

近年来，中国与西方在遗传学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旨在对新疆的古代族群进行研究，

参与者包括吉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等重要学术机构#详细内容可以参见 (早期青铜
时代塔里木盆地的东西方混合人群’一文#$

古代中亚的冶金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因此该领域成果显著#大部分关于新疆地区的研
究，仍然是由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完成的#梅建军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 ( i’’E)%O V’=

U’%$&) T*U(+(](’，.%O<$+EZ’) 完成的博士论文(史前晚期的铜与青铜冶金及其文化背景和邻近地
区的联系’具有开创性#% 作者通过对早期金属和炉渣的技术分析，试图重构新疆与邻近地区的
早期冶金史#关于新疆古代冶金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匹兹堡大学的林嘉琳 ( >5 _+*E]WW) ，其著作(从乌拉尔到黄河: 欧亚东部的古代冶金’中有相当篇幅涉及新疆及邻近地区的冶金起源#&

动物和植物的驯化以及在欧亚大陆的传播，也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自 1# 世纪 4# 年代以

来，马在中亚草原的驯化问题一直是西方学者争论的焦点#’ 现代马的 Li0 检测表明，马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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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驯化存在多源性，而不是单一起源的扩散#! 尽管这一类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目前尚未有
涉及到新疆的内容#"

三$有关新疆的主要学术会议
在亚洲$欧洲和美国各地，每年都有涉及新疆和中亚考古与历史等的国际学术会议举行#这

类会议论文集出版很快，值得注意的有:

!"43 年 !# 月，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了 !中亚民族的游牧与定居: 民族考古学的贡
献"学术会，介绍了法国与苏联中亚联合考古的相关成果##

!""1 年 !! 月，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 !草原考古: 方法和策略"研讨会，提出了青铜时
代与铁器时代欧亚草原游牧文化与艺术的考古学方法与思考#$

!""- 年 2 月，在美国费城举行了!中亚东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人群"国际会议，从考
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和冶金的角度，集中探讨了关于新疆的研究成果与发现#

!""" 年 !! 月，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移民与文化变迁: 公元前第一$二千纪中东和中亚的文
化转变"国际研讨会，探讨了在史前时代中亚的族群迁徙，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化趋势#%

1### 年 2 月，在韩国庆州举行的!金属与合金应用的起源"国际研讨会，探讨了俄罗斯与
东亚早期冶金技术的起源#&

1##/ 年 2 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的欧亚考古学会议上，一些年轻学者针对欧亚大陆多

山区$草原$沙漠和沙漠的特性，提出应该以全局视野来研究欧亚历史的新方法#’
1#!1 年 !! 月，!南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 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遗产与新发现"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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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举行#在会议期间，学者们通过中国和欧洲所存的档案和考古记录，分析
该区域的历史和地理环境#

1#!/ 年 , 月，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 ( T*E+$% b%*E)+ i%(+G*%Y .’*($’ WG$ ()’ 0$(U) 与

匈牙利驻印度大使馆联合，在新德里举办了一次关于斯坦因的图片展，及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斯坦因及其南亚和中亚遗产: 近期的发现与研究" ( @%$& 0]$’Y e(’+* ‘+() e\’&+%Y V’W’$’*&’ (G

eG]() %*E .’*($%Y 0U+%* _’Z%&:: V’&’*( L+U&G[’$+’U %*E V’U’%$&))$内容主要涉及斯坦因在新疆和
敦煌等地的考古探险#

四$相关学术期刊
1# 世纪后半段，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学术期刊都致力于研究中亚地区历史和考古的新材料#

更为重要的是，部分俄罗斯考古期刊也开始用英俄双语发表研究成果#笔者将部分西方学术期刊
及其网址列举如下，读者可自行通过互联网进行检索#(印欧人研究& ( R").&23 "* L&’"EA)."$%2& :+)’(%4) ，!"3, 年创刊，缩写为 RLA:，季刊#主要
收录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方向的学术论文和综述$( )((\: 6 6‘‘‘5 7+’U5 G$Z 6)(中国柏拉图文集& ( :(&"E<32+"&(0 <2$%.4) ，!"4- 年由美国学者梅维恒创办，缩写为 :<<，

不定期#涉及中西历史文化交流$中亚考古等多个学科领域$( )((\: 6 6 U+*G=\Y%(G*+&5 G$Z 6)(欧亚考古学$民族学与人类学& ( G.0,2%"3">D，A+,&"3">D i G&+,."$"3">D "* A).24(2) ，1###

年由俄罗斯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院西伯利亚分院创办，缩写 GAGA，有英语和俄语两种版本#主
要发表考古报告$学术论文和学术会议报告等，是研究俄罗斯和中亚考古的重要资料$ ( )(=

(\: 6 6‘‘‘5 %$&)%’GYGZ:5 *U&5 $] 6’* 6\]<Y+U) 6 7G]$*%Y 6 7$0K0K" ’*5 %U\9)(欧亚人类学与考古学& ( G&+,."$"3">D i G.0,2%"3">D "* A).24(2) ，前身为 (苏联考古学与人
类学&，缩写 GGA#内容涉及俄罗斯$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区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相关
内容$( )((\: 6 6‘‘‘5 (%*EWG*Y+*’5 &GO 6%&(+G* 6EGe’%$&) 0YYk+’YE u 0*()$G\GYGZ: H r1- H 0$&)’GYGZ: H

GW H K]$%U+%)(亚洲学刊& ( -,% R").&23 "* G4(2& :+)’(%4) ，!"2!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亚洲研究协会

( 00e) 创立，缩写 RG:#内容涵盖艺术$历史$文学$考古等多个领域，范围覆盖南亚$东亚$
中亚等区域$( )((\: 6 6‘‘‘5 %U+%*=U(]E+’U5 G$Z 6A]<Y+&%(+G*U 6J0e)(欧亚文物& ( A).24(2 G&+(S)%) ，!""- 年由德国欧亚考古研究院创立，双语年刊#最近，该
刊拟出版一个新的书系 !欧亚大陆考古" ( 0$&)%’GYGZ: +* K]$%U+%) ，已将大量苏联考古学家的著

作翻译成德文，有英语和俄语摘要#(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 ( -,% 9)33%+(& "* +,% ;)4%)# "* \2. A24+%.& G&+(S)(+(%4) ，1# 世纪 1# 年

代由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创办#内容包括古代东亚及其邻近地区的考古$美术品$建筑的相关研
究等$( )((\: 6 6‘‘‘5 [%$YEU8]Y(]$O]U’’$*%5 U’ 6GU(%U+%(+U8%O]U’’( 6 WG$U8*+*Z=U%OY+*Z%$ 6 WG$U8*+*Z 6<]YY’=

(+*=GW=()’=O]U’]O=GW=W%$=’%U(’$*=%*(+h]+(+’U 6)(世界史前史& ( R").&23 "* O".3’ <.%,(4+".D) ，!"43 年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创刊，缩写 RO<，年
刊#主要涉及东亚$中亚和非洲考古$( )((\U: 6 6‘‘‘5 7U(G$5 G$Z 6 7G]$*%Y 6 7‘G$Y\$’)+U() &""&

西方学界新疆史前考古研究概况



五$总结与展望
在过去的 1/ 年里，西方学术界一直热衷于中亚和新疆的史前史研究，这一切得益于政治的

稳定，以及考古学理论与技术的进步#俄罗斯和中国的开放，让西方学者有更多机会了解中亚和
新疆的过去，使其成为世界史前史研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目前的研究仍然面临许多
问题#

首先要克服由于政治等因素而导致的信息不共享#以俄罗斯为例，在苏联时期，苏联政府每
年支持的考古项目超过 /## 个，每年发布的报告超过 /### 份，这使一个复杂的史前文化系统呈

现在世人面前#例如，在西伯利亚西部的米努辛斯克盆地，考古学家先后发现了数个先前未知的
考古学文化遗迹，如已披露的阿凡纳羡沃文化 ( ,/## ; 1/## N.K，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早
期)#奥库涅夫文化 (1/## ;!3## N.K，青铜时代中期)#安德罗诺沃文化 (!3## ;!2## N.K，青铜

时代晚期) 和卡拉苏克文化等 (!2## ;4## N.K，青铜时代末期)$这些具体报告主要由当时的苏
联文化部门组织编写，材料主要保存在苏联科学院#由于这些考古学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相互承
接，并与其西部$东部地区以及邻近的新疆地区存在联系，可视为中亚古代技术和文化传播的重
要参与者#不幸的是，关于这些文化的研究论文面世极少，还有许多考古学文化甚至还不被西方
和中国学者所知晓#目前，仅有几部学者的著作被译为英语出版，如切尔内赫 ( .)’$*:8)) 的著

作，而原始报告和新发现的材料，仅仅掌握在俄罗斯学者手中#
其次是中俄两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同西方之间的差异#在过去的 1/ 年中，马克思主义考古

学仍然是中俄两国考古学思想的主流，中俄考古学家的工作重点仍然在其境内，两者间的相互交

流却很少#另外，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考古学过度依赖于类型学的比较，习惯于用考古学补史，
而忽视了物质文化以外的精神层面研究，这一点早在 !"/2 年就被福特 ( kG$E) 和斯图尔特

( e(’‘%$E) 所指出#而傅斯年对于西方学者的批评也作出过有力的回击，他说: !在中国工作的
外国考古学家从不理会出土材料所反映的中国文化特性，而是一味的强调它们如何与西方

有关$"!
虽然这种!方法论的质疑"一直存在，但中西方的交流与合作却在不断加强，也为不同文

化背景下的学者提供了互动的机会#事实证明，这种因文化传统而产生的分歧是可以弥合的#
最后是关于网络资源共享的问题#由于各种原因，许多考古学资料的网络资源不能够实现全

球共享，部分资料还没有数字化#因此互联网信息的改善，应该是未来几年最为迫切的，这样才
能让学者更多地获取信息资料，开展更深层次的研究#

( 作者单位: 意大利威尼斯东方大学亚洲与非洲学院

译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博士生

审校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陈 霞

责任校对: 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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