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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起源即中华文明的上
古史部分，因时代久远而材料稀少，
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往往看到巨大差
异，尤其因无文字材料，而科学研究
极其缺乏，所以在学术界争议颇多。
事物的真相只有一个，如有争议，最
多只有一方正确，甚至往往都不对。
所以目前的上古史认知必然存在很多
误区。我们如何走出误区，接近真
相，无非是摆事实讲道理，也就是整
理科学逻辑和科学证据。上古史的科
学逻辑是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的客观
规律，科学证据必须综合遗传学、考
古学、语言学、民族学、神话学等所
有相关领域和相关数据。把所有证据
都通过逻辑串起来，没有不可解释的
证据，这样的假说才能称为科学假说，才可能最接近真相。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中华民族

对于中华民族起源的认识，要基于全球现代人起源的科
学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全世界的现代人属于智人物种的一个
亚种。从基因、体质、语言、考古等方面的证据综合分析证
实，现代人亚种 20 万年前源于非洲，约 7 万年前因为多峇
巨灾的推动而扩散到了非洲之外，在世界各地适应不同地理
气候条件而陆续形成了 8 个地理种。全球现代人的基因都非
常接近，构成一个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范围内文明
与民族起源，都是 1.2 万年前末次盛冰期结束以后的事件，
与 7 万年前现代人走出非洲的自然史无关。

中华民族是 7 万年前出非洲人群的分支之一。大约 4 万

年前进入东亚大地，渐渐萌发出中华

文明。目前对于中华民族和文明的起

源虽然研究不断深入，但在民众中甚

至在相关学界还存在两种极其错误的

观点：1）文明西来说，有观点认为

中华文明起源于古巴比伦，甚至古埃

及，很晚的时候才从西北进入中国；

2）中华民族多源说，认为中国的民

族有很多独立起源，各民族是不同来

源的，中华民族是近代构建的，这一

观点在社会科学界几乎成为主流。实

际上这两个观点既缺乏科学证据，又

严重影响了民族团结。

大量研究证明，中华文明的主体

核心都是中国本土孕育，并且传承有

序的。与其他文明发生的交流互鉴，只是中华文明的部分补

充。中华民族的同源性始终是主流，各个民族的形成伴随着

不断的重组，因此形成了“你中有我”的遗传基因与语言文

化形态。外来的成分从来没有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占过主

流，都是中华民族的少量补充血液。

1990 年代的分子人类学研究定出了东亚人类起源的大

框架。基因组数据说明东亚人主要源于非洲晚期智人，极

少部分来自欧亚大陆的早期智人（尼人和丹人）。2010 年

代以来，复旦大学牵头的团队详细推演了现代人进入东亚，

以及各民族类群起源迁徙的时间和路线，开拓了东亚人群

史前人口史精细分析的新领域（李辉、金力，《Y 染色体

与东亚族群演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通过采集东亚数十万样本基因组，分析其中 Y 染色体、

线粒体等的多态性后，我们发现东亚现代人是由不同时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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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东亚的至少两批现代人混合而成的，呈“两阶段两路线”。

第一批约 7 万年前出非洲后沿海岸线东进，约 5 万年前进入
东亚，在现代东亚基因库中比例较小，而在澳洲土著中比例
较高。第二批约 5 万年前从西亚扩张并于约 4 万年前进入东
亚，形成了现代东亚人的主体。两批人进入东亚的路线分别
有东西两条主线。

第一批，部分人群约 5 万年前从缅甸溯着青藏高原边缘
的河谷进入东亚西部。另一部分从中南半岛沿着冰川期海岸
线进入东亚东侧，并一直北上抵达东亚北部。

第二批，4 万年前进入东亚的两条主线分别是滇川、两广，
其后代构成了现代东亚人口的主体。其中滇川的人群涉及孟
高棉、苗瑶、汉藏三个族群的起源。从基因谱系看，苗瑶和
汉藏族群的早期人口都源于孟高棉族群的祖先。两广主线进
入中国的人群奠定了现在侗傣 - 南岛族群的主体人口，成为
中华民族另一支来源。在迁徙过程中，东南亚丛林气候形成
遗传过滤效应，使得东亚人群的遗传、体质和生理病理特征
得以特化。

东亚族群起源于原始人群的聚合

早期狩猎采集人群并未形成民族，而是大量文化关联疏
松的散在部落。我们深入研究了“新石器转型期”的遗传结
构变化，发现民族是冰期结束农业起源以后，由散在人群向

农业核心聚合形成的。民族是人口与文化稳定积累的产物。

文化的稳定积累需要建立在足够的人口基础上，而人口的大

规模增长依赖于农业生产。冰期的寒冷气候不支持农业的起

源，所以只有冰期结束以后，生物资源大量增长，才促进了

人口初步增长。初步增长的人口发明了农业并稳定地传承，

从而进一步刺激人口大量增长，在农业核心上聚合形成了原

始民族群体。充分的剩余时间使得新石器工具出现，并渐渐

孕育了具有相对完善的社会规则的早期国家雏形。

按照语言谱系，中国现代各个民族可以归为若干语系，

即汉藏、苗瑶、侗傣（新名仡傣，Kra-Tai）、阿尔泰（满蒙

为主），以及边缘的南亚、南岛、印欧等。苗瑶和侗傣因为

与汉藏关系紧密，也会被归入汉藏中。这些语系族群中，中

国的主体族系——汉藏语系族群，具有最高多样性的 Y 染色

体 O-M134 单倍群。通过古人骨 DNA 分析发现，此谱系起

源于海河流域粟作农业形成的早期磁山 - 裴李岗文化。最早的

驯化小米发现于北京郊区永定河边的东胡林遗址。汉语族与

藏缅语族经历了两次分化：1）7 000 多年前南下黄河流域的

人群后来形成仰韶文化，成为藏缅语族的源头；约 6 200 年

前部分人群北上西辽河流域，形成红山文化，成为汉语族的

源头。2）约 5 300 年前红山文化人群南下，迫使仰韶文化部

分人群西迁成为藏缅语族，而中原混合的人群成为初具规模

的汉语族（李辉、金雯俐，《人类起源与迁徙之谜》，上海

科技教育出版社）。

图1 现代人起源模式图。图中字母代表Y染色体单倍群类
型，数字表示分支距今万年数，人像为八个地理种代表

图2 4万年内的人群扩散与8 000年内的民族聚合模式图。
O1与O2是中国主要的两种Y染色体单倍群，O2之下有三
个主要的扩张节点，以希腊字母α、β、γ命名。五个早期
族群的来源自西南顺时针分别是高庙、仰韶、红山、龙
山、良渚等考古文化。数字为早期政权建立的距今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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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汉藏族群北侧的满蒙族群，虽然不以农业为主，但

是在早期汉语族先民北上的影响下，聚合形成了文化共同体。

黑龙江的小南山文化等可能与其有关。但东北地区的早期文

化多样性很高，存在多个族群系统的起源，如芬兰 - 乌拉尔

语系人群可能起源于辽西赵宝沟文化。赵宝沟文化被红山文

化覆盖，或是芬乌族群北迁的原因。而汉语族也在从桑干河

流域南来人群和遗留的赵宝沟人群的混合中形成，所以现代

汉语体现出明显的藏缅语和芬乌语混合的形态，现代汉族 Y

染色体也兼有藏缅的 O 系和芬乌的 N 系。

因为气候变冷，5 300 年前汉语族人群南下，影响到了

湖广的苗瑶祖先群体和江浙的侗傣祖先群体，并发生了大规

模人口融合。广布于台湾、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南岛语系人群

与侗傣语系人群以 Y 染色体 O1-M119 谱系为特征，精细进

化分析发现，他们同源于江浙新石器时代人群。南岛祖先离

开江浙约为 5 900 年前，当地马家浜文化结束，其上层建筑

在来自长江以北的大汶口文化驱使下南迁。这为太平洋岛屿

数亿人口找到了源头。而 5 300 年前汉语族祖先的到来，使

马家浜之后的崧泽文化终结，在当地混合形成了良渚文化，

是侗傣语系壮侗语族人群的起源。而崧泽文化上层的西迁可

能形成了侗傣语系仡黎语族群体。崧泽同时南方最发达的是

凌家滩文化，很可能是一个原始政权中心，有苗瑶文化的背

景，这可能与仡黎语族兼有侗傣语和苗瑶语特征有关。而壮

侗语族兼有侗傣语和汉语的特征，也可能与良渚文化的混合

起源有关。

大约 5 300 年前，中国境内的五个考古区系大多发生了

文化变革。东北的红山文化南下。中原的仰韶文化大体西迁，

西北的大地湾文化变成马家窑文化。南方中心的凌家滩文化

被摧毁。江浙的崧泽文化灭亡，良渚文化开始。湖广的大溪

文化灭亡，屈家岭文化开始。只有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基本稳

定。这说明中国发生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巨大政治变革，来

自东北的力量几乎影响了全国。此变革使中国人群的遗传结

构发生大混合。这可能与传说中蓟地轩辕黄帝的兴起有关，

也与汉族成为中华民族融合核心有关。

以往认为民族的形成主要是不断分化的过程。通过遗

传谱系分析我们发现，各个民族之间共享的基因类型非常普

遍，而这些共享类型的分化时间大多在新石器时代的民族起

源期。所以证实民族类群主要是聚合形成的，族群之间的交

流融合多于分化，中国各民族的形成过程伴随着不断的人口

重组。

聚合与派生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文明是民族文化的积累和升华。中华文明的形成恰恰是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产物，或者说两者互为因果，协同发
生。从遗传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神话学、民俗学
等等领域综合证据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文明的主体是
完全根植于中国，是本土自生的。冰期结束过程中，中国南
方就开始了世界最早的农业萌芽，长江中游的人群开始驯化
水稻。江浙和燕云的农业萌芽也随后迅速萌发，这奠定了中
华文明的基础。同时，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在数千年的发展
中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很好地补充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
展。但如果因为部分的交流互鉴而提出所谓“中华文明西来
说”则是非常荒谬的，各个学科都有明确的证据予以反驳。
一是遗传学证据非常清晰地呈现出中国人群的主体基因谱系
都是本土起源的，数万年前已经进入中国，5 000 ～ 7 000
年前就完成了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家族谱系扩张；二是经过谱
系分析年代计算，现代人群中累计少于 8% 的各种外来成分，
都是晚于距今 4 000 年的。这就证明，外来人口进入之前，
中华文明就起源了。而文明的起源点，应该就是父系谱系的
扩张原点，因为父权社会中财富积累和继承决定了父系谱系
的扩张。我们通过古代人骨 DNA 检测，发现最早的三个扩
张原点是湖南和河北的农业起源点，证明中华文明起源于本
土最早的农业人群，而不可能是西亚文明的衍生。

中华民族的主体起源于中国，那么中国境内数个族群是
否完全独立起源的呢？现在学界流行一种由“多元一体”理
论过度异化而来的“中华民族多源说”。多元一体理论应该
指的是农业和文化的起源有多元素，而后发展成一体化的民
族集团。并不是民族有多个起源，更不是各个族群起源不同。
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这里有一
个“名”和“实”谁先谁后的问题。社会团体可以先有“名”
再构建“实”，而自然事物基本上是先有“实”体再据此赋
予 “名”称。我们有大量遗传学数据可以证明中华民族“实”
先于“名”。很多研究者认为，“中华民族”这一“名”，
既然是民国初期提出的，是基于反侵略反殖民的需求构建起
来的，因此那以后才有了中华民族的“实”体，甚至有人认
为中华民族的实体至今仍在构建中，这是非常唯心主义的观
点。包括部分学者认为汉族叫作“汉”族，必然是汉朝以后
的，历史考证是晋代外族压迫才使中原人群自称“汉人”，
因此认为汉族是晋代形成的。这就把主观认识的“名”凌驾
于客观存在的“实”之上了。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汉族
是一个有稳定的文化和遗传传承的族群，无论他被叫作华人、
夏人、唐人或者其他什么，只要稳定地传承发展汉语，以天



312022 12 世界科学

人合一等世界观为族群文化标记，以三皇为共同的血缘认同，

这一群体就是汉族。所以无论是秦始皇，还是周文王、尧、舜、

禹，实际上都属于汉族，不然历史逻辑就荒诞了。

中华民族共同体提出也是基于这一实体的客观存在。

我们从人类学角度很容易证实这一点。一方面，中国各民族

之间有大量共享谱系和同源谱系，远大于域外人群，中华民

族有共同的遗传背景。中国目前的 56 个民族都与汉族有共

享遗传世系，例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都有高频的汉族

主体 Y 染色体 O-M134 类型。另一方面，中国各语系民族

都是较晚历史中分化形成的，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转型中，没

有民族概念的散在采集狩猎人群渐渐聚合成了中华民族的雏

形，没有现代式的民族分化和文化差距。后来部分人群迁到

了边缘地区，渐渐形成少数民族。而留在中部的主要人群融

合成了汉族，这才有了民族的分化。所以中华民族是先融合

再分化而形成的。从人群的角度分析，中华民族不是多元的，

而是一元的。考古中看到的文化区系只是次要的地方特色，

是民族形成之前的族群初步聚合。中华民族因为先有“实”体，

才能被命“名”，实在名前，是被广泛接受的基础。

中华民族的超级遗传祖先

上古族群结构精细研究的基础，在于对中国人群父系 Y
染色体谱系的精细研究和遗传精准估年方法的建立。利用这

一技术，复旦团队在中国人群的大规模分析中，发现中国人

群 Y 染色体非重组区的近 2 万个新的 SNP 位点。用这一系

列高质量序列重构了中国人群相关的 Y 染色体 C、D、N 和

O 的精细演化树，并重新计算了谱系分化时间。在演化树上

观察到，距今 6 000 年前后，Y 染色体 Oγ-F11、Oβ-F46、

Oα-F5 三大个人节点出现了迅速扩张，在数代内这三人分别

产生上千后代，其直系后裔在现代中国人中超过 40%，成为

中国人的三个超级遗传祖先。三大节点之后，还有三个略小

的迅速扩张节点。这六个祖先的直系后代占现在中国 Y 染色

体的 70% 以上。这应该是文明早期国家成型和领袖产生的

一种迹象，也就是中国民族形成的第一个阶段。

超级祖先的时间和地点与古史传说中的帝王谱系、考古

发现的早期大型陵墓都吻合。三大祖先的年代估算分别为距

今约 6 800 年、6 500 年、5 400 年。有些学者认为不应该把

传说的上古人物与遗传谱系和考古遗址对号入座，这种观点

并不符合科学逻辑。首先，上古传说虽然因为流传太久而出

现版本多样性，但并不能简单否定其历史背景的真实性，而

是需要科学验证，与遗传学和考古学对照就是一种科学验证。

其次，历史真相是必然能够从各个角度检验都达到对应的。
不能“对号入座”，就不可能是历史真实，可能是某些学科
角度的观察发生了扭曲。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中华民族上古
史，在遗传学、神话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各个领域
都能完美对应。尤其是三个最早的超级祖先，是现代汉族群
体的核心成分，也分别是中国其他各个族群的主要类型，他
们的起源发现于不同的考古区系。

第一，距今约 6 800 年是中国已发现的第一个城市始建
的年代，在稻作起源的湖南沅江流域澧县发现了城头山古城。
我们突破了南方人骨腐败程度高的技术难点，检测了城中年
代最早规格最高的墓葬主人的基因，发现其 Y 染色体正是中
国三大谱系中的第一个 Oγ-F11 的早期类型。结合其所属的
高庙文化出现的大量“凤鸟”“八角星”图案等文化特征，
这一谱系与传说中的中华人文始祖“伏羲”高度吻合。

第二，距今约 6 500 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留下一
个巨大的陵墓，属于仰韶文化鼎盛时期。这一墓葬中围绕墓
主人用蚌壳排布着青龙、白虎、北斗、南方七宿等天象，象
征着墓主人的崇高地位，疑似传说中的“神农”。仰韶文化
大量高等级墓葬人骨基因都属于 Oβ 谱系。

第三，距今约 5 400 年，在辽宁、内蒙古交界处建平县
的牛河梁山岗上，开始建造金字塔形积石塚、神庙和祭坛，
已发现的 16 个积石塚排布成轩辕星座的造型。我们检测了
最早而且最大的积石塚墓主遗骸 DNA，发现其为 Oα 谱系
的源头。这一遗址开始于红山文化的鼎盛期，出现大量龙凤
玉雕，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高度吻合。

图3 藏族的吉祥八宝图案在仰韶彩陶中都能找到可能的
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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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这三个考古区系和遗传谱系及其代表的族

群文化，与现代民族群体的文化也明显有传承关系。高庙文

化的陶器上出现大量的凤鸟、八角星、建木、夔龙造型。这

些造型都是典型的苗瑶族群文化，也大量融入汉族文化中。

高庙 - 大溪遗址人骨中高频检出的 O-M7 类型恰恰是现代苗

瑶族群的特征。

仰韶文化的彩陶纹样中最典型的是太阳、双鱼、螺纹、

网文、太极、花朵等，这是现在的藏缅族群的典型文化符号。

例如藏族的传统图案吉祥八宝，在仰韶文化彩陶中都能找到

源头，藏族 Y 染色体最高频的 O 和 D，分别可以追溯到仰

韶居民和大地湾居民。藏缅的圆圈舞习俗，在仰韶后续的马

家窑文化彩陶中也清晰绘制着。所以有理由相信，仰韶 - 马

家窑文化是藏缅族群的源头。同时太极、中国结等文化也完

全融入了汉文化中。牡丹也长期成为中国人最喜欢的国花。

汉族虽然融合了大量远古族群的文化因素，但其文化核

心应该来自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以大量玉器的使用为特征，

玉器代表造型是龙和凤、“道人”、玉瑁冠冕、玉鼇玉龟、

熊头燕子、终葵砭刀……这些是最典型的汉文化特征。红山

文化分布于涿鹿之北，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部族发源地一致。

轩辕黄帝无疑是汉族公认的最重要的祖先。所以汉族主体起

源于东北是遗传学、语言学、考古学和神话学都可以一致对

应的。

以上三个文化和族群的扩张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起源。此

外齐鲁的后李 - 北辛 - 大汶口区系和江浙的上山 - 马家浜 - 崧

泽 - 良渚区系也是关键的源头。在红山扩张之后，约 4 600 年

前大汶口文化开始西扩，与中原文化融合形成龙山文化，可

能代表了少昊时代的开启，成为汉族人口的主要来源之一。

从遗传谱系上看，大汶口的大量谱系来自高庙文化，如果高

庙文化属于太昊伏羲氏，那么少昊与太昊有传承关系也是合

理的。一般认为大汶口文化派生出古东夷族，后来完全融合

入汉族。

良渚文化于约 4 500 年前北扩，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现

了良渚贵族的遗存。这可能就是传说中颛顼时代的开始。

约 4 400 年前，颛顼时代结束，族群分两个方向迁徙，中原

部分迁到西北覆盖马家窑文化形成齐家文化，江浙部分的上

层建筑南迁到两广发展成侗傣族群。良渚文化遗骸和现代侗

傣族群中大量检出的 Y 染色体 O1-M119 类型证实这一遗传

关系。齐家与良渚一样用大量的玉琮玉璧，而疑似齐家统治

中心的陕北石峁古城甚至出土了大量直接来自良渚的精美玉

器。石峁文化大约 4 000 年前的南下可能就是夏朝的起源，

也是汉族人群的主要构成成分之一。

这一系列研究，拨开了中国上古史的迷雾，可以证实中

华文明与其他三大文明一样有六七千年历史，也反驳了否定

中国古史、否定三皇五帝真实性的观点，为重建中国古史奠

定科学基础。基于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也就非常清晰

了。中国的五个农业区形成了五个考古文化区系，也形成了

数个语系的源头。这五个区系陆续兴起和扩张，构建原始政

权，可能对应了传说中最早的上古帝王：伏羲、神农、轩辕、

少昊、颛顼。此间部分人群迁到偏远地区，渐渐成为少数民

族甚至外国民族，而大部分人口融合成为汉族。在历史发展

中，中华民族继续不断地发生语言文化和遗传基因的交流。

这就是为何中华各族之间存在大量的语言、文化、基因的共

享性。可以说中国各民族起源于上古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历史学的研究，以往只能通过传世文献的梳理、考古发

现的比较研究来推进，其模式为“文本→文本”，解析精度

和客观性都有限。而精细遗传学分析的介入，创建了“文本

→科学证据→文本”的历史人类学新模式，使得历史分析的

精度大大提高。进一步打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

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重要守正创新。

本文根据笔者在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志愿者协会主办的
“海上科普论坛”上的报告撰写而成

图4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模式⸺融合与派生。字母为Y
染色体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