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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里的秘密
不同时期的先民留下不同的
生活印记

距黎安港不远的一处地势
略高的台地上，在一片海防林和
一小块菜地间，整齐分布着4个
100平方米的土坑——考古工
作中称为“探方”，这就是内角遗
址的发掘现场。这样一个隐秘
而宁静之地，是如何进入考古专
家的视野？

2017年，考古所在这一带
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了成片堆
积的贝壳。专家们敏锐察觉到，
这或许又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
贝丘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自2018年起，考古所联合海南
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陵水黎族自治县博物馆，对
内角遗址进行持续性发掘。据
考古所黄超博士介绍，内角遗址
分布范围约3万平方米。

海南日报记者跟随黄超走进
探方，近距离观察土层里的秘
密。“你看，不同时期的地层颜色
深浅和包含物是不同的。”黄超用
手铲沿着不同土色边缘划出一条
条线：最上层土里夹杂一些现代
物品，这是表层土和现代扰动的
痕迹；中间土层有密密麻麻堆积
的贝壳、陶片和一些石器，这是内
角遗址最繁荣时期海南先民的遗
存；下方的土层里，贝壳和陶片的
数量比中间层明显少一些，这是
更早期的先民留下的遗迹。

通过对遗存的分析，考古专
家初步判定内角遗址所处年代
距今约5000年至3000年。“史
前时期没有文字记载，主要依靠
考古学方法进行研究。”黄超说，
海南沿海一带存在诸多遗址，这
些都是打开海南史前文明大门
的一把把钥匙。他呼吁各级有
关部门要更重视和加强海南考
古遗址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尽量
减少各类现代活动对完整历史
信息的扰动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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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是一项科学、严谨、细
致甚至枯燥的工作，像“大海捞针”
一般，这是海南日报记者在考古现
场的第一感受。

黄超介绍，考古发掘一般采取
探方发掘法，依据土质、土色及包
含物区分相关地层和遗迹单位的
叠压打破关系，按照由晚到早的顺
序逐层逐单位地揭露清理各类遗
迹、遗物。每揭掉一层都要进行详
细的筛选、分类、记录和绘图，这样
就可以把每一个时期遗存的整体
面貌清理出来。

发掘现场，工人收集探方里的
沙土，用筛子分离出其中的贝壳、陶
片、兽骨、石器等历史遗存并初步分
类。考古所工作人员蒋新荣则用自

己的“火眼金睛”从中初步挑选有价
值的出土物，分别放进小袋子中做
好登记。

“有的物品造型很美，表明这里
的先民已经有了审美意识，开始追求
精神生活。”在蒋新荣的描绘中，先民
们的生活状态仿佛历历在目——

陶制的网坠、数量巨大的贝壳、
大大小小的鱼骨，勾勒出先民们向
海而生的生存状态；偶尔发现的兽
骨，表明他们也会在陆地上狩猎采
集；陶制的纺轮、细细的骨针，可能
用来纺织衣物，也可能是织造渔网
用的；石斧、石锛造型精美，不仅刃
部光滑锋利，四面都有精心磨制的
痕迹，既美观又趁手；光滑的石环几
乎能够拼凑成规整的圆形，与手镯

如出一辙；一些陶片上依稀能看到
精美的花纹……这些无不表明，物
质生活的富足使得先民们有了追求
精神生活的动力。

现场更多未被挑出来的出土
物，还将被进一步整理，后续仍然有
很高的研究价值。比如，从对陶器
的初步修复情况来看，内角遗址的
陶器既有与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其
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相似性和传承
性，又体现出自身的独特文化特征，
其历史内涵值得深入探究。

引起关注的还有，在早年的发
掘中发现了柱洞的痕迹，此次考古
将开展更细致的发掘，如果能发现
海南先民的居住遗迹，将是内角遗
址的又一个重大发现。

“海南先民对居住地的选择相当讲
究。”站在内角遗址上的黄超感叹道，这
里位于黎安港和新村港之间，风平浪静
的广阔内海，让人们不用冒波涛之险就
拥有丰富的渔获；南面和东面的山岭既
挡住了大风的侵袭，又为先民狩猎、采集
和砍伐木材提供了优良的场所。

事实上，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的考古
工作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已发
现60余处史前遗址。其中，以“英墩文化
遗存”(距今6000至5500年）、“莲子湾文
化遗存”(距今5000年）、“桥山文化遗存”
(距今3500至3000年）为代表的海南东
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入选了
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内角
遗址代表的文化遗存，正好处于莲子湾文
化遗存和桥山文化遗存之间，将进一步填
补这一文化序列中的空白。

“从史前考古的眼光看，海南绝不是
文化沙漠，而是有着丰富遗存和繁盛文
明的地方。”黄超说，海南东南部沿海地
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已表明，距今6000年
到 3000年间，有很多人类群体在此生
活。内角遗址的发掘为理解当时人类的
生活提供了新的材料。

要回答清楚这些问题，海南史前考
古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考古队的专家们
表示，这也正是海南考古工作的魅力所
在。 （本报椰林1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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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捞针”从历史细节中拼凑海南先民的审美趣味

更多未解之谜
诸多遗址印证海南史前文明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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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海南
陵水黎族自治县南
湾半岛的人们像往常
一样忙碌。椰林中的
稻田和黎安港内的
渔船告诉我们，这是
一个半渔半农的村
庄。走进位于此处的
内角遗址，我们进一步发
现，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在
这里的交汇，已经承袭了数千年。

1月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以下简称考古所）工作人员的带

领下，海南日报记者走进正在发掘中
的陵水内角遗址，一探新石器时

代海南先民的生活印记和繁
盛的海南史前文明。

陵水内角遗址出土的陶片经
修复拼接成陶罐。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工人从探方沙土中筛
出贝壳、陶片、兽骨、石器
并进行初步分类。

考古人员正在陵水内
角遗址现场进行田野作业。

扫一扫看视频
海南史前文明再发现

扫一扫看视频
探秘陵水内角遗址

扫一扫看H5产品
走近海南史前文化遗存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大背景下，海马集团积极响应
省委省政府号召，全方位布局“绿色制造”“绿色出行”，力
争成为“海南绿色出行主角”。

目前海马集团已在海南成立新能源汽车共享出
行公司，并打造共享出行平台，积极发挥海马汽车作
为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的产品优势和本地化售后服务
优势，凭借出行的物联网平台和大数据资源，量身定
制海南特色化共享出行运营平台，为海南绿色出行市
场提供更优解决方案。

据悉，海马集团计划未来五年在海南公务车、出
租车、共享出行等市场投放定制化清洁能源汽车产
品，助力海南绿色出行。此外，海马集团还将利用海
南区位及地理环境的优势条件，牵头引进相关投资机
构，共同组建氢燃料电池汽车出行运营公司，并自建
智能网联管理平台。未来，还将规划分批投入氢燃料
电池车辆在海南全岛范围内实现商业运营。

海马汽车是我省汽车产业的龙头企业，扎根海南
33年来，带动了海南汽车产业链共同成长。景柱表
示，未来海马汽车将利用海南自贸港建设机遇“焕发
新生”，聚焦新能源汽车产业，积极为海南自贸港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和绿色智慧出行作出应有贡献。

（本版策划 许春媚 本版文字 邵良 赵媛 本版
图片由海马集团提供）

投放定制化清洁能源汽车产品
争当“海南绿色出行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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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海南自贸港东风再出发

新能源助力新海马“蝶变”
在智能驾驶体验区体验自动

驾驶“大撒把”的乐趣，全方位了解
氢燃料电池汽车“黑科技”……新
年伊始，位于海口市金盘路的海马
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就吸引了不
少市民前来“打卡”。

作为目前省内唯一具有乘用
车及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企业，
海马汽车紧抓自贸港建设和海南
全域推广新能源汽车的政策优势，
近年来积极致力于向新能源汽车、
智能汽车转型，向绿色制造和智能
制造升级，并将加快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等新产品
研发和投放，以实际行动助推海南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2019年3月，《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
划》推出，海南成为在全国率先提出2030年“禁
售燃油车”时间表的省份；2020年6月，《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发布，更是明确提
出将壮大以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为代表的先进
制造业，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至此迎来前所未有
的发展新机遇。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产业发展是建设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的重要一环，也是加快海南先进制
造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海马汽车新能源发展战略恰
好与海南省对于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不谋而合。

“作为扎根本地33年的车企，和海南省唯一
具有乘用车和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企业，海马
汽车具有非常大的战略优势，将成为海南发展先
进制造业的中坚力量。”一汽海马总经理卢国纲
表示，海马汽车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向
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转型，向绿色制造和智能
制造升级。

据了解，海马汽车已斥巨资投入新能源汽车
的研发，在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
车等领域取得较大突破，正规划逐步完成汽车产
品的清洁燃料替代，逐步实现车辆使用端零排放、
电动化。

紧抓自贸港建设机遇
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在海口市金盘路上，一块白底蓝字牌子异
常醒目，这就是海马汽车去年建成的全省首个
厂家自建的国际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海马以
客户体验为理念对传统厂区空间进行全新改造
升级，并以科技赋能，给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沉浸
式互动汽车体验。

在车家互联体验区，客户坐在车内，只需动
动嘴便能远程控制家中的空调、电视、扫地机器
人等智能家电；而在家中，客户也能轻松通过智
能音箱实现远程启动车辆、提前打开空调、检查
车辆状态等操作，感受车家互联科技给生活带
来的便利。

搓板路、沙地、爬坡——在拥有专业级试车
跑道的智能驾驶体验区，消费者还能体验海马
氢燃料电池汽车，及海马汽车自动驾驶的“黑科
技”，其独有的一键激活、一键歇脚、一键脱手
（自动变道、弯道巡航、车道保持、全自动泊车）、
一键醒目（主动避障）等功能，让司机不用控制
油门刹车和方向盘，彻底释放双手双脚。

未来，海南国际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还将
进一步升级，将集新能源汽车体验、科普、研发、
交流为一体，成为海南省集中展示和了解新能
源汽车的窗口。

推出沉浸式体验
打造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

事实上，海马汽车是国内最早开始新
能源汽车研发的自主品牌之一。

早在2006年，海马汽车就开始投入
纯电动汽车及其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推进，先后承担国家“863”及省部级科研
项目6个。

2009年，海马开始规划纯电动汽车项
目，自主建立并完善掌握了新能源整车集
成、电动系统技术和整车控制策略的开发
等，建立了新能源汽车整车开发流程、整
车测试企业技术标准和评估体系，并拥有
整车电控、电驱动和电池系统三大核心技
术的自主知识产权。

“十三五”期间，海马汽车研发投资逾
百亿元，着力打造高效混合动力总成、高
性能燃料电池、自动驾驶、智能网联等六
大创新技术平台。

未来5年，海马汽车还将继续投入巨
资进行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升级，在基于海
马8S和7X平台的两款插电式混合动力
产品开发基础上，继续致力于氢燃料电池
汽车、高性能电堆及其他核心部件的开
发，持续打造技术“护城河”。

坚持自主研发多年
海马新能源发力自主知识产权

“这汽车真的可以不烧油不充电不排废
气吗？”最近，不少汽车爱好者到海马新能源
汽车体验中心，就是为了一睹海马氢燃料电
池汽车的真容。

氢燃料电池汽车外观上与普通的汽车并
没有什么区别，但它“不喝油不充电”，只以氢
气为能源，行驶过程中，经氢氧化学反应生成
水，产生电能驱动汽车，真正实现零排放。

去年1月，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自驾海
马新研发试制的氢燃料电池汽车亮相海口，
获得了外界极大关注。据了解，这是国内首
台上路行驶的70Mpa氢燃料电池MPV。

景柱本人从2015年就开始在湖南大学
研究氢燃料电池汽车，跟踪最新产业方向，在
他的支持和带领下，海马投入巨资先后开发了
两代氢燃料电池样车。海马基金投资的氢能
反应电堆采用金属双极板，功率覆盖30-120
千瓦，升功率3千瓦以上，寿命可达12000小
时。以全新“7X”平台为基础，海马已开发出
氢燃料电池整车第二代样车，可乘坐7人，装
载3个容量为60升的70Mpa氢气罐，百公里
氢耗低于1千克，0到100千米/时加速时间在
10秒以内，各项指标均已达到业内先进水平。

加快氢燃料电池汽车研发
助力海南绿色出行

◀2020年12月5日，海马7X集体交车仪式在海口举行。

▲海马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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