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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熊冠玉人身份探析
——从一件流散又曾被误解的红山玉人说起
江美英
（台湾南华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台湾 嘉义 62249）
[摘

要]

英国剑桥大学的飞兹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收藏一件熊冠玉人，1960 年该馆馆长

Louis C.G. Clarke 当作中美洲的玛雅文明玉器入藏。1968 年韩斯福教授（Howard Hansford）改订为公元前三
世纪战国时期楚国风格。经由二十世纪后期红山文化考古发掘的玉器资料及学者研究，断定飞兹威廉博物

馆藏熊冠玉人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玉器。相似的玉人雕像仅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及欧美博物馆
收藏，从未见于考古出土品，直到 2002 年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四号大墓玉巫人的发现，印证红山文化确有玉雕
人像。此件玉人观察为女性，头上戴着的冠帽是站立高举前肢的熊，戴熊冠玉人的身份与功能有“巫”
“玉熊
母神”及“神祖”等说法，综合此玉人的坐姿、头戴熊冠帽、双手抚膝、睁目、自然呼吸等特征，可能是“神”或
“神祖”，表达红山先祖对熊的信仰与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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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剑桥大学飞兹威廉博物馆藏红山玉人

此件雕像从顶端拍摄的图像，对图像解读有关键

英国剑桥大学的飞兹威廉博物馆（Fitzwil⁃

性意义。

liam Museum）藏有一件玉雕人像，
是 1960 年该馆

馆长 Louis C.G. Clarke 当作中美洲的玛雅文明玉
①

器入藏的 。

1968 年韩斯福教授（Howard Hansford）将这

件奇特的玉雕收入他的《中国古玉》
（英文）书中②，
改订为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期楚国风格。这或
许是因为在中国艺术中，又以楚国艺术造型奇
特，具神秘美感之故吧。图 1a,b（见下页）就是

1968 年书中的黑白图，
图 1a 是迄今唯一一次出版

从玛雅玉器改为中国玉器，韩斯福已跨出了
很大一步。当时学术界完全不知道，五千多年
前，
在辽河流域曾有辉煌一时的红山文化，
用温润
莹秀的闪玉（nephrite）③，
运用推磨等浅浮雕技法，
制作许多带有神秘宗教气息的动物主题玉雕。
红山玉器的确认，是二十世纪最后二三十年

的事。1973 年、1979 年、1979-1982 年、1981 年，
分别在辽宁阜新胡头沟、凌源县三官甸子、喀左
东山嘴、牛河梁等地，发掘了红山文化墓葬，都

① Forsyth Angus, Five Chinese Jade Figures: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ulptural Form in Hongshan Neolithic Jade

Working, Orientations, May, 1990, p61。玛雅文明 Mayan civilization 约于第 3-9 世纪文化最盛。飞兹威廉博物馆内部资
料登录资料，
先后出版于 1990 年霍玺论文、1995 年邓淑苹论文以及 2009 年该馆专书。
② Horward Hansford, Chinese Carved Jades, Faber & Faber, London, 1968，
P84 及图 59。

③ Nephrite 是矿物学名词，属角闪石类，台湾地质学家谭立平翻译为“闪玉”。早年日本学者称为“软玉”，大陆学界译
名纷杂，或
“角闪石软玉”，或
“角闪玉”等。
［收稿日期］2019-12-10

［作者简介］江美英（1962—），女，
台湾宜兰人，
台湾南华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助理教授，
研究方向：古代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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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了玉器；1975 年学者们又在内蒙古翁牛特
旗发现了农民上缴的大玉龙。经过一系列的比

对研究，逐渐确定了红山文化的年代及其玉器
的特征。过去在朝阳、建平、敖汉旗、阜新、巴林

由于红山玉器的研究在国内如火如荼地展
开，西方学者也开始关注早年流散到欧美的、具

有相似风格的玉器。1990 年 5 月霍玺在《东方》
杂志发表论文《五件中国玉雕像——新石器时代

右旗、围场等地征集的红山系玉器，也得以辨识

红山文化玉雕风格发展研究》
（英文），③探讨包括

以后，才陆续在《文物》
《考古》
《史前研究》等杂

时被杨建军翻译成中文发表。 [1] 英文原文又于

出来。 ① 前后经过十来年的研究，直到 1984 年

志上，分数期多篇报道 ②，其中以玉器资料最为
引人注目。

图 1 在内，流散欧美的 5 件玉雕。该文在 1996 年
2005 年收入《东方》杂志的中国古玉专集中。④

图 1 是这件玉雕的多面照片，图 1c-e 三张引

自霍玺 1990 论文，
分别为雕像正面、
反面和侧面。
⑤
虽然2009年飞兹威廉博物馆出版该馆玉器图录，

正反两面都以彩色出版，可清楚看出背面器表分
布很多褐色沁斑，但是反而看不清楚当初雕琢者

a

运用推磨技巧，
表现背部肌肉的起伏感；
以及头顶
所戴的熊形冠，
一直罩到后颈；
而腰部似系有宽腰
带，腰带以下可能是一条围裙，包到小腿前面，所
以小腿的相并处，分别又各浅琢一道弧线。所以
本文决定转引1990年霍玺论文的附图。
总之，由于辽河流域密集的考古发掘，已令

b

c

一些早年流散欧美的红山文化风格的玉器，逐渐

被辨识出来。图 1 这件奇特玉器，就从被误认为

玛雅文化玉器，初步改为中国战国时代楚国玉
器，最终又改为红山文化玉器了。
二、对熊冠玉人的探索与解读

d
图1

e

飞兹威廉博物馆藏红山

文化熊冠玉人，高 12.2 厘米

1998 年邓淑苹研究员发表《谈谈红山系玉

器》一文，她曾于 1980 年在飞兹威廉博物馆展间

检视过实物，又在 1995 年申请在该馆库房检视
实物，文中她详细描述此器：

① 孙守道、郭大顺主笔，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文物之美—文明曙光期祭祀遗珍·辽宁红山文化坛庙冢》，
光复书局，1994 年，第 98-101 页。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编，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
1997 年，
第 12-15 页。

② 方殿春、刘葆华：
《辽宁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
《文物》1984（6）：1-6；孙守道、郭大顺：
《论辽河流域的

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
《文物》1984(6)：11-20；孙守道：
《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
《文物》1984(6)：7-10；辽宁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
《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
《文物》1986(8)：1-11；李恭笃：
《辽宁凌源县三官

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
《考古》1986(6)：497-510；巴林右旗博物馆，
《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
《考古》1987
(6)：507-518；李恭笃、高美璇：
《红山文化玉雕艺术初析》，
《史前研究》1987(3)：
83-88。

③ Forsyth Angus, Five Chinese Jade Figures: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ulptural Form in Hongshan Neolithic Jade
Working, Orientations, May, 1990, pp.54-63.

④ Orientations Magazine Ltd，Chinese Jade,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3-2003，Hong Kong : Orientations Maga⁃
zine Ltd. 2005，p82.

⑤ James, C.S.Lin（林政升）, The Immortal Stone, Chinese jades from the Neolithic period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Fitz⁃
william Museum, 2009，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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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绿色温润的玉质，高 12.2 公分。雕作一坐

例相似。”
“ 人首尖下颌，蛋形面，窄而前凸。”仔

着的人像。三角形脸。以浅浮雕表现五官;弯

细观察雕像的五官，确知“蛋形的面部隐约有推

眉、菱形眼，三角形鼻，小嘴。双手轻拂于双膝，

磨凸出的眼睛，眼外有浅阴刻线构成的杏仁形眼

无脚，小腿下方为一弯月形物。前胸未特别表现

眶，嘴部亦有一道浅浅的阴线”。

性征但是两腿之间，以极浅的浮雕凹纹，与不规

这样的坐姿玉人像也和图 1 一样，头顶戴着

则的洞，
表现女性性征。头顶上戴着一
“高冠”
。这

动物冠，不过这件的冠不是熊，它具有两个尖椎

一高冠，
其实是一双手向上举起，
头向上戴的
“熊”
。

状长角，长角后方两个小尖角或为动物的“耳”，

熊的两腋旁，
有似乳房般的凸起。换句话说，
这或许

大角前方两个圆凸或为动物的“眼睛”，动物前额

是一个头戴用熊的上半身做成帽子的女神，
也可能

处有非常浅的菱形网格线纹。徐琳研究员对比

[2]

表达红山居民信奉的人与熊的合体神。

敖汉旗小山遗址和南台地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刻

访问沈阳，在该处与孙守道、郭大顺两位先生交

的是鹿首。

据邓淑苹研究员告知笔者，她曾于 1996 年

流，大家都认同玉人头上所披戴的动物是“熊”，

划的鹿纹形象，怀疑图 2 这件玉坐人像，头上戴

图 1、图 2 两件动物造型的头冠不相同，本文

因为自然界的熊经常站立并高举两个前肢，与此

分别称之为“熊冠玉人”与“鹿冠玉人”，但他们的

一玉人头顶所披戴动物的姿态相当一致。孙先

脸庞都外露，前者身体雕琢出女性性征，后者虽

生首先注意该玉“熊”的左右前胸，各有一个圆鼓

不知是否有具体性征，但面庞五官清秀，颇具女

鼓的隆起，应表现乳房；并进一步认为在上的熊

性气质。

首和在下的人首，已上下结合在一起，是人熊合
[3]

一的造型，可称为
“玉熊母神”。
北京故宫也藏有一件风格相似的玉雕。
（图2）

该器是 1983 年由内蒙古几位牧民以 500 元价格

卖给故宫的。1995 年首度出版，2010 年以后徐
琳研究员作了较深入的分析。

对于图 1 玉人头顶所披戴的熊冠，徐琳研究

员的观察描述是：
“并不只是熊冠，而是披了一张
带有熊头的熊皮。将熊头制为冠帽状，熊首和人

首也并没有合为一体，在玉人正面面部可以清晰
地看出人面和熊帽的分界线。从背面看，则是熊
头与身上的衣服连在一起，腰间还有带状物束
缚，上背部还有衣褶纹。只有整张熊皮披在人身
上才会有此装束，所以，这件玉器仍是以人为主
体，而非人熊不分，合为一体，人只是借助熊皮作
为外衣而已。”

图 1 玉人脚下踩踏一弯月形物，图 2 玉人的

脚下无物。徐琳研究员对此也有推测，她认为
“可能象征巫师本人升天藉助的一种法物”，所以
她解释图 1 玉人是“巫师踩着牛角（或鹿角），披

图2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红山文化鹿冠玉人，
高 14.6 厘米、宽 6 厘米、厚 4.7 厘米

据徐琳研究员的观察，图 2 玉雕也是后颈部

钻有大横孔，是件可以穿绳挂佩的戴动物冠的坐
姿玉人像。
“人形裸身细腰，上肢弯曲抚于腿上，
坐姿，腿部有凹凸肌肉感。身体的比例与人体比

着熊首冠衣，在进入神灵附体前刚刚入定的状
态。”解释图 2 玉人是“虽没有踩牛角，但戴着鹿

首冠，似乎可以借鹿之奔跑飞跃之力进入升天状
态，这可能也是一种神灵附体前的入定状态。”

除了图 1、图 2 露出脸庞的玉人外，早年流散

欧美还有两件玉雕，①见图 3（见下页）、图 4（见下

① 这两件最早于 1963 年发表于 Alfred Salmony, Chinese Jade through the Wei Dynasty, New York : Ronald Press, 1963：
221（图 35）订为汉代。1968 年发表于 S.Howard Hansford, Chinese Carved Jades, London: Faber & Faber, 1968：83 及图

56、57，改订为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晚期）。图 4 这件彩图引自：江伊莉、古方：
《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
器》，科学出版社，2009：23(图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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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他们身体坐姿与图 1、图 2 大同小异，但动物

的素人像群，他们可以明确为祭祀对象，是神或

冠则整个套住人的头颅，没露出人脸，整体就形

女神”。郭先生又提到“当然，巫与神的身份除了

成兽头人身的样子，
本文称之为
“兽首玉人”。

因功能不同而要严加区分以外，他们又是可以转
化的，这是指巫者可以转化为神”，不排除某些大
“巫”可能转变成
“神”。①

图 5 是正式出土于牛河梁红山遗址的玉人

像。 ② 青黄泛绿色玉质色泽与器表褐红色沁班
都与前述几件非常相似。郭大顺先生详细地观
察分析，认为是在描述巫师闭目运气作法的神
态：平卧，身体紧缩、五官上提，因为运气而额间
图3

出现孔洞、肚脐高高凸起，
“ 故这件被神化的玉

瑞典东方博物馆藏红山

人 ，应 为 一 巫 者 作 法 的 形 象 ，或 可 称 为‘ 玉 巫

文化兽首玉人，高 10.5 厘米

人’”[5]。

a
图5

b

c

牛河梁出土红山文化玉人像，
高18.5公
分，
a,b 为正反两面彩图，
c 为三面线图

图4

若将图 5 玉巫人与图 1 至图 4 相比，玉巫人

采平躺（或直立？
）之姿，头未戴动物形冠帽，双手

美国克立夫兰博物馆藏

红山文化兽首玉人，高 13.2 厘米
邓淑苹研究员认为“红山系玉器”中存在可

抚胸、闭目运气。这些神情、动作、姿势，都与图

能具有“人”
“巫”
“祖”
“神”意涵的玉雕。所谓“红

睁目、自然呼吸，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姿态动作，应

山系玉器”一词是邓氏 1998 年提出，

[2]70－96

指称这

类玉料色泽、雕工风格相似于考古出土的红山玉
器，但主题、造型却尚未真正出现于考古资料中

1 至图 4 雕像，坐姿、头戴动物形冠帽、双手抚膝、
该也是不同身份、不同角色吧？如果图 5 是“巫
人”，那图 1 至图 4 或许具有“神”或“神祖”的身
份，也是可能的吧？

三、熊文化崇拜的延续

的玉器。

邓淑苹研究员在 1998 年文中称图 1、图 3、图

4 为“戴兽首玉人像”，但在 2013 年论文称图 1 至
图 4 为“红山系玉器中的玉‘神祖’”，

[4]321－346

2012 年 10 月，笔者参加飞兹威廉博物馆举

办“追寻不朽——中国汉代墓葬精华特展”，图 6

但郭

（见下页）即笔者在该馆大门围墙所贴展览广告

大顺先生则倾向于解读为“巫”，认为“此类人兽

牌前的留影。笔者特地事先向该馆申请检视图

结合中的人，大都应为巫者而非神。诸人兽组合
中可以确定巫神的人形象，只有牛河梁女神庙内

1 红山文化玉人像的实物。承蒙林政升主任应

允笔者在库房仔细观察，确认熊冠只包括熊的

① 郭大顺先生与笔者的讨论。参见郭大顺:《八十述怀：我的两点思考》，庆祝郭大顺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下），文物
出版社，2018 年，第 531-536 页。

②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 : 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 年度）》，文物出版社，图 5a 及 5b 引自（下）图
版 279。图 5c 引自（中）407 页 N16 图 73。2012 年。William Museum, 2009，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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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两只高举的前肢，以及后背的上截，大约只罩
住人的前额到后颈，人的后背是裸露的，用推磨
的琢玉法，表现背部肌肉的起伏，而不是衣褶
纹。宽腰带是明确有的，但可能是固定一片布，
从臀部包抄到前腿，所以两个小腿上都有浅弯
弧，可表示布的边缘。而女性性器是没被衣裳遮
盖的。

图8

图6

自然界的熊（头部）①

笔者于 2012 年 10 月

参访飞兹威廉博物馆留影

图 7 是笔者所拍熊冠特写，再请学生绘制线

图。希望能据以了解红山先民对熊的描述，略分
析如下：

图9

翁牛特旗征集，
内蒙古博物馆
藏红山文化玉熊首，宽 9.6 厘米②

图7

飞兹威廉博物馆藏玉熊造型线图

图 8 是自然界的熊，圆脸、短耳是基本特征，

所以如图 9、图 10、图 11（见下页）三件，非常可能
描述熊首。三者都有大圆眼，图 9、图 10 的熊耳

朵向上翘，因受玉料限制，无法雕琢凸起的尖鼻
子，就在玉器表面浅浮雕三角形鼻子。图 11 的

图 10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红山
文化玉熊首，
宽 4.9 厘米③

熊耳朵大而下垂，但鼻头明显较宽。

① 图片来源：2019.10.20 搜寻 https://iqhaber.com/galeri/dunyanin-en-guclu-10-hayvani。

② 引自：
邓淑苹，
《来自草原的神祇与精灵》，
《故宫文物月刊》，
2000(9)：
24(图 14)，
总号 210 期。
③ 引自：
邓淑苹，
《故宫玉器精选全集·第一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
2019 年，
第 3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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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举牛河梁出土编号为 M23：3 的“龙凤玉

佩”，解释它蕴含古老的“鹰熊”母题，笔者非常认
a

同，但笔者认为本文图 12 玉雕，似乎更具象表达

“鹰”与
“熊”已经合为一体的造型了。

最后笔者要介绍台湾的珍稀动物“台湾黑

熊”，图 13 是黑熊站立的样子，事实上，大熊生气
时，会高举前肢作咆哮状，这样的生物标本，在欧

美一些动物博物馆中颇为常见。图 14 是目前台
b
图 11

湾时尚甜点，包装上所印制的黑熊脸庞，似乎与
五千年前红山文化先民雕琢的熊首：图 1, 9, 10,
11, 12 颇为神似。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红山文化玉熊首，
宽 6.8 厘米，
a 正面，
b 鼻头与抿嘴①

最值得注意的是图 12，这件曾以拉曼光谱

测试，确知其质地为闪玉（nephrite）。正中央上

方所雕琢的动物头，与图 1、图 7 熊冠的面庞相当

神似。圆鼓大眼，短立耳，鼻头横张，似在发怒。
值得思索的是图 12 的熊头，确有着张开双翼的
身躯，
令人不禁想到古老的
“鹰熊”母题。

图 13

图 12

台湾黑熊③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红山
文化玉鹰熊，宽 8.65 厘米②

图 14

以台湾黑熊命名的甜点包装上的图案

正如郭大顺先生的考证：
“用‘鹰熊’花纹象

虽然，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今日的我们与

征‘英雄’
意涵，
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除上述龙

红山文化都相距遥远，但我们与红山先民都很珍

山时代的玉圭外，还可追溯到时代更早的距今五

爱可爱的熊宝宝，所以从图 1 到图 12，共有 9 件

千年前的考古发现，这就是凌家滩和牛河梁红山

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雕，都是令人深思、爱不释手

文化中有鹰与熊组合题材的考古单位或器物。”[6]

的珍宝。

① 引自：邓淑苹，
《故宫玉器精选全集·第一卷》，台北故宫博物院，2019 年，
第 306 页。
② 引自：邓淑苹，
《故宫玉器精选全集·第一卷》，台北故宫博物院，2019 年，
第 330 页。

③ 图片来源：2019.10.20 搜寻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8F%B0%E7%81%A3%E9%BB%91%E7%86%
8A&tbm=isch&tbs=rimg:CbyoMPbt0Yiwy2olMAuYIHa3zyfBCRh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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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ue Identity of a Female Jade Figurine Wearing a Bearshaped Hat from the Hongshan Culture
JIANG Meiying
(College of Arts and Design, Nanhua University, Jiayi, Taiwan 62249, China)

[Abstract] In 1960, there was a piece of work of jade, which was part of the collection of the Fitzwil⁃
liam Museum, a partner with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onsortiums, listed as a jade object from the Ma⁃
ya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merica by the museum director, Louis C.G. Clarke. Then in 1968, it was, after
some further authentication, reclassified by Professor Howard Hansford as an object originating in the State
of Chu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f China. Subsequent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n
light of some relevant findings by archaeologists on jade objects from the Hongshan Culture, it was further
substantiated that the art object from the Fitzwilliam Museum’s collection was actually from China’s Hong⁃
shan Culture of the Neolithic period. Historically, similar anthropomorphic jade carvings have only been
seen in Beijing’s Palace Museum and a handful of museums in the West and never as an object of excava⁃
tion—until 2002 that is, when a jade figurine allegedly in the shape of a witch was discovered in Tomb Num⁃
ber 4 of Section 16 of the Niuheliang site, confirming previous theories on the probable existence of jade fig⁃
ures in the Hongshan Culture. In any case, for its part, this jade work is presumably of a female wearing a
hat with a crown depicting a bear standing on its hind legs. As for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the female,
there seem to be a few different theories, ranging from witch, bear divinity to prototype of divinity. In my
opinion, in light of a few factors such as the sedentary posture of the female figure, her bear-shaped crown,
her hand position on her knees, her eyes in open position and her natural respiration, she would have most
likely been a deity or a prototype of de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is piece of art may serve as evidence to
the faith in and worship of bears in the Hongshan Culture.
[Key words] Hongshan Culture; jade figurine; jade bear; witch; d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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