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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究竟有多高？一位5000年前的“山东
大汉”来到国博，以近2米的身高似乎在告诉你，
史书里“身长九尺六寸”的孔子在古代绝非特例。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
局、济南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礼出东方——
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今起至9月9日在国
博北19展厅展出。230余件精彩展品绝大部分
来自获得“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殊荣

的山东济南章丘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而展览
上安然“沉睡”着一位身高近2米的“东方巨人”，
他的出现颠覆了人们对古代人类体质发展状态
的惯常认识。

玉钺竟被暴力玉钺竟被暴力““断齿断齿””

据策展人王月前介绍，焦家遗址共发现
215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墓葬体量、棺椁葬具的
形制、随葬品高低多寡等现象，已经表现出明
显的社会分化和等级差别，并且形成了很严
格的礼仪制度。以大型墓为代表，礼仪制度
初见端倪，大墓棺椁齐全，随葬品陶器和玉器
并重，用“重椁一棺”、“一椁一棺”等形式来彰
显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大墓主人多陪葬玉
刀、玉斧等重器来象征生前拥有的权力，玉
镯、玉指环、玉坠饰、玉环等用于装饰人身，随
葬陶器和玉器的位置固定，成套陪葬，形成严
格的组合关系。大墓附近有集中分布的祭祀
坑，堆满打碎的陶器或埋葬整狗、猪、鹰等。
墓葬中还表现出大汶口时代一些特殊的地域
风俗，如头骨人工变形、拔牙、口含小球等。

展柜中，两件被暴力“断齿”的玉钺昭示着
当时奇特的毁墓现象。王月前告诉记者，毁墓
多针对大型墓葬，6座被毁的墓葬每座都是“一
椁一棺”的形式，“所以墓主的地位应该很高。”
而墓葬中墓主人的腿骨、头骨有被破坏的现象，
且陶器、玉器也多被砸，破坏的痕迹明显，应该
是入葬后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被破坏了，“这应该
是当时聚落高层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复制复制““山东巨人山东巨人””大墓大墓

被誉为 5000 年前“山东大汉”的部族首
领大墓M184本次也出现在展场内，是最有代
表性的一个大墓。王月前告诉记者，该墓主
人身躯和随葬的礼器全部经过复原，采用等
比例原状陈列的方式展示当时的礼仪形式。

“我们希望尽可能把考古现场复制到展厅来，
给观众最直接的体验。”

令人惊叹的是，男性墓主身高经实测近2
米，墓口长近4米，宽2.1米，一棺一椁，内外
相套，棺椁之间和人身上放置近20 件陶器、
玉器随葬品，其中1件玉钺长达18厘米，表面

有大片的朱砂痕迹，是焦家遗址目前所见最
大的玉钺，成为当之无愧的“玉钺之王”。

“一直以来，每当提起山东人，很多人会联
想到‘人高马大’、‘山东大汉’这样的字眼，但
是很难想到，早在距今 5000 多年前，山东人
身高就已如此‘伟岸’。”根据专家推断，可能
因为这时期为农耕时代，广泛种植谷物和饲
养家畜，食物来源更加丰富和稳定，营养充足
使得身体素质也有所提高。而且这些墓主人
生前在部落中等级均比较高，占有的物质资
源就更丰富，吃的食物又多又好，有这样的营
养供应，难怪身高会如此出众。也有专家认
为，这可能与地域分布有密切的关系。

王月前介绍，这并不是焦家遗址墓葬中
唯一的“大个子”，在这个遗址中，身高超过
170厘米的“古人”比比皆是。“提起远古时期
人类，以往大多认为当时人们因生活艰辛和
环境恶劣，所以身躯矮、体质弱。焦家遗址的
发现颠覆了这种惯识，让我们从全新视角重
新认识古代人类体质发展状态。”

据《北京晚报》

5000年前“山东大汉”身高近2米

云南东南亚 青海湖 拉萨报名送大礼
报名就送1000元电话费充值卡
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版纳 4飞8日游天天发团带全陪 3180元
苏州/杭州/无锡/南京/上海双飞7日游天天发团带全陪 2980元
贵阳黄果树双飞6日2880张家界凤凰古城双飞6日带全陪 2780元
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2680元 拉萨6日9日11日天天发2880起
青岛大连双飞6日带全陪2680元云南腾冲双飞8日带全陪 3680元
越南/河内/下龙湾/吉婆岛/双飞8日7月15/22/29日带全陪 2580元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双飞12日4980元 泰国双飞8日2699元
青海湖一日240元青海湖茶卡一日420元青海湖茶卡两日游500元
本社另有多条国内外精品旅游线路报名就送1000元话费
西部国旅1：东稍门路北公交车站旁 24小时热线：0971-7733559 0971- 7733551
地 址2：东大街阳光女人商场正门口 24小时热线：0971-5123518 18997244567

春夏秋冬国际旅行社
咨询电话：0971-6173887 13099764343（微信同号）免费上面服务
北京+天津单飞 7月9/13/16/19日 2880元
昆明/大理/丽江/四飞 8日（全陪团） 天天发团（特价） 3080元
海北桂双飞9日3280元 海南双飞6日（天天发团，零自费带全陪） 2850元
贵州双飞6日纯玩2780元 电询（特价） 贵州+桂林双飞8日游3480元
厦门双飞5日游（零自费带全陪）3050元 双飞6日（纯玩）3880元
上海/苏州/南京/无锡/杭州双飞7日（纯玩） 7月7/1号（特价）2950元
张家界双飞6日 7月15/22/29日（特价） 3050元
成都双卧7日游2070元 大墩峡一日游160/位含车费及保险（每周六发团）
青岛大连单飞7日游 2980元（零购物）青岛大连北京单飞11日3780元 7月10号
青海湖一日纯玩260元 青海湖茶卡两日游600元 青海湖茶卡祁连三日游1200元
西藏双卧6-12日游特价电话咨询 大墩峡一日游160元 其余一日游电话咨询
本公司面向青海底价挂靠门市部 押金10000元 合同期满全部退款
地址：总社：城西区五四大街五岔路口加油站旁25楼 0971-6173887

★国家旅游局指定台湾组团社 ★中央直属企业 ★连续五年青海省综合业绩排名第一（2012-2016）★青海旅游行业示范单位
L-QH-CJ0008港中旅·中国旅行社总社(青海）有限公司
地宁市水井巷商务区悦玺公寓4号楼1单元17楼 出境游8560999 国内游8560888 台湾游5111110

2018【研学夏令营】青海地区报名处 研学营招收：青海省内各中、小学生8-16岁\
每位学生研学费：3980元 研学营班期:（7月14日、28日，8月4日、11日、18日）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1-12日(一价全含) 7月12/18/19/25/26日6780元，通话迪拜-卢浮宫7日7月-8月6380元
曼、芭、沙8日(一价全含)7月10/17/24日4499元，北欧四国+卑尔根+双峡湾十日7月一价全含 17700元
日本本州5+2半自助7日游（一价全含）8月16/19日9980元，宿务薄荷双宿双菲7日-8月 6580元
青海千人游欧洲捷克+奥地利+德法意瑞13日（一价全含）10月11/25、11月17/26日 14999元
青海百人游英国+德法瑞15日10月26，11月16（一价全含）23800元，马尔代夫自由行8日每周一、三、六9999起
青海千人游澳新 12日（一价全含）10月1/10/15/24/31日12600元，斯里兰卡8日7月10/12/17/21/24日 9080元
俄罗斯11日（一价全含）8月10日、24日13499元，澳新11日7月-8月（一价全含） 12500元
夏威夷，墨西哥加东三国17天9月10日19800元，港澳6日游（一价全含）7月11日-23日 6580元
越南悦享芽庄8日7月12/19/26，8月2/9/16/23/30(兰州起止) 一价全含 4280元
柬埔寨吴哥金边8日(当地五星)7-8月份天天发(西宁起止一价全含） 4480元
埃及+土耳其10日7月28，8月11/14/21/28日12650元，南非遇迪拜11日7月31日8月7日 12900元
巴厘岛蓝梦双岛8日游天天发团6880起，俄罗斯11日游8月10/24日一价全含 13499元
宿务薄荷双宿双菲7日7月10/17/24/31日，8月7/14/21/28日6580元，德法意瑞四国15日8月3/12日 19999元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游4980元至5580元不等、五飞 5780元
青岛、大连、威海、烟台单飞单卧7日游3980元、双卧8日游 2580元
成都双卧7日游2280元，北京+天津双卧7日游2580元，单飞单卧6日游 3180元
厦门、武夷山、鼓浪屿、土楼双飞7日游4800元至5380元，西藏8日游 4780元
海南岛双飞6日游3980元至5580元不等，厦门、武夷山、鼓浪屿双飞7日游4880元

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 3080元 - 3680元不等
张家界双飞6日游2880元、3000元、3800元不等
重庆、长江三峡（美国维多利亚涉外游轮）6日游 3880元
新疆动车8日游3880元，西安动车5日游1880元
贵阳、黄果树、龙宫、马岭河、万峰湖双飞6日游 2880元/人

昆仑西路18697262387 小桥柴达木巷5512210 城北门市部8823489人民公园8060132南山路8820440康乐6361606文化街8237598 七一路8219709 同仁路8588141气象巷5125170湟源2473093大通2791999 金羚大街15297021588
南京路6262369 海晏路6164446 文成路8176808 文景路7928038 乐都0972-8625111 海南0974-8528811 贵德0974-8555550 民和0972-8535200 民和官亭0972-8411777 互助0972-8389963 德令哈0977-8210056

联系地址：西宁市西关大街永和大厦B座14楼（纺织品大楼斜对边，青年巷北口）

营业许可证L-QH-00009 营业许可证：L-QH-CJ00001

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荷兰14日游（一价全含） 13800元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2日游（一价全含） 3980元
日本东京大阪京都富士山7日游 7680元
金牌普吉7日游5580元 金牌巴厘岛7日游 6380元
泰国/曼谷/芭提雅/沙美岛7日游 3980元
俄罗斯金环/北欧四国/双峡湾/双游轮13日游 14900元
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8日游7999元 英国10日 21800元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17日19999元西班牙葡萄牙12日16800元

青海省中国国际旅行社 青海旅游总公司
出境咨询：6128822 国内咨询：6130903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品质4飞8日游 3580元
南京/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单飞7日游 3380元
北京/故宫/颐和园/长城+天津单飞6日游 2780元
青岛/威海/蓬莱/烟台/大连/旅顺单飞7日游 3180元
西宁/韶山/张家界/袁家界/天门山双飞6日游 3280元
西安/洛阳/开封/青岛/威海/烟台双动8日游 2180元
贵州双飞6日游4080元 桂林双飞6日游 3180元
新疆双飞8日游3580元 拉萨双卧10日游 4580元

青海环湖国际旅行社
青海环湖国际旅行社 18997202026 0971-8588224
海胡新区服务热线: 14709756779 城西区服务热线：18997202026 城中区服务热线：17797113314
研学夏令营双卧8日北京2990元 厦门3180元 华东3480元 青岛3080元 四川2880元 广州3980元 云南3480元
北京天津双单飞6日游 2680元 重庆长江三峡+张家界10日游 2990元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4飞8日游3980元起 桂林双飞6日每天发班 3180元起
新疆吐鲁番伊利天山天池双飞8日游3980 元 贵州双飞6日游 3680元
敦煌嘉峪关张掖方特雅丹玉门关4天1750元 三亚双飞6日游 2980元起
拉萨纳木措日喀则羊湖林芝双卧9天4580元 厦门双飞6日 3980元
青岛大连单飞单卧一价全含 3980元 青岛大连北京 495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凤凰古城双飞6日游3380元 特色团3780元 张家界+桂林/3580元
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水乡+园林双飞7/6日游天天发3480元 宁夏双卧5日159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纯玩2日游580元 青海湖纯玩1日游260元 大敦峡一日游148元
总部地址：青海省西宁市西关大街万达中心1号楼17楼11705室 15003699760

神湖国旅西宁市十
佳旅行社

0971-8215618 18797014821 18997196226
L-QH00028

▲沙坡头/通湖草原三日游780元/人+沙湖/影视城四日游1180元/人
▲全新西安/湖北神农架/圣水湖/武陵峡4日游（每周四） 1680元/人
▲游船三峡/武汉神农架/恩施包船8日游（8月18日） 1880元/人起
▲贵州神秘茅台/赤水/遵义红色双飞4日游（每周四发） 1980元/人
▲西安/洛阳/开封/青岛/日照/威海/烟台8日游（每周五） 2180元/人
▲2018年北京研学赶海夏令营8日游（团期来电详询） 2980元/人
▲2018年青岛军事夏令营8日游（团期来电详询） 3180元/人
▲2018年华东研学游江南夏令营8日游（团期来电详询）3580元/人
▲黄山/婺源/庐山/景德镇两省联动10日游（7月24日） 3580元/人
▲新疆天山天池/吐鲁番/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17/19） 4080元/人
另有旅游租车、包车服务、更多精彩线路详情请来电咨询
地址：西宁市城中区长江路7号青海湖大厦15楼1151室

L-QH00110

青海省华夏国际旅行社
中国著名旅游品牌 全国110家连锁 诚信企业 十佳旅行社

凡中高考的同学持有效证件报名均有优惠，详情来电垂询!!!
1.昆明/大理/丽江/沙甸/西双版纳双飞十日游 特色餐团3980元
2.黄果树瀑布/西江苗寨/荔波大小七孔/下司古镇双飞6日游 特色餐团3580元
3.张家界/金鞭溪/水绕四门/天子山/袁家界/湘西苗寨/凤凰古城双飞七日游特色餐团3580元
4.青岛/大连/烟台/威海/日照/蓬莱单飞单卧八日游 特色餐团4080元
5.乌鲁木齐/吐鲁番/天池/喀纳斯双飞8日 3580元 三亚双飞精品6日游3480元
6.南京/上海/无锡/苏州/杭州双飞七日游 3380元 贵阳+桂林双飞9日 4280元
7.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4飞8日 3880元
8.厦门/武夷山/集美/鼓浪屿/土楼双飞七日游3580元 “零”购物纯玩 3880元
9.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双卧8日游3080元 单飞单卧7日游3800元
10.北京/故宫/长城/颐和园+天津双飞6日游3080元+北戴河3380元；夏令营3680元
11.青海湖品质一日游28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2日游580元 青海湖/祁连/门源2日游580元
报名热线: 0971---8122555 8110222 13109739999（夜间）网址：www.qh57.com
报名地址：西宁市城东区西宁大厦对面黄河源假日饭店大厅

青海金天下国际旅行社
宁旅[2013]18号

电话：13519772829 18809715333 0971-8254210
报名地址：西宁市西关大街32号文翔花园B座1061室

本公司提供上门服务，报名就送1000话费充值卡
北京+天津单飞6日游 2880元 +北戴河8日游 3480元
华东五市单飞7日游 3480元 +迪士尼8日游 3680元
厦门+鼓浪屿+武夷山+庐山单飞9日游 3780元 厦门夏令营双卧8日游 3580元
新疆双飞精华8日游 3580元 重庆+三峡+武隆双卧9日游 2880元
成都+峨眉山+乐山+都江堰+青城山双卧6日游 1980元
海南/三亚双飞6日游 2680元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游 3680元
昆明+大理+腾冲+芒市+瑞丽双飞8日游 368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双飞6日游 2980元 +桂林单飞9日游 3580元
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青岩古镇+花溪湿度公园双飞5日游 2380元
桂林+贵阳+北海+海南超高品质双飞13日游 6480元 内蒙古落地自驾6日游 2650元
井冈山+庐山+景德镇+婺源+三清山双卧10日游 2680元
拉萨+大昭寺+纳木错+羊湖+林芝单卧8日游 4180元 色达纯玩双卧6日游 2380元
青岛+大连+威海+蓬莱+烟台单飞7日游 3280元 山东全线+大连单飞10日游 3880元
延安+壶口瀑布+南泥湾红色之旅双动4日游 1680元
另有全国各条精品线路和私人订制高品质线路，欢迎来电咨询!

台湾游
联系电话: 0971-8213999/8225565

国内游 国内部电话：8213999出境游 咨询电话：8251258

公司地址：西宁市南大街17号（宏觉寺街口、七天酒店后院）8251258 8225565 8213999 网址：http/www.qhxhgl.com

L-QH-CJ00003
畅游人间美景选择西海国旅

台湾环岛八日游（西宁直飞台北） 4880元/人
出发日期：7.21/7.28/8.04/ 8.11/9.08/9.15/9.22

俄罗斯一地七日游 7999元/人
日本本州八日经典游 7280元/人
土耳其一地十日游 7780元/人（特价）
曼谷、芭提雅、普吉岛十二日游 6500元/人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十二日游 5800元/人
欧洲四国（一价全含）十三日游 15800元/人
澳大利亚、新西兰十二日游 10300元/人
澳大利亚、大堡礁、新西兰十二日游 14800元/人

贵州双飞6日（兰州） 2980元/人
北京 +北戴河狂欢赶海夏令营双卧8日 2980元/人
青岛大连单飞单卧7日 2980元/人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环飞8日 2380元/人
厦门双飞6日 3480元/人
张家界双飞6日 2680元/人
桂林+贵阳双飞双动9日 3380元/人
华东五市双飞7日 2980元/人
西藏双飞8日 5880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