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明中国文明中国责编：邹雅婷 邮箱：zytbb2005@163.com责编：邹雅婷 邮箱：zytbb2005@163.com

2018年4月17日 星期二

四川彭山江口明末
战场遗址

2017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本报记者 赵晓霞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日前在京揭晓，引起广泛关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素有“中国考古界的奥斯卡奖”之称。
据悉，入选项目的年代分布从旧石器时代至明代晚期，遗址类型涵盖了洞穴遗址、墓葬遗址、祭祀遗址等。它们有哪些历史、科

学、艺术价值？在推进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提供了什么样的新信息和新的研究成果？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业内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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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
清宫遗址

吉林安图宝马城金
代长白山神庙遗址

发掘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项目负责人：于建军

通天洞遗址是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阔依塔
斯村东北的一处花岗岩洞穴遗址。

遗址洞穴堆积较厚，首次发现了本
地区旧石器-铜石并用-青铜-早铁时代
的连续地层剖面。早期铁器和青铜时代
地层中发现的遗物包括陶器、铜器、铁
器、石磨盘等，主要属于阿凡纳谢沃文
化和卡拉苏克文化。旧石器文化层中出
土的遗物包括石制品和动物骨骼化石，
还发现了原位埋藏的3个灰堆，呈较规整
边界清晰的圆形。灰烬堆积以及数量众
多的石制品与动物化石遗存表明，遗址
为当时古人类生活居住之所。

点评：通天洞遗址是新疆境内发现
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完整保
存着从旧石器时代到 3500 年前古人类生
活、居住的遗存，不但是旧石器考古的
重要收获，也是新疆北部史前考古文化
序列构建的重大突破。遗址中发现了最
早的小麦，但确切的相关问题还需要今
后进一步详细的考古发掘研究来印证。

发掘单位：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
物馆学系 章丘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项目负责人：王芬

焦家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
区西北 20 公里处的泰沂山系北侧的山
前平原地带。遗址主要时代为大汶口
文化中晚期阶段和汉代，总面积超过
100 万平方米。2016-2017 年山东大学
两次发掘该遗址，发现极为丰富的大
汶口文化遗存，有夯土墙、壕沟、215
座墓葬、116座房址等。空间上排列有
序的房址材料，填补了鲁中北地区大
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居住形态研究的
空白。在发现的974座灰坑中，绝大多
数属于大汶口文化，此外还包括少量
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汉代灰坑。

点评：夯土城墙、壕沟、一大批
高等级墓葬、大量玉器、白陶等的发
现，昭示着该遗址是鲁北古济水流域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一处中心都邑性
聚落。长期系统的聚落考古和多学科
综合研究，对探讨海岱地区新石器时
代晚期的文化内涵、聚落结构、更大
范围的区域联系以及文明化进程等问
题具有重要意义。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高陵
区文体广电旅游局

项目负责人：杨利平

杨官寨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
姬家街道杨官寨村四组东侧，地处泾、渭
河交汇处西北约4公里的泾河北岸的一级
阶地上。遗址总面积达 100 多万平方米，
是关中地区仰韶中晚期一处特大型中心聚
落遗址。

2015 至 2017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在遗址东北部开展针对性考古发掘时，发
现一处大型公共墓地。经初步探明，该墓
地总面积超过 8.5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
面积约 3800 平方米，共发现史前墓葬
343 座。

根据随葬陶器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初
步判断该批墓葬的年代为庙底沟文化时
期，是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成
人墓地。

点评：这一发现填补了相关考古发现
的空白，为杨官寨遗址聚落布局、庙底沟
文化聚落形态、埋葬习俗、人种学、婚姻
状况、人群血缘关系、社会组织状况等课
题的研究积累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具有重
要的学术意义。

发掘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彭阳县文物管理所

项目负责人：马强

姚河塬遗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
彭阳县新集乡，是宁夏南部泾水上游
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西周遗址。
遗址分为晚商、西周、东周三个时
期，以西周为主。遗址分居址区、作
坊区和墓葬区。居址区内发现有水
网、路网、壕沟、墙体、灰坑等。墓
葬区位于遗址东北部，面积约5万平方
米，共钻探出墓葬、马坑、车马坑、
祭祀坑 50 余座。另外，遗址灰坑及墓
葬出土卜骨和卜甲计7块，其中有文字
的 2 块，总计发现文字约 50 余字。此
为目前所知甲骨文发现最西北的边地。

点评：这些重要的遗迹、遗物发
现，进一步显示了姚河塬遗址等级和
地位不一般，属于某一西周封国的都
邑遗址。姚河塬遗址的发现弥补了文
献的不足，证明西周王朝对西部疆域
的管理采用的也是“分封诸侯，藩屏
王室”模式。姚河塬遗址为了解西周
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
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樊温泉

2016 年至 2017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对新郑郑韩故城进行了主动性考
古发掘，面积约 8000 平方米。其中位于
隔城墙一北一南分布的北城门遗址和郑
国三号车马坑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

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是历史上对郑
韩故城城门进行的第一次科学发掘。郑
国三号车马坑是继郑公大墓之后的又一
惊世发现。

坑内残存4辆拆车葬式的木车，加上
之前的发掘，郑公大墓共有葬车 48 辆、
马 124匹以上，出土的车辆和马匹之多，
在我国东周考古发现中实属罕见。特别
是饰有青铜和骨器构件的彩席顶棚、舆
长约 2.2 米的大型安车，为 研 究 我 国 周
代车马葬制、葬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学
术依据。

点评：此次郑韩故城遗址的发现，
不仅为研究不同时期故城的结构布局、
墓葬制度、防御体系等提供了宝贵的资
料，而且也为科学制定郑韩故城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的展示与利用方案奠定
了基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刘瑞

栎阳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阎
良区。自 2013 年以来，在精确测量和考
古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撑下，通过大范围
勘探和小规模发掘的方法，复探了“一号
古城”，并经勘探、发掘确定了“二号古城”
和“三号古城”，在三号古城内发掘确定了
多座大型宫殿建筑。

在三号古城试掘中出土了大量筒
瓦，弧形板瓦，素面、动物纹、云纹瓦
当等建筑材料，并出土了巨型筒瓦，这
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大筒瓦。
据文献记载及出土遗物，三号古城上限
不早于战国中期，与文献所载秦献公、
孝公建都栎阳时间吻合，为战国秦都栎
阳，是商鞅变法发生之地。从城址延续
到西汉前期判断，其亦当为塞王司马欣
之都，为汉初刘邦所都栎阳。

点评：从栎阳考古发现看，不仅三
号古城发现的半地下建筑、浴室、壁炉
等设施，空心砖踏步、巨型筒瓦、瓦当
等遗物是迄今为止在秦考古发掘中的最
早发现，且相当多的秦汉建筑制度均应
始于栎阳城。

发掘单位：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项目负责人：严辉 张鸿亮

东汉王朝共有 12座帝陵，其中 11
座帝陵均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境内，分
布于邙山和洛南两个陵区。洛阳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结合“邙山陵墓群考古
调查与勘测”项目，对东汉帝陵及其
陵园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
通过 10 余年的考古工作，明确了东汉
帝陵墓冢的基本特征。东汉帝陵封土
平面为圆形，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甲”字
形明券墓，墓道为南向。东汉陵园遗址
布局也逐渐明晰。东汉陵园采用内外
陵园制度。内陵园以帝后合葬墓为中
心，周边有周垣或道路环绕。外陵园
以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为主，集中分
布在内陵园的东北侧。文献中记载“石
殿”“寝殿”“园省”“园寺吏舍”等陵园诸
要素与考古发现初步对应。

点评：对东汉帝陵的一系列调查
与发掘工作，为今后研究东汉时期陵
寝制度的内涵与演变以及进一步探讨
各陵陵主归属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资料，为今后洛阳东汉帝陵的
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发掘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江西省鹰潭市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胡胜

大上清宫遗址位于江西省鹰潭市龙
虎山上清镇东，2014 年 6 月该遗址被发
现，随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展
开了近四年的考古发掘工作。

考古勘探证实，大上清宫占地面积
达 30万平方米，依山势而建。遗址范围
内不但有密集的建筑，四周还砌有整齐
的围墙。这些遗存基本反映出唐宋之后
以大上清宫为中心的道教分布、影响范
围等状况。

大上清宫遗址出土大量宋至清的瓦
当、滴水、脊兽、石栏杆等建筑材料和
货币、陶瓷器等生活用具，为探究大上
清宫的历史沿革、建造艺术提供了具有
重要价值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道教发
展史和道教考古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实物
资料。

点评：专家们认为，大上清宫遗址
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
最高、揭露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迹
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征的道教正
一教祖庭遗址，是宗教考古的一次重
大突破。

发掘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赵俊杰

宝马城遗址位于吉林省安图县二
道白河镇西北4公里处的丘陵南坡上。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
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于 2014-2017 年
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 4 年的勘探与发
掘，累计发掘面积 3498 平方米，勘
探 188000 平方米，共出土各类遗物
超过 5000 件，其中 2016 年出土的玉
册确证其为金代皇家修建的长白山庙
故址。

点评：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辽金
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边疆考古与北
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为研究宋金
时期物质文化与金代官式建筑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该遗址的发掘，是中原
以外首次发现的国家山祭遗存，对了
解宋金时期岳镇海渎祠庙的格局以及
探索金代礼仪制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价值，对研究金王朝的边疆经
略、探索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充实长白
山悠久历史文化的内涵亦将产生积极
而深远的影响。

发掘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项目负责人：刘志岩 周春水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
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

因遗址位于河道内，发掘必须在岷
江的枯水期进行，故发掘自 2017 年 1 月
开始，至4月结束，出水各类文物3万余
件，实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发
掘出水文物包括属于张献忠大西政权的
金封册，“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和“大
顺通宝”铜币，铭刻“大西”国号和年
号的银锭等。此外还有属于明代藩王府
的金银封册、金银印章以及戒指、耳
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铁刀、铁
剑、铁矛和铁箭镞等兵器。

点评：本次考古发掘是目前国内规
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项目。发掘过程中运
用了大量新方法和新技术。针对遗址处
于岷江河道内的实际情况，通过围堰解
决发掘平台，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
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经验借
鉴。此外，本次发掘面向社会公开招募
志愿者，参与发掘全过程，这在全国尚
属首次，在公众与考古之间搭建了桥梁。

炭化小麦和其他植物 大型墓葬M152大型墓葬M152 重唇口尖底瓶 玉凤 上图为郑国三号车马坑全景
下图为郑国三号车马坑一号大型安车

巨型筒瓦 朱仓 M722 陵园遗址祭祀坑牛骨
（由西向东）

天皇殿 JZ1、回廊西南转角、与亭式建筑
JZ6（上北下南）

“西王赏功”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