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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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中 ， 长沙市

集中发现了一批汉代

长沙国王 （后 ） 陵 ，

这是中国继陕西汉唐

帝陵、 洛阳东汉帝陵

和北京明、 清帝陵之

后又一次重大考古新

发现。 省委书记、 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周强， 省委副

书记、 省长徐守盛十分重

视长沙王陵保护工作， 并

作出重要批示。

为切实保护好汉长沙

国王陵区， 重塑汉代长沙的历史文化， 长沙市政府规划在

汉代国王 （后） 陵遗址上建立一座绵延

2

平方公里的汉长

沙王考古遗址公园， 它有望成为我省继长沙铜官窑、 永顺

老司城和湘西里耶古城之后的第四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汉长沙王考古遗址公园里众多王陵的发掘， 将给我们

带来怎样的惊喜？

上世纪七十年代发掘的长沙国丞相夫人马王堆墓葬，

为我们展现了西汉文明的辉煌： 薄如蝉翼的素纱禅衣、 栩

栩如生的彩绘帛画、 精美绝伦的漆器， 还有历经

2000

多年

却如同熟睡的辛追老太太……

作为更高层级的长沙王陵， 有比马王堆墓葬更丰富、

更珍贵的宝藏，

1993

年发掘的西汉长沙王后 “渔阳” 墓，

发现了一批相当珍贵的文物。 随着这

20

多座汉代王

(

后）

陵一一开启， 我们将穿越时空， 看到

2000

多年前汉长沙国

的灿烂与辉煌。

� � �

王陵文物， 还原汉长沙灿烂文明

驱车从湘江东岸过湘江大桥到湘江西岸， 再行驶几分

钟， 可见许多低矮的小山包， 其中一座名叫东山， 丛生的

杂草让它看起来和任何一座小山包没有什么不同， 谁也没

想到，

2000

多年来， 一位长沙王一直沉睡于此。 沿着小路

上山， 年复一年堆积的土层露出了断面， 每一层都是一个

朝代的沉淀 ， 其中一层竟还夹杂了许多

2000

多年前的汉

瓦， 这是当年王陵建筑留下的痕迹。 拾起一片， 摩挲着汉

朝的纹理，

2000

多年前王陵的恢弘仿佛在眼前重生： 绵延

绕山一周的陵垣、 高耸的斗型封土 、 数十米深的巨大墓

坑、 美轮美奂的漆器与玉器……

这样的“小山包”在湘江西岸还有

20

多座，它们南起岳

麓山， 北至望城县风篷岭， 串起了河西近

20

平方公里的区

域。长沙是汉代采用诸侯王葬制陵墓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

而分布如此密集、保存又相对完整的王陵墓葬群更是罕见。

湖南是地下文物大省， 掩埋于地底的文物是历史的见

证。 澧县城头山遗址呈现了长江流域的高度史前文明， 长

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展现了吴国不同层面人物生活情景、 湘

西龙山里耶古城数万枚秦简以文字的形式将秦王朝的历史

生动 “复活”， 而汉长沙国王陵的发掘极有可能复原汉代

历史。

汉长沙国， 这个南方诸侯国似乎一直被忽视了。 除了

长沙国起止年代和数代国王名号， 我们很难从史书中寻找

到 “长沙国” 的痕迹。 当汉长沙国王 （后） 陵被开启， 出

土的精美文物和丰富史料， 将不断还原当年历史， 汉长沙

国的身影也会逐渐清晰。

长沙市文物研究所考古工作者赵晓华告诉记者， 汉长

沙国王陵出土的珍贵文物常给人惊喜， 展现了汉长沙国高

度发达的文明 。 如

1993

年发掘的西汉长沙王后 “渔阳 ”

墓， 虽然在汉、 唐遭两次盗墓破坏， 仍保存了一批相当珍

贵的文物 。 该墓葬出土的金 、 玉 、 铁 、 玛瑙 、 漆 、 竹 、

木、 丝织品及陶器等各类文物， 总数超过

2000

件。 尤其是

木质五弦乐器 “筑”， 早在宋代便已失传， 是我国迄今唯

一一件实物“筑”。另一件文房用具漆盒砚台，亦堪称稀世珍

品，砚石为圆形，嵌于漆盒中，漆盒旁侧还备置墨块和笔槽，

装饰精美，构思奇巧，十分罕见。

2006

年发掘的风篷岭一号

墓， 虽也被盗， 但保留下来的文物仍然创下考古界的数个

“第一”：长沙地区第一次发现玉圭；第一次在湖南出土大量

汉朝金饼；第一次在湖南发现金缕玉衣等。

� � �

遗址公园， 让地下“明珠”重放光芒

汉长沙国王陵中出土的精美绝伦的文物， 每一件都价

值连城。

湖南省文物局局长陈远平说， 长沙王陵是深埋于长沙

地下的 “明珠”， 是长沙乃至湖南的文化之根。 汉长沙王考

古遗址公园将使长沙深厚的历史文化薪火相传， 必将成为

长沙最重要的文化品牌。 建成后的遗址公园将与省博物馆

的马王堆文物相得益彰， 共同展现汉长沙国神奇与辉煌的

文化。

在希腊， 奥林匹亚遗址公园成为人们追寻体育精神的

朝圣之地， 而在中国， 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 古蜀国都城

金沙遗址公园， 架起沟通历史与现代的桥梁， 成为城市历

史的文化象征。

2000

多年的汉风古韵早已随风而逝， 而汉长沙王考古

陵遗址公园， 将给我们一个 “梦回汉朝” 机会。

长沙市文物局局长曹凛介绍， 如果考古过程进展顺

利，

2013

年遗址公园就可以初步开放。 遗址公园内的遗址

博物馆， 将展示多年来王陵中出土的珍贵文物， 汉朝生活

的精致与奢华如在眼前。 同时， 遗址博物馆还将通过光、

声、 电等现代技术手段与文物展示相结合， 生动描绘出汉

长沙国的历史及生活场景。

“互动性是遗址公园区别于原有文物展览形式的一大

亮点。” 曹凛介绍， 公园将开放考古发掘现场， 在不影响

正常考古计划及秩序的前提下， 让观众体验考古现场 “进

行时”。 遗址公园内还将设立模拟考古社区， 利用仿真地

层、 器物与相关设备， 为观众传授传统与现代考古学方

法， 让观众亲自体验考古的乐趣。 而遗址公园内的汉文化

体验区将根据史料记载与考古成果， 复原汉代王庭生活场

景， 让观众亲身体验汉长沙国王室的生活方式。

当然， 传统展示项目也将在遗址公园中出现。 遗址公

园内将对各王陵封土堆予以一一标识， 显示出王陵封土轮

廓， 营造出

2000

年前王陵区的壮观景象； 展示两个毗邻的

陵园， 找出园墙、 道路、 陵庙等建筑的遗迹， 并科学发掘

至少一座王陵， 进行平面展示； 复原北津城城壕与门阙，

铲除覆盖在城墙上的植被， 恢复土筑城墙原貌。

长沙王陵的考古调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遗址公园的

修建， 并不是考古工作的终结， 考古工作也是遗址公园的

一个组成部分。 遗址公园内， 将建立考古工作站， 为王陵

区开展考古调查发掘、 考古研究提供便利。

� � �50

亿元投入， 保护与发掘同步进行

建设汉长沙王考古遗址公园是一项全民受益、 造福后

世的工程。 据初步测算， 汉长沙王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建设

需

50

亿元资金。

在国家文物局及省文物局的支持指导下， 长沙市在加

速推进遗址公园的保护建设。

长沙市政府正加快遗址公园规划区域内的拆迁与项目

清退， 以保障遗址公园顺利修建。

王陵与城市中心距离较近 ， 既是遗址公园的区位优

势， 也为遗址公园的建设带来了困扰。 现在， 遗址公园规

划区域内已经停建新楼盘， 并开始项目清退。 遗址公园区

域内有原住民

4000

多户居民， 拆迁安置和项目清退投入巨

大， 地方财政正积极想办法筹资解决 。 记者站在东山顶

上， 远眺四方， 竟有三面被新建楼房所包围。 长沙市考古

研究所负责人介绍说， 这些都是近几年建的楼盘， 与遗址

公园的汉代风韵格格不入， 也要慢慢解决该问题。

与此同时， 长沙市文物部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考古调

查和学术研究， 力求对汉代历史有充分的了解把握， 从而

真实再现汉代长沙王陵。

“遗址公园最大的价值在于考古， 要想真实展示长沙

王陵遗址风貌， 必须经过严谨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和学术研

究。” 长沙市考古研究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几年来，

他们一直在遗址范围内进行考古调查， 对长沙王陵所在区

域有了一定了解， 但是历史容不得丝毫马虎， 必须对汉长

沙国的历史与王室葬制有了充分的学术研究， 才能准确地

还原汉长沙国王陵的面貌。

省、 市文物部门正申请对王陵进行抢救性发掘， 使王

陵中的珍贵文物得到有效保护。

很多人都知道， 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了一盒新鲜藕

片， 那盒藕片在地底历经

2000

多年依然鲜美如初， 但出土

后遇到空气， 转眼便化作了水 ， 成为考古史上的千古遗

憾。 王陵考古发掘中可能还会遇到这样的难题， 地底环境

与地面环境截然不同， 精美文物出土后可能面临致命的破

坏。 “

12

·

29

” 特大盗墓案后， 许多王陵都已经受损， 虽

然盗洞已经被再次回填， 但是王陵里文物生存状态却发生

了急剧的变化， 许多珍贵文物可能正在加速腐蚀， 抢救性

发掘迫在眉睫。

据了解，省文物局、长沙市文物局已经向国

家文物局提出抢救性发掘王陵的申请， 请全国

考古界权威来湖南指导考古工作， 抢救性发掘

一至两座王陵， 有助于对汉长沙国历史与葬制

更直观了解，对遗址公园的修建将大有裨益。

让我们一起期待， 汉文化之花再次绽放于

长沙土地之上。

２０11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五

本版责编 喻文杰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胡永龙

梦回“ ”

本报记者 田 甜

�

汉长沙王考古遗址公园 （拟定名） 正在规划之中，

预计

2013

年将对外开放接待游客。 长眠于地下的

20

多

位汉长沙国的国王和王后， 与尘封了

2000

多年的汉长

沙国文明， 在地下静静度过

80

多万个日夜轮回之后， 将

再次为世人瞩目———

考古遗址公园

考古遗址公园是近年来国家倡导的一种大遗址保

护展示新方式。 它是以尊重各类历史文化遗迹及其生

存环境为前提，以展示文物考古发掘过程及成果（包括

设立博物馆）为主要手段，具备遗产保护、生态利用、科

学研究、社会教育、文化观光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

化空间，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整合文物资源，化解文物

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国家文物局

2010

年

10

月公布了第一批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名单和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共

12

项， 北京的圆

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吉

林的集安高句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江苏的鸿山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浙江的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河南的

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四川的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金沙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陕西的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秦始皇陵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共

23

项， 我省

的长沙铜官窑考古遗址公园、里耶古城考古遗址公园、

老司城考古遗址公园都名列其中。

长沙国概况

长沙国存在于公元前

202

年至公元

37

年， 都临湘

（今长沙）， 是大汉帝国开国七大诸侯国之一。 由此，

长沙从一个一般地方政权一跃成为封疆裂土的王国，

作为国家一级行政区划的中心而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长沙国辖今湖南全境及黔、 桂、 粤、 赣等省各一

部。 长沙国的建立， 巩固了汉王朝对该地区的统治，

促进了该地区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加速了汉

族与百越族的融合， 抵御了南越国的北侵。

长沙王分为吴氏与刘氏， 是西汉至东汉早期相继

为汉代皇帝封立的诸侯王， 其中吴氏长沙王

5

代

5

王、

刘氏长沙王

8

代

9

王。 长沙国马王堆二号汉墓墓主利

仓为长沙国的丞相， 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主辛追为利仓

夫人， 贾谊曾为第五代长沙王吴著的太傅， 光武帝刘

秀乃长沙国定王刘发之后。

汉

汉汉

长

长长

沙

沙沙

东山一、 二号汉墓。 罗斯旦 摄

渔阳王后墓墓室全景。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长沙市文物局提供

西汉彩绘几何纹 “渔阳” 耳杯。

长沙近郊出土的靖园长印。

▲

西汉透雕龙凤纹玉环。

风篷岭一号墓出土的金缕玉衣残片。

风篷岭一号墓出土的金饼。

■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