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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墓葬概況 

 2.1 地理位置 

M16、M17、M18三座墓葬位于信阳市北部 25公

里的平桥区城阳城址保护区郭楼村南部。具体

位置在郭楼村南部淮河岸边的提灌站东侧岗

地上，紧邻淮河故道。东经114°03′40.73″，

北纬 32°20′51.94″，海拔 80米。其西北部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阳城址。 

 

1. 工作背景 

2016 年 4月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受信

阳市文物管理局委托，并经河南省文物局报

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始清理城阳城遗址区

内 3 座被盗墓葬。墓葬编号分别为 M16、M17

和 M18。为赶在麦收之前发掘完 M16和 M17，

按文物保护法有关要求，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采取边发掘申报的办法，上报发掘申请与考

古发掘同时进行。 

 

 

  

至 6 月底，M16、M17清理完毕，发掘清理概

况已发布在《中国文物报》2016 年 10 月 21

日第 8版上。5月 19日，省文物局将发掘申

请保送至国家文物局，至 7月 18日，国家文

物局批复同意颁发证照，编号为考执字 2016

（496）号。 

城阳城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2.2 自然环境 

3座被盗墓葬所在区域为低矮岗地，紧邻淮河

主流，淮河在此处由北流转而略偏向东北。该

处岗地在之前当地修建灌渠时，被群众推掉一

部分，但仍可看出高于淮河主流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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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6盗洞现状 

 

  2.3 保存状况 

  （1）M16 

墓葬北部中间处发现盗洞 1个，大致呈圆角长

方形，东西长 2.5米，北侧及东侧有坍塌，南

北宽 1.5米，深 3.6~3.7 米，已盗穿椁板。发

现时该盗洞已被盗墓嫌疑人回填。地表发现有

被折断的椁室盖板残块，以及灰陶豆残片。 

 

（2）M17 

中部发现盗洞 1 个，直径 0.9 米左右，深约

2.5米，盗穿椁板，对墓葬造成严重破坏。盗

洞发现时，洞口被盗墓分子用铁锹做支撑，

上架木板、覆土覆盖。（见图五）估计这是他

们想再次盗掘时预留，但尚未来得及再次盗

掘即被群众发现。 

地表发现有部分文物和盗墓所用工具，可知

随葬品被严重盗扰。地表发现的文物有陶器、

漆木器为主。其中陶器可辨有陶豆、陶罐等

陶礼器，破碎严重，漆木器有椁板残块、漆

绘木虎等。漆绘木虎有漆木虎和部分漆器、

陶器残片等。 

再次盗掘即被群众发现。 

 

 

M16盗洞周围椁盖板残片 

 

M16盗洞周围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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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7地表散落椁板及陶片 

 

M17盗洞现状 

 

M17盗洞发现时上部覆盖物 

 

M17地表散落椁板 

 

M17地表散落彩绘漆木器与陶盖

豆 

 

M17 郭楼 M1地表散落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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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7 缴获的青铜车軎 

 

公安机关从盗墓分子手中缴获 1 件青铜车

軎，圆柱状，外端呈筒状，内侧一端外凸，

器身靠近内侧有一个圆角方形孔（插辖用）。

长 6 厘米，直径 5.8 厘米。该器物物暂由公

安机关保存，从图片看为素面。 

 

 

彩绘漆木虎，发现时地表散落。残长 43 厘

米，高 16厘米。先用木雕成型，再施彩绘。

老虎张口，齿外露，椭圆眼，四肢前屈，作

蹲伏状。体染黑漆，形神兼备。本器应为虎

座凤鸟架鼓中两个虎座之一，盗墓份子将其

从墓中盗出，或将虎座凤鸟架鼓严重破坏。 

 

M17 彩绘漆木虎 

 

（3）M18 

上部填土被挖了一个深 2米左右的洞，口径

0.8 米左右，具体原因不明。为了更好的保

护墓葬，遂决定上报发掘。该墓没有盗至椁

室。椁室保存较好，没有被破坏。再次盗掘

即被群众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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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墓地概況 

经初步考古调查、钻探，三座被盗墓葬周围还

有一定数量的墓葬分布，该区域应该是一处重

要的战国时期楚墓分布区，可称之为郭楼墓葬

区。这一墓葬区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城阳城

址布局的认识。以往发现的墓葬都集中在城址

西南岗地，且多为战国中期楚国贵族墓。郭楼

墓葬区位于城址东南，紧邻淮河，多是中小型

墓葬，不带墓道。以 M16、M17 为例，墓葬形

制、尺寸以及出土遗物的数量和精美程度都较

西南岗墓葬逊色很多。这种差异或许暗示了郭

楼墓葬区墓葬级别应较西南岗墓葬低。 

 

2.5 与城阳城址保护范围及建控地带的

位置关系 

（1）城阳城址范围 

    考古工作表明，城阳城遗址范围广大，总

面积 7.5平方千米左右。遗址三面环水，东至

淮河故道，西至 107国道西沿十字江一线，北

至十字江，南至邱庄村主干道沿跑马岭至王厂

主干道一线。上述组成遗址的城阳城、太子城、

墓葬区等三个部分的分布范围总和即为城阳

城遗址的范围。 

    遗址地理坐标西南为东经 114.026244°，

北 纬 32.346697° ， 东 北 为 东 经

114.083182°，北纬 32.373074°。遗址区海

拔高度 70～100 米。 

 

 

（2）城阳城址性质 

    -1. 1963 年 6 月，城阳城（当时称“楚

王城”）被确定为第一批河南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2. 2001 年 6 月，城阳城址被确定为第

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2013 年 5 月，国家文物局、财政部

下发《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文

物保发〔2013〕11号），城阳城址被列入 “十

二五”专项保护 150处大遗址名单之中。 

   

 

  

郭楼墓葬区部分墓葬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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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3年 12月，国家文物局下发《关

于公布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

名单的通知》（文物保发〔2013〕19号），其中

“城阳城址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立项

名单。 

-5.2016 年 10 月，国家文物局下发

《关于印发<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

规划>的通知》（文物保发〔2016〕22号），

城阳城址被列入“十三五”专项规划大遗址名

单。 

   

（3）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 

    2004年，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文字〔2004〕

151号文件公布了城阳城址的保护范围。 

    Ⅰ区：内城、防御城（即外城）、太子城。

南以内城、防御城南城壕沟南 50 米；西面、

北面以西墙、北墙下面的十字江对岸外扩 50

米为界直到太子城东北角；东西沿淮河故道外

扩 50米。 

    Ⅱ区：墓葬区。以一、二号墓为基点往北

扩 2000米，往西扩 1500米；往东、南各外扩

1000米。 

    建设控制地带：在保护范围的基础上各外

扩 100米。 

   

郭楼墓葬区与城阳城址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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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16-M18相对位置 

     经实地踏查，M16-M18在城阳城遗址保

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外。三座被盗墓葬位

于城阳城址外城（即防御城）建设控制地带

以南 160米左右。M17 在最北部，M16居中，

M18 在 M16西南。根据最新考古工作成果，

该区域应为一处战国时期楚文化墓葬区。 

   

3. 发掘概述 

3.1 工作理念 

（1）采用科技手段详细记录发掘过程及

遗存信息，以全面复原、重建墓葬发掘与建

造过程为重要文物保护目标。 

    （2）强化文物保护意识，坚持考古工作

与文物保护的密切结合，保证出土文物安全，

以考古工作促进墓葬文物保护。 

  

 

3.2工作目标 

    （1）完整记录墓葬发掘过程，搞清墓葬

形制与葬俗（多种影像记录/文字记录） 

    （2）最大限度保存墓葬本体和出土遗物

（现场文物保护贯穿整个发掘过程/实验室考

古） 

    （3）向公众传播考古工作知识，分享考

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微博图文直播/微信介绍） 

   
3.3前期准备 

    （1）建立测绘系统,按城址的坐标系；在墓

葬周围设若干控制点。 

    （2）摄影辅助系统, 灯光；监控摄像；延

时摄影 

    （3）物资准备:铝塑板/包装膜/塑料桶/塑

料筐/手套/口罩/防水标签 

    （4）人员准备: 发掘人员/现场文物保护

人员齐备。 

 

    （3）树立课题意识，注重解决学术问题。

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提高考古发掘工作

的科技含量。 

（4）注重公众考古宣传，通过“河南考

古”官微及时发布考古工作过程和考古工作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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椁板去掉-0627 

 

3.4 工作流程 

3.4.1 十六号墓发掘 

 

表面清理-0616 

 

墓室清理完毕 0626 

 

椁室清理-0628 

 

椁室清理-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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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十七号墓发掘 

  

椁室-0630 

 

椁室-0616 

 

椁室-0619 

 

椁室-0620 

\\ 

椁室-0630 

 

平面 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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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3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城阳城址保

护区在城阳城址博物馆，共同举办了“城阳

城址 18号墓考古发掘和现场文物保护咨询

会”。来自国家博物馆、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湖北省博物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 9

个单位的 17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后，

根据专家提出的建议，考古队结合现场工作

情况认真修改了工作预案。 

12月 4日至 7日，工程队加固了墓壁。 

12月 8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科技保护

中心派出研究人员对椁板覆盖物进行了加

固，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学系派

出多名研究生负责发掘现场采集有机质文物

样品。中央电视台“考古进行时”栏目组派

出 3名摄像师，从墓室清理阶段即跟进拍

摄，完整记录了考古工作过程。 

   

  

  

椁室 0618 

 

3.4.3 十八号墓发掘 

（1）墓室清理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城阳城址考古队从 7

月初开始清理 18号墓。根据墓葬表面清理情

况，考古队决定待墓葬上方保护棚搭建完毕

后再开始发掘。受连绵阴雨影响，考古工作

曾一度暂停。一直到 11月，考古队才集中力

量全面转入对 M18的发掘。11月底，墓室填

土清理完毕。 

（2）椁室清理 

墓室清理完毕后露出椁板，上面覆盖有

“草苫”。考古队请示院领导，决定召开 18

号墓椁室清理专家咨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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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1日，椁室第一层盖板被去掉。该层

盖板厚 35厘米，非常沉重。盖板下面，椁室

内被水充满，肉眼可见椁室被分隔成“6”部

分，有的区域还发现封板。当日，去掉封

板，开始将椁室做降水处理，结果发现椁室

南部和西部中间的横梁下面是通的。实际

上，椁室分为主室、南侧室、后室三部分。 

   

12月 12日上午，开始清理后室和南侧室遗物。

主要是上部掉落的封板。   

 

  

椁室降水过程中 

 

南侧室第一层遗物 

 

后室第一层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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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3日上午，后室和南侧室第一层清理完

毕。下午，经过紧张工作，南侧室第二层遗物

露出，皆为仿铜陶礼器，初步观察有鼎、壶等

遗物，部分鼎有盖，部分鼎内有编织物、淤泥

和水。根据现场情况，考古队决定连夜加班清

理南侧室的遗物，并决定将仿铜陶礼器等器物

运至发掘现场临时实验室，以便对其内遗物进

行精细清理。 

12月 13日下午 17点 40分左右，南侧室陶

鼎内发现兽骨。按既定方案，考古队将陶鼎

整体取出，并用包装膜包好。 

12 月 14 日（星期三），清晨 6:30，动物考古

专家侯彦峰与两名助手，一行三人前往郑州东

火车站。10点 57分抵达信阳东站， 12点左

右到达 18 号墓发掘现场。经过 1 个下午的紧

张工作，63 陶鼎内兽骨经鉴定为 1 块完整的

牛右侧肱骨，近端和远端骨骺未愈合；1块牛

的胸骨；4块牛右侧肋骨。 

14 日一整天，考古队将南侧室与后室大部分

遗物清理完毕。发现遗物有虎座凤鸟鼓、彩绘

陶壶，以及青铜车軎、车辖、戈等。 

 

  

南侧室第二层遗物 

 

63 号陶鼎出土时照片 

 

63 号陶鼎用包装膜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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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5日上午，继续清理后室遗物；一部分

人员开始清理主室，至中午下班时分，取出主

室横梁，露出主室内椁盖板。相邻两块盖板用

燕尾榫结合。 

12月 15日下午，陆续取出主室内椁盖板，露

出主棺，棺外有棺束和荒帷。 

 

内椁盖板揭取工作照 

 

  

  

  

陶鉴及尊缶 

 

青铜车辖 

 

青铜戈 

 

主室内椁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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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7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科技保护

中心派员来现场用薄荷醇加固了主棺表面棺

束，以防在搬运过程中损坏。经过大家的不懈

努力，将主棺放置到墓葬旁边的平台上，还要

进行第二次加固才能使用起重机，将其运至博

物馆。 

 

  

倒链及脚手架 

 

主棺棺束 

 

12 月 16日，后室、南侧室完全清理完毕，

仅剩主棺未清理。综合各种情况，考古队决

定将主棺整体搬迁至实验室进行清理。现场

开始搭建脚手架。 

 

棺束及荒帷取样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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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日，为将主棺运到实验室做准备，

主要包括焊推车、找车等琐事。 

12 月 19日，临时实验室装修好。起运的各种

准备工作业已完成。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将主

棺运至实验室。如下图。截止目前，主棺安放

在临时实验室。近期，考古队会组织开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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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棺清理 

 12 月 20日至 12月 28日，考古队做了大量

的开棺准备工作，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组织工程队在临时实验室搭建了脚手架，

之上放置横梁和倒链，以备起运棺盖用。 

（2）补充完善了临时实验室设备，购买了一

批桌椅、文物架、铁皮柜以及摄影辅助照明灯

等。 

12 月 29日上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科技

保护中心研究人员在陈家昌副院长带领下来

到放置主棺的实验室，开始做开棺的前期准备

工作。研究人员首先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对主棺

进行了扫描，然后用薄荷醇加固了主棺侧板丝

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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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9日下午，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派出 3名

人员，携带 X光探伤仪，对主棺进行了整体扫

描。该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 12点多才结束。

初步探测表明，棺内保存有人骨，其他情况不

明。 

 

 

 

12月 30日上午，陈家昌副院长根据 X光探伤

结果，决定先开启棺盖，然后再制定下一步工

作计划。工作人员首先在棺盖四角插入“L”型

钢片，然后在棺盖两头将韧性较好的钢带慢慢

塞入钢片，用先前放置好的倒链缓慢吊起。其

他工作人员用包装膜对吊起的棺盖喷水后又

进行了保湿封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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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观察，主棺内人骨保存较差，颅骨面部塌

陷，仰身直肢。全身貌似裹敷织物，但腐朽十

分严重，已不能辨其形状。左下肢外侧随葬一

把弓，左上肢外侧隐约可见铜剑一把。棺内零

散几只箭杆和几块类似鞋底之类的遗物。墓主

人骨盆坐骨大切迹窄长，与男性特征相符。至

于其他年龄等分析，尚待考古人类学专家做深

入研究。 

 

 

根据墓主人保存状况和现场工作条件，考古队

决定不在棺内清理人骨，而是采取将墓主人整

体移出木棺再进行精细清理。 

首先，将散乱的“鞋底”和箭杆从主棺内取出。

“鞋底”经现场临时拼对，发现共有两件，恰

好为一双，长 27 厘米左右。箭杆尾端有羽毛

残留，但不见箭头。 

第二步，将墓主人左侧的弓和铜剑取出。弓为

木质，保存较差。铜剑长 47 厘米，带鞘，剑

身、剑柄有织物覆盖，或为墓主人所裹敷织物。

考古队员对铜剑进行了现场临时处理，先将覆

盖在剑身上的织物去掉，然后在剑格处将剑鞘

与剑身分开，缓慢将剑身从剑鞘中播出。剑身

锃亮，呈银白色，寒气逼人，目测十分锋利。

为防止铜剑氧化，工作人员在拍照完毕后将其

放入纯净水中临时保存，待铜器保护专家做进

一步处理。 

第三步，工作人员采用钢带加柔性塑料板衬

底，然后整体托起的办法，将墓主人从棺内

取出，移送到临时库房。先做保湿处理，待

准备工作做完后再进行精细清理。 

 12 月 19 日下午，考古队组织人员先将棺盖运

至城阳城博物馆临时库房，然后开始主棺清理

工作。清理开始之前，现场摄影摄像先对保存

现状做了影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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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18 号墓考古发掘现场已经回填，墓主

人已从主棺内取出，该墓的主要考古发掘工作已

经结束。下一步，考古队拟对墓主人进行精细清

理，也包括详细的年龄、人种和营养结构分析。待

墓主人清理完毕，这个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才能画

句号。后续研究将在春节过后陆续展开。 

 

  
4. 重要发现 

4.1 墓葬形制 

4.1.1 十六号墓 

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平面呈东西向

长方形，东西长 4.40米，南北宽 3.20 米，至

椁板深 3米左右。墓壁自口部向下略内收。墓

葬北部中间处发现盗洞 1个，大致呈圆角长方

形，深 3.6~3.7 米，已盗穿椁板。 

    墓内填土夯打而成，大致可分为上层黄褐

黏土和下层灰褐黏土两大部分。木椁室位于墓

圹中部，平面呈长方形，一棺一椁，大部分倒

塌，东西两端被盗洞打破。木棺位于椁室东部，

已坍塌，未发现人骨。 

 

M16 椁室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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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十七号墓 

M17 位于 M16 西北 10 米处，为长方形竖穴土

坑木椁墓。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墓口略大于

墓底。墓口东西长 6.35 米，南北宽 4 米，深

3.9 米。中部发现盗洞 1 个，直径 0.9米左右，

盗穿椁板，对墓葬造成严重破坏。 

该墓内填土可分为 16 层，夯筑而成。填土上

半部分为黄褐、红褐色相间，下半部分为灰色

或青灰色黏土。木椁室位于墓圹中部，一棺双

椁（内外椁）带头厢。外椁在墓圹中部偏西，

内椁与棺在外椁西北部。头厢在外椁以东，仅

东西两侧有木质壁板，南北两端则为土质。棺

内发现竹席，未发现人骨。 

 

4.1.3 十八号墓 

平面呈“甲”字形，分墓室与墓道两部分，斜

坡墓道，墓道位于墓室东部。东西向，方向 88

度。 

墓室东西长 10.41 米，南北宽 7.7米，墓道长

8.98米，宽 3.66-3.80米，墓道深入墓室 2.09

米。至椁板，深 4.5左右。墓葬总长 17.27米，

面积 104.25平方米。 

椁室东西长 4.78 米，宽 3.04米，面积 14.55

平方米。 

 

  

M17 主棺内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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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出土遺物 

4.2.1 十六号墓 

椁室出土遗物主要在西部和东南部，以陶器为

主，少量的青铜兵器和漆木器。陶器有鼎、豆、

壶等，青铜兵器主要是戈和短剑。漆木器数量

较少，有器座、箭杆、弓等。 

 

椁室盗扰遗物 

 

陶鼎 

 

陶壶 

 

椁室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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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十七号墓 

外椁东部被严重盗扰，仅在南、北角落发现

有几个陶豆。随葬品主要发现在外椁南部和

头厢，可分陶器、漆木器、玉石器、青铜器

等几类。陶器以鼎、豆为主，另有壶、浴缶

等器类；漆木器有镇墓兽、木虎、凤鸟、木

梳等；青铜器则主要是车軎、车辖等车马

器。 

椁室遗物 

 

椁室镇墓兽 

 

陶壶 

 

陶盥缶 

 

陶浴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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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十八号墓 

18 号墓出土遗物以仿铜陶礼器为主，有鼎、

钫、盥缶、鉴、尊缶、圆壶等，漆木器主要

是镇墓兽和虎座凤鸟鼓。青铜器较少，只有

戈、车軎、车辖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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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文保中心工作人员对出土青铜剑进行了

保护处理。由于剑鞘、剑身用不同材质做

成，文保中心工作人员先将鞘、身分离，然

后将木质剑鞘暂时放纯净水中，剑身则用日

本产 RP高致密度薄膜按照剑的长度裁相应长

度（每端长出 20 厘米），一端用封口机封好

后，把宝剑连同底托一并放入袋中，然后再

用透气的容器或密封袋（扎一些小洞）装半

瓶硅胶连同 2-3 支脱氧剂也同样放入袋中，

最后封口。 

宝剑密封前先把表面水分用吸水纸吸附干

净，密封后注意观察硅胶的颜色变化，当硅

胶颗粒完全由蓝色变为浅红色时，就重复上

述步骤再进行密封包装。 

 

 

 

  

 

 

  

青铜剑 

 

 

5. 现场文物保护 

现场文物保护一直是本次考古工作的重要保

障力量。从椁盖板覆盖“草苫”提取、内椁

盖板覆盖物以及棺束、荒帷等脆弱质文物提

取和保护，都离不开现场文物保护人员的积

极参与。尤其是将主棺运至实验室进行实验

室考古清理，现场文物保护人员起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前文工作流程已经做了详细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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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多技术手段支撑 

（1）测绘数据 

    遗址坐标系/全站仪 

（2）影像数据 

    照相机，多视角三维影像/重要发现用三

维激光扫描 

（3）北京大学发掘数据库/出土遗物数据库 

（4）出土文物提取 

    正摄影像编号/分层提取保证出土遗物的

位置信息 

 

7. 多学科协作考古 

  本次考古工作，动物、植物、人类学乃至法

医学专家都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与我们之前

在多学科协作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次考古工

作，多学科研究人员都是亲临田野考古一线他

们放到田野第一线。 

（1）动物考古 

12 月 14日（星期三），我院动物考古专家侯彦

峰与两名助手，一行三人 

到库房，抬出装有 63 号陶鼎的塑料箱，查看

器物保存状况，并准备好清理工作所需工具、

器材： 

⑴ 干净的瓶子（盛放鼎内的积水）； 

⑵ 各型号的封口袋（盛放鼎内遗物）； 

⑶ 干净的塑料盒（盛放鼎内脆弱质遗物）； 

⑷ 提取工具，包括竹签、刷子、吸耳球、镊

子、海绵等； 

⑸ 摄像器材、灯和相机。 

（1）-1- 以下按时间顺序简述 63 号鼎内清理

鉴定过程 

14:40，清理前摄影。 

 

 

  

63 号陶鼎（摄影 聂凡） 

 

 

63号陶鼎陶质器盖（摄影 聂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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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号陶鼎清理前盛放遗物（摄影 王书芳） 

 

14:50~15:00，63号陶鼎内所含遗物简析 

63 号陶鼎内所含遗物初步鉴定为上层的编织

物、木器、漆皮残片和底层的动物骨骼（如下

图）。 

由于 18 号墓所处地点的地下水位较高，棺椁

长期浸泡在地下水中，两千多年来偶有地下水

位上升或下降，棺椁内的水位也随之升降，加

之该鼎盖破损，密封不好，所以墓室内漂浮的

编织物残块、木构件、漆皮等进入了鼎内。动

物骨骼体积较大且沉水，为随葬时放入鼎内

的。 

63号陶鼎清理前盛放遗物示意图 

 

15:00~15:40，清理上层漂入物 

 

捡出木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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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出木构件 2

 

捡出土块

 

捡出漆皮 1

 

捡出编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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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5:50，提取鼎内的水样 

提取鼎内的水样

 

15:50~17:00，清理动物骨骼 

清理前

 

清理中 1

 

清理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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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理过程中发现淤泥层下有一层纺织物

 

在清理过程中发现的纺织物已覆盖至骨头

 

清理接近尾声

 

发现牛的完整右侧肱骨（近、远端未愈

合）1件，胸骨残块 1节，肋骨残块 4根 

牛的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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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号陶鼎内出土牛骨在牛体上分布位置示意图 

 

 

  

胸骨下压着的肋骨

 

17:00~17:20，清理暂告一段落 

63 号陶鼎内的动物骨骼质地酥软，轻触

即碎，需加固才能比较完整地提取。因为现场

临时实验室材料不齐全，本次清理暂告一段

落，未从鼎内提取骨头，在陶鼎内加水后放入

库房保存，待日后提取。 

（1）-2-  63号陶鼎内牛骨初步鉴定结果 

出了 1块完整的牛右侧肱骨，近端和远端

骨骺未愈合；1块牛的胸骨；4块牛右侧肋骨。 

 

 

 

根据骨骼在鼎内堆放的形态、各骨的解剖位

置、骨的大小等，推断这些骨头是来自同一头

牛。根据骨骺愈合情况，可以大致判断动物的

死亡年龄，该牛的肱骨远端骨骺未愈合，推断

其年龄小于 1.5 岁。根据发现完整的右侧肱

骨，带有与之解剖结构相对应 4根肋骨和 1块

胸骨，推测随葬时盛放在鼎内的是一块既有骨

头又有肉的牛右前肢臂部及胸前部。该鼎内的

动物骨骼上覆盖有一层纺织物。这是一种仪式

哪？还是为了保持“肉食”的干净？或者两者

兼而有之。其用意尚不明确。是生是熟，只根

据骨头，肉眼是难以判断的。但根据“事死如

事生”的观点来推测，是熟的可能性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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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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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医学分析 8. 公众考古宣传 

18墓考古发掘进入椁室阶段后，经请示院领

导和省文物局领导，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城阳

城考古队将墓葬发掘过程，在“河南考古”

新浪微博上图文直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种公众考古宣传形式，在河南省属首次。

全国考古工作项目，进行图文直播的也很少

见，诸多重要发现一般采用电视直播的形式

进行宣传，如 2015 年海昏侯墓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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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增关注（粉丝）数约 6000 人，阅读量 233

万，互动 7000 余次，主页浏览量 4.8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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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媒体，如微博形式图文直播考古工作过

程，与电视宣传比较起来，可以实现观众与考

古队的互动，围观者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考

古发掘工作。这对考古工作提出了更好的要

求，但只要有利于展现考古工作者昂扬的精神

风貌和严谨的工作过程，就应该积极推广。苏

秉琦先生说过，“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

数几个专业工作者的事业。我们的任务正是要

做好这项把少数变为多数的转化工作。” 

本次微博图文直播，我们做了如下总结： 

 业内首次图文直播尝试，取得了积极的效

果。其传播效果可能要超过 2016 年圆明

园考古的央视直播  

 现场完善的防护措施、规范的操作程序、

多学科及时介入等推广了我院的形象  

 尤其在年轻一代学者、学生中扩大了我院

的影响力  

 “河南考古”微博成为目前国内为数不多

的比较活跃且有影响力的官方微博（目前

粉丝 6.3万人）  

 其中引起争议的问题需要今后同行共同

讨论  

 微博是一个开放性的（相对微信而言）、

传播速度和覆盖面都很强大的媒体，考古

人要勇于尝试 

9. 主要收获 

    7.1 墓葬年代 

    M18 与之前清理完成的 M16、M17 这 2 座

墓葬，出土遗物也具有相同特征，年代亦应相

近。陶器组合也非常相似，都是鼎、豆、壶或

鼎、豆、罐。陶器则具有较明显的战国中期特

征，因此，M18 的年代当为战国中期。 

    7.2 墓葬级别 

    考虑墓葬形制、出土遗物，M18最多为下

大夫一级墓葬。该墓葬只出仿铜陶礼器，不出

铜礼器。 

    7.3墓地与遗址布局 

    经初步钻探，M18周围还有一定数量的墓

葬，该区域应该是一处重要的战国时期楚墓分

布区，可称之为郭楼墓葬区。这一墓葬区的发

现，丰富了我们对城阳城址布局的认识。以往

发现的墓葬都集中在城址西南岗地，且多为战

国中期楚国贵族墓。郭楼墓葬区位于城址东

南，紧邻淮河，多是中小型墓葬，不带墓道。

M18虽然带斜坡墓葬，但其墓葬形制、尺寸以

及出土遗物的数量和精美程度都较西南岗墓

葬逊色很多。这种差异或许暗示了郭楼墓葬区

墓葬级别应较西南岗墓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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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议措施 

（1）郭楼墓葬区目前不在城阳城址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内。鉴于墓葬区发现墓葬比较

集中，出土遗物比较丰富，应尽快将改区域划

作遗址保护范围。 

（2）应加大郭楼墓葬区巡逻工作，杜绝盗墓

现象，加大投入，完善该区域基础设施。 

（3）应设立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开展资料整

理和现场文物保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