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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情况非常复杂，一前一后各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时期，

前者秦汉王朝时期，奠定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王朝格局；后者隋唐帝国时期，铸就了以中

国为核心、华夏文明为传统的东亚秩序文明圈。三国魏晋南北朝夹在两个大统一帝国时期

之间，处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战争与分裂时期。这一时期中原扰攘、神州芜秽，历史事件千

头万绪，文化面貌多元杂糅，各方面的文化因素在东亚大陆的核心地带相互融合、碰撞、

裂变。战乱造成人口大面积、大范围地移动，晋室衣冠南渡、胡族逐鹿中原、西域宗教信

仰纷至沓来，直接导致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呈现出万千星斗竞相辉映的局面。

２０１５年，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显著。中原地区的大型遗址，
作为都城的不同时间段的帝国核心，有着学术价值可观的重要发现；一般城址的考古发掘

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开花，成果卓然；在边陲地区，跨文化地域的考古发掘，为研

究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了珍贵的研究素材。

研究方面的收获，主要体现在对以往构建理论的不断探索和深化，使之进一步丰富或

改进。第一，在都城考古方面，都城制度的研究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展，逐步对以往的

认识有所调整、纠正或者重新定义。第二，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与其社会一样正

处在一个变革时期，自俞伟超先生提出 “晋制”说以来，学界多承其衣钵，在材料逐步

丰富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尤其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 “晋制”理论的内涵，以齐东

方先生为代表，对其理论在更深层次进行阐发。第三，社会在动荡、文化在碰撞、思想在

激荡，多元文化的融合交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的重要特色，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中西

文化交流研究成果显著增加，研究视野扩展到整个东亚大陆，乃至与中亚、欧洲腹心地带

的比较。第四，有别于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考古有一个重要的学科分支———墓

志研究，作为一大亮点其研究逐步深入，从原有的经史互补的研究习惯中逐步突破出来，

谱牒世系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墓志研究不再满足于两重证据法的研究现状，开始向史

学史方面挺进。第五，与其他领域一致，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也大量引进了各种科

技手段，技术考古在其中多有贡献，诞生了一大批喜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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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城遗址

从年代上讲，三国魏晋南北朝自曹丕禅汉代魏开始，至北周覆亡隋朝建立，凡 ３６１
年。其间累计建立政权２９个，不同等级的都城遗址分布在不同区域。北方民族在入主中
原之后，不约而同地彰显其国统正朔之诉求，这个时期进入一个蔚为壮观的造城运动时



期。都城制度在这场运动中不断地被探索、被定型，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一个至

关重要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城考古将是中国古代都城考古

的一个重要节点。

２０１５年度出版的徐苹芳 《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中，徐苹芳先生强调了古代城市考

古学与古代史之间密切的关系。而城市考古中最重要的环节，则是都城遗址的考古。

１汉魏洛阳城
在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发掘的基础上，北魏宫城太极东堂遗址又有新的发

现，明确了东堂殿基的规模范围、形制布局、建筑时代以及其与主殿太极殿的关系。此次

发现与之前发掘的太极殿主殿台基，共同构成了魏晋至北魏宫城中最核心的宫室建筑群，

确定了太极殿主殿与太极东、西堂东西并列三殿的总体格局，完善了对该建筑群建造与沿

用时代的整体认识。太极殿主殿与东堂台基的时代序列大致相当，其始建年代均可上溯至

三国曹魏时期；迨至北魏沿用其主体格局，并有所改建；北魏分裂之后，洛阳城顿成废

墟，到北周宣帝时期，对该建筑群又进行了大规模改建，但据发掘情况结合文献记载，此

次改建并没有完成。综合分析，太极殿及太极东堂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汉魏洛阳城的宫城

形制演变和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

城队 《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发现北魏宫城太极东堂遗址》，《考古》１０期）。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座 “建中立极”的太极殿，其主殿与东西堂东西并列的形

制布局，以及太极殿为大朝、太极东堂为常朝的宫室制度，均创始于曹魏时期，影响了后

世诸朝的宫殿样式和形制；从太极殿的发掘收获，再回溯到此前十余年该城宫城南区的考

古工作，基本上确定了曹魏至北魏以宫城南门阊阖门为起点、经由二号和三号宫门至太极

殿的宫城轴线，为进一步探索中国古代都城的单一宫城形制和 “五门三朝”制度提供了

重要的考古基础资料。

以往对北魏洛阳外郭城里坊曾有过较多复原研究，郑君雷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再次进

行了探讨，主要从坊里、道里、营建里几个概念的尺度出发，对目前郭城东西墙复原中的

问题进行了辨析，由此进一步厘定了东郭城以及建春门诸石桥的位置关系，同时认为南郭

城过洛河存在有规划的里坊，记载的３２０坊当为规划数，而２２０里则是实有里坊数 （郑君

雷 《北魏洛阳外郭城复原研究的初步检讨》，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 《庆祝魏存

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２六朝建康城
王志高将其多年来江苏南京六朝建康城考古研究的论文结集成册，总结和回顾了六朝

建康城考古发掘的心路历程，许多论文对六朝建康城的建制、布局、城市建设等有较深入

的研究，基本复原了六朝都城———南京的风貌 （王志高 《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研究》，江

苏人民出版社）。

江苏六朝史研究会组织的 “六朝建康城东方大都会”国际高层论坛，是研究六朝建

康城的学术盛会，张学锋对会议发言进行了总结 （张学锋 《“六朝建康城东方大都会”国

际高层论坛会议总结》，《南京晓庄学院学报》７期）。
楼劲认为经过历史、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

阶段，他对建康城的四至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角度，认为从建康城礼制建筑遗址的文献记载

出发，进一步细化建康宫、城方位的参照系；同时还对建康城的朝向问题提出了个人见解

（楼劲 《六朝建康城研究的新阶段》，《南京晓庄学院学报》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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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佐川英治基于近年建康城的考古工作，首次对建康城和日本藤原京进行了比

较研究，并提出了六朝江南文化的新论点 （［日］佐川英治 《六朝建康城与日本藤原京》，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７期）。
张学锋在对六朝建康城研究基础上，以建康城为中心，旁及曹魏邺北城、北魏洛阳

城、东魏北齐邺南城、隋唐长安城，指出这一时期出现的 “中世纪都城”的形制特点。

都城经过严格规划，坐北朝南；宫城位于中轴线北端，衙署位于宫城之南，里坊构成的外

郭城三面包围宫城；宫城以北设立禁苑。认为中世纪都城是中国传统都城制度与草原文化

结合的产物 （张学锋 《所谓 “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社会科学

战线》８期）。
３邺城
牛润珍 《古都邺城研究———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探源》 （中华书局），系统讲述了邺

城的历史变迁和都城制度对东亚都城的影响。

４统万城
在陕西靖边县统万城的一南一北，分别发现一组大型夯土基址，均在距离城址 ２千

米 ～３千米以外。统万城以南的夯土基址由 ３个方形夯土台基组成，边长 ３６米 ～３７米；
夯土台基有着巨大的地下夯土基础；夯土台基外有一周围墙。城北的夯土基址也由３个夯
土台基构成，２个圆形台基、１个方形台基。发掘者认为上述夯土基址的性质可能与赫连
大夏国的祭祀习俗相关 （《榆林考古接连有重大新发现》，《榆林日报》１０月３０日）。

５国内城
吉林集安市国内城遗址是高句丽时期的第二座王都，也是高句丽都城史上历时最久的

平原城址。赵少军分析国内城城垣北墙遗迹东北墙角的剖面，认为国内城的北墙及东墙局

部，在高句丽时期存在一次大规模的补修，其最大特征是在城垣内侧完成 （赵少军 《国

内城城墙修筑问题探讨》，《东北史地》２期）。
６其他皇家遗址
在都城遗址之外，研究者将视野拓展到都城以外与皇家功能息息相关的建筑遗址。内

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武川县榆树店古城的考古调查结果认为，该古城应该是北魏

阴山行宫广德殿遗址 （张文平、袁永春 《考古调查确认北魏阴山行宫广德殿旧址》，《草

原文物》１期）。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坝顶圜丘遗址的考古调查显示，遗址底层为长
方形夯土台基，其上有三层圆形台基，认为该遗址是附属于北魏行宫阿计头殿的祭坛遗址

［袁永春、张文平 《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坝顶圜丘遗址性质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

文版）３６卷５期］。

（二）城镇及其他遗址

城市考古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的重要内容，除洛阳、建康等都城遗址外，随着考古

工作的深入及研究视角的拓宽，地区性城镇邑聚遗存也成为研究的重要方面，尤其区域考

古调查方法的使用，使得一些重要遗址重见天日。

严辉通过文献和考古调查结合的方法，对河南伊洛河流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

城、古聚落进行了全面梳理，析出 《水经注》古城邑聚记载凡 ８３处、 《读史方舆纪要》
记载凡８４处，勘核后确定约１２２处。认为该区域内都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清楚，但是郡县、
乡亭、聚邑、坞垒、关津等资料尚不明晰。对比考古调查与发掘的 ２９座古城邑资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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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古工作还有深入的空间，建议设立课题解决 （严辉 《伊洛河流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

期古城、古聚落汇考》，载本书编委会编 《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

版社）。

作为地方性城址的代表，江苏扬州市蜀岗上古代城址资料的公布，确证了六朝时期广

陵城的存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陵城经历数次兴废，而考古资料却一直暂付阙如，

２０１５年度扬州城的考古工作是一大突破。其北城墙东段夯土墙体的发掘解剖，发现的六
朝时期夯土最高残存１２米，是在汉代夯土城墙内侧加宽１７米形成；而唐代夯土则又是
在六朝及以前墙体之上两侧增筑加宽而成。六朝广陵城城垣地望的确定，为下一步全面考

察六朝广陵城提供了重要线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 《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科学出版社）。
汉唐蓟城是今天北京城市的源头，近年不断有新的发现。胡传耸对近年来北京地区汉

唐蓟城考古工作进行了回顾，考古发现的蓟城城垣之下叠压着东汉时期的墓葬，可以确定

蓟城的年代不早于东汉，很有可能是魏晋至隋唐时期的蓟城遗存。随着西晋华芳墓志和其

他唐代墓志的出现，魏晋至隋唐时期蓟城的位置、规模也基本已经确定下来 （胡传耸

《北京汉唐考古回顾与展望》，《北京文博文丛》２辑）。
在辽宁沈阳市老城区地下，埋藏着一座古城———宫后里古城，以往学者一致认为其与

《汉书·地理志》中辽东郡的侯城县相关。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不断考古发现有

关古城的详细信息。考古工作者基本上确定了这座古城的四至范围，结合勘探发掘资料，

认为宫后里城址始建于战国中晚期，东汉中晚期至魏晋时期兴盛，魏晋之后基本废弃

（赵晓刚、姜万里 《沈阳宫后里城址刍议》，《东北史地》２期）。
四川芦山县姜城遗址是一座汉魏时期的古城遗址，近年来陆续出土一些经过改用的残

碑，分别是 《杨君之名残碑》《赵仪碑》《“十四年”残碑》。郭凤武等对新近出土的 《故

府张君之碑》考释研究，认为碑主人应该是东汉晚期到三国蜀汉时期，曾官至蜀汉云南

太守的汉嘉人张休；结合其他残碑的情况，研究者认为这些残碑是延熙十一年 （２４８）被
重复利用于筑城 （郭凤武、吴伟 《四川芦山县姜城遗址新出土 〈故府张君之碑〉初探》，

《四川文物》６期）。
唐际根等对江西萍乡县芦溪古城考古勘察，古城平面呈不规则近圆形，总面积约 １５

万平方米。墙垣宽度为１８米 ～２０米，系红色土堆筑于地面之上，内夹大量砂石。调查者
认为古城的年代很可能早至三国时期，并将该古城与孙吴时期修建的萍乡县城联系起来

（唐际根、邹松林、常淑敏 《江西省萍乡芦溪古城勘察简报》，《南方文物》４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斯皮尔古城的考古工作又有新的发现，古城平面呈矩形，年

代约为魏晋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 《新疆策勒县斯皮尔古城的考

古调查与清理》，《考古》８期）。
日本学者关尾史郎综合甘肃高台县境内的古墓群、画像砖、出土简帛以及分布的古城

址等考古资料，提出了发展 “高台学”的学术呼吁。认为高台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对于了解河西地区的历史文化构成有重要意义。同时指出，魏晋时期在此建立的建康郡居

住着粟特人，这里成为他们前往内地的中转站，这对从城址考古研究角度探索东西方文化

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日］关尾史郎著，王蕾译 《高台研究的成果和意义———推进 “高

台学”》，《河西学院学报》３１卷１期）。
魏坚 《牛川古城与北魏六镇》的报告，介绍了近年在内蒙古考古调查发现的一些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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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有四子王旗库伦图城卜子古城、察右中旗土城子乡元山子古城、达茂旗希日穆仁城
%

&

古城和察右后旗克里孟古城，而克里孟古城应该就是牛川古城。同时还结合文献以及周

围军镇的设置，认为克里孟古城在北魏帝国的军事防御以及皇帝北巡中扮演重要角色。韦

正介绍了河北尚义土城子古城的调查收获，认为该城址是北魏北部边疆东部地区最大的城

镇遗址，推测为六镇中的柔玄镇 （包桂红、程鹏飞 《“草原游牧民族与丝绸之路暨中蒙联

合考古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草原文物》２期）。

*"Yb./9%()

（一）“晋制”的有关讨论

囿于文献，传统考古学在研究之初就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影响，认为所谓的 “晋制”

就是 “薄葬”的代名词。这一点，从俞伟超当年将单室墓作为 “晋制”的主要因素考量，

应该就是产生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之下。然而，作为一个大时间段内的墓葬制度理念，如

果仅仅用薄葬来解释，显然不够完善。

齐东方在关于 “晋制”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中，深刻剖析了构成 “晋制”内涵的四个

概念：丧葬观念、丧葬习俗、丧葬礼仪、丧葬制度。同时认为晋制的存在与否，应该从这

四个要素的动态形成过程来观察。曹魏墓葬的不封不树首开先河，西晋墓葬承其流风，衣

冠南渡之后，以中原为正朔的东晋王朝继承了北方墓葬制度；由此可以确定，魏晋时期由

于上层观念的转变，使得原有的丧葬观念受到冲击动摇；原来东汉时期前堂后室的墓葬形

式发生了改变，原有的横前堂被祭台代替，表明了丧祭礼仪的转变；汉代墓葬中习见的日

用品组合，在魏晋时期逐步向祭奠仪式感强烈的用器过渡；牛车、陶俑、仪仗组合成为两

晋墓葬的普遍风尚，并逐步被社会各层面接受，进而形成群体记忆而被固化成为一种习

俗。至于习俗如何确定成为礼仪和制度，作者引述了大量文献加以佐证，从概念方面为

“晋制”的研究构建了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 （齐东方 《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 《考古

学报》３期）。
作者之所以剖析 “晋制”的内涵与外延，应该是对于目前学术界对 “晋制”理论滥

用的反思。而事实上，魏晋时期之后的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陆沉、战乱频仍，

草原、西域、宗教的因素大量注入墓葬文化之中，墓葬制度在这两个时期的巨大变化，更

应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多元化的墓葬文化则更可能是影响隋唐墓葬制度的源头。

刘振东对晋制的探讨，认为就墓制而言，曹魏制度是对汉制的颠覆，而晋制则是对曹

魏制度的继承和改造。其主要从坟丘墓即封土墓葬的角度出发，对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墓葬

制度，尤其是墓葬等级制度进行归纳综述。其将魏晋时期归结为中国古代坟丘墓的衰落

期，从地面设施、墓葬形制以及随葬品三个方面对曹魏时期的墓葬加以论述。认为地面设

施 “不封不树”，是曹魏墓制与两汉时期墓葬制度最重要的区别。从墓葬形制方面比较，

曹魏时期的墓葬埋藏较深、墓葬规模变小、墓内装饰趋于简单化，平面形状发生些许变化

（刘振东 《冥界的秩序———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概论》，文物出版社）。

值的肯定的是，其认识到曹魏与西晋墓葬之间的不同，同时将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

墓葬分别定义。显示了在其研究过程中，认识到这一个历史大时期内，各个时间段、不同

地域墓葬文化所体现的不同面貌。也就是说，所谓的晋制是一个不断嬗变的动态进程。

霍巍对晋制的探讨，不仅局限在墓葬内，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到了墓葬周边。其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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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六朝墓葬外神道瑞兽形象的演变规律，进一步阐述了墓葬从 “汉制”到 “晋制”的转

变机理。其中六朝墓葬神道石刻瑞兽的出现，与汉代开始出现的城门、宫门、墓门的守护

性石兽应该有所关联；而汉代的石兽可能与汉代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西方”文化因

素的影响有关。而六朝狮子图像进入墓室内部，与地面石兽相互呼应，形成从外到内、由

表及里的一套瑞兽系统，这一研究是对 “晋制”特点的重新阐发。这种新特征是对汉代

“四神”传统的革新与嬗变，其是在传统基础之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在当年俞伟超

先生提出 “晋制”理论的基础之上，霍巍认为 “晋制”的探讨，除了墓葬形制的演变之

外，亟待从更多方面加以考量 （霍巍 《六朝墓葬装饰中瑞兽的嬗变与 “晋制”的形成》，

《考古》２期）。

（二）帝王陵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１三国曹魏陵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曹休墓的发掘为了解曹魏时期贵族墓葬的排列布局提供了标尺性的

依据，严辉在其基础上与曹魏高陵横向对比研究，认为曹休墓的发掘有助于解决曹魏帝陵

的问题，继而表明对文帝首阳陵地望的倾向性意见———可能在河南偃师市邙岭乡赵坡村附

近。耿朔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通过对 “首阳山”和 “乾脯山”古今地望及名称的辨

析，对首阳陵的相对位置进行了研究。认为曹魏主陵区不同于西晋帝陵在首阳山以南，应

该在首阳山主峰以北地区寻找 （耿朔 《首阳山小考———兼谈魏文帝首阳陵位置问题》，

《北方民族考古》２辑）。
２六朝陵墓
江苏南京市栖霞区狮子冲发掘了 ２座南朝大型砖室墓，墓葬位于象山南麓，东西并

列，均坐南朝北，墓坑间距仅１０米，墓室规模庞大。据调查和勘探，两墓与狮子冲的神
道、石兽、陵垣共同构成一座完整的陵园。根据两墓封土之间的叠压关系判断，Ｍ１的营
建年代晚于 Ｍ２。墓室砖壁上均发现拼接整齐的砖印壁画，其中 １号墓的 “竹林七贤”砖

印壁画在全国范围内罕见。２座墓葬中出土砖上的纪年分别是中大通二年和普通七年，发
掘者认为２座墓葬的墓主分别为梁昭明太子 （Ｍ１）及其生母丁贵嫔 （Ｍ２） （南京市考古
研究所 《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４期）。

此两座墓葬的发掘，纠正了学术界长久以来认为狮子冲神道石兽为宋文帝长宁陵，或

者陈文帝永宁陵列置的学说，同时也验证了王志高之前对这两座大墓墓主身份的研究

推测。

许志强、张学锋对狮子冲南朝墓主身份的判定进行了详细阐述，总结了前人关于狮子

冲石兽及墓主身份的研究，同时结合对墓葬形制规模的考察与比较研究，认为狮子冲南朝

墓与此前发掘的甘家巷６号墓、老米荡梁墓等栖霞山地区南朝墓葬基本相同，是具有典型
意义的南朝中晚期大型墓葬。而从砖印壁画尤其是 “竹林七贤图”的横向比较研究出发，

认为狮子冲墓葬的规格与西善桥油坊村大墓、宫山大墓、建山金家村大墓、胡桥仙塘湾大

墓一脉相承，应该属于帝王级别的墓葬。最后通过文献的梳理论证，综合认定两座大墓墓

主人分别是梁昭明太子及其生母丁贵嫔 （许志强、张学锋 《南京狮子冲南朝大墓墓主身

份的探讨》，《东南文化》４期）。
以往经过科学发掘的六朝帝陵少之又少，早年一些被推定为帝陵的大墓，墓葬信息多

不完备，造成了目前六朝帝陵定名的不确定局面。此次发掘的狮子冲大墓之所以引起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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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键在于墓葬的信息较为全面，不仅为六朝帝陵的确定提供了参考系，同时从墓葬

出土各类遗存的剖析，对比其他性质相近墓葬，可以更全面了解六朝帝陵埋藏制度的

内涵。

王志高 《六朝建康城发掘与研究》论文集中，有多篇研究六朝帝陵和贵族墓葬的文

章值得重视。其中，对南京甘家巷西梁始兴郡王萧辵神道之东的一对南朝石兽进行了研

究，指出以往学界认为其与鄱阳郡王萧恢有关的观点不确。其通过对石兽的造型、装饰风

格的对比研究，同时考虑到与家族其他成员的位置关系，认为该石兽极可能是在世子始兴

嗣王萧亮墓前列置的 （王志高 《南京甘家巷 “梁鄱阳王萧恢墓神道石刻”墓主身份辨

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１２期）。
刘庆柱先生在为王志高 《六朝建康城发掘与研究》论文集的著序中，强调说明了帝

陵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帝王陵墓与都城研究共同构成了古代都城 “二元”文化的物化载

体，研究帝王陵墓的制度，不啻是在研究地下的都城制度。所以，帝陵的研究要与都城的

研究互相呼应才能相得益彰。

（三）一般墓葬的考古发掘

齐东方指出，丧葬观念只有普及到社会各阶层，才能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构成时代总

体文化面貌的，绝大多数是一般人群社会。从这个意义讲，对一般墓葬的研究关注，是各

个时期墓葬研究的共同命题，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不例外。２０１５年度，各地考古发掘层出
不穷，新材料不断涌现，使得这一时期的墓葬文化特征不断丰富与完善，相关研究也逐步

深化。

北京大兴区发现２座北朝墓葬，通过墓葬中的铭文砖可知，墓主人名韩显度，祖籍乐
浪郡朝鲜县，下葬于元象二年 （５３９），这座北朝墓葬为本地区的墓葬研究树立了时间标
尺 （张景华、李韵 《北京发现大型古墓葬群》，《光明日报》３月１７日）。

烟台市博物馆在山东烟台龙口市发掘东汉至魏晋时期墓葬７座，均为带斜坡墓道的砖
室墓，墓室均为穹隆顶。由于破坏严重，棺椁制度和葬式不清楚。主要随葬品有白陶和釉

陶器 （孙兆峰 《山东烟台发现战国至魏晋大型墓葬群》，《中国文物报》７月１７日）。
河北赞皇县北魏李仲胤夫妇合葬墓是北朝赵郡李氏家族墓中的一座。根据墓志记载，

夫妇埋葬时间相差２７年，墓葬发现有二次葬的遗迹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

北工作队 《河北赞皇县北魏李仲胤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８期）。
北魏李翼夫妇合葬墓为长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墓主殁于河阴之变，永熙三年与其夫

人一起迁葬到此，墓为二次葬，随葬品组合完整、布局清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河北工作队 《河北赞皇县北魏李翼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考古》１２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发掘资料予以公布，壁画墓为单室砖室

墓，在墓葬周边发现有墓园围墙遗迹。墓内发现大面积壁画，题材分别有神仙故事、马匹

交易、围猎、出行等内容。墓葬的发掘为讨论北朝忻州地区墓葬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

料。该壁画墓一度曾经被认为与尔朱荣的墓葬有关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

理处 《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考古》７期）。
山西大同市恒安街发掘 １座北魏墓葬，墓为偏室土洞墓，墓葬中铭文砖写有 “崔令

珍妻韩法容”。墓葬中出土的金耳饰与１９７８年阿富汗席巴尔甘地区出土的大夏贵霜时期墓
葬的金耳饰十分相似，反映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山西大同恒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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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墓 （１１ＤＨＡＭ１３）发掘简报》，《文物》１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太原晋阳古城东南侧发掘一批古代墓群，其中北齐墓葬 ２２座，

均为拱顶土洞墓。依据天井的有无与多寡，可以初步了解有不同等级的墓葬。Ｍ２０出土
的 “齐故楚州刺史赵公铭”墓志，可知墓主的身份与年代。由此可以大体推断该处墓地

的年代当在河清三年 （５６４）前后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山西太原开化墓群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发掘简报》，《文物》１２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乌审旗郭家梁村发现的北朝时期 ４座墓葬资料，
发掘者认为墓葬或与北魏时期铁弗匈奴有关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乌

审旗郭家梁村北朝墓葬发掘报告》，《华夏考古》２期）。
内蒙古自治区伊和淖尔墓群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一处丘陵谷地中，２０１４年发掘 ２

座北魏时期墓葬。墓葬为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直壁拱顶。室内放置有

木棺，墓主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北，入葬时身裹毛毡。出土有金银器、铜器、漆器、釉

陶器、玻璃器、丝织品等珍贵遗物，墓葬年代大致为北魏平城时期。这批墓葬集鲜卑文化

和欧亚草原文化因素于一体，为研究北魏时期草原丝绸之路、边疆地区历史民族关系提供

了珍贵实物资料 （陈永志、宋国栋、庄永兴 《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再次发现北

魏贵族墓》，《中国文物报》３月１３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海子塬墓地于 ２０１０年在西北大学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

位共同合作下，发掘 １座北魏时期墓葬 （Ｍ１４），出土的萨珊卑路斯银币为探讨高平经
平凉至安定段的丝绸之路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资料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宁夏文物

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管理所 《宁夏彭阳海子塬北魏、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

物》３期）。
《北燕冯素弗墓》发掘报告在发掘多年以后，２０１５年度得以发表。根据墓葬形制，出

土的步摇金叶、龙首提梁器、印章等综合考虑，推断这两座墓葬应该是十六国时期北燕国

宰辅冯素弗及其妻属的墓葬 （辽宁省博物馆编著 《北燕冯素弗墓》，文物出版社）。

辽宁辽阳市苗圃汉魏墓地中，发掘 １座纪年为西晋 “太安三年”的壁画墓。墓葬为

大石板砌筑的多室石室墓，为本地域传统的筑墓方式。明确的纪年铭文，使该墓可以成为

西晋时期辽阳壁画墓的代表。此墓利用汉墓的建筑材料改建，这是魏晋时期山东地区的习

俗，发掘者认为这体现了西晋辽阳与山东的文化交流 （李海波、刘潼、徐沂蒙 《辽阳苗

圃汉魏墓地纪年墓葬》，《北方民族考古》２辑）。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小村发掘２座南朝墓葬，其中 Ｍ１有竹林七贤内容的画

像砖 （南京市博物馆 《南京雨花台区铁心桥小村南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２期）。
同在雨花台区，华为南京基地发掘了一座土坑竖穴砖室墓，出土了较丰富的随葬物，

其中１件小金罐引人注目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 《华为南京基地南朝墓 Ｍ３６》，《中国国家
博物馆馆刊》１０期）。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发掘两座西晋时期纪年墓，分别为元康七年 （２９７）和永宁
元年 （３０１）。Ｍ８出土的铭文砖记录了墓主身份及卒葬年月，是近年来六朝墓葬的重要发
现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 《南京板桥新凹子两座西晋纪年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１２
期）。

同在板桥地区，南京市考古研究所还发掘 ５座六朝时期墓葬。其中南朝中晚期的 Ｍ１
中出土的滑石印章，确定了墓主身份。发掘者认为该区域大型墓葬较为集中，应该是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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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帝室及世家大族的集中埋葬地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 《南京板桥张家洼南朝墓 Ｍ１》，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１２期）。

南京市考古所在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尹西村还发现 ４座东晋中期家族墓，其中一座墓
中出土的六面印章确定了墓主身份 （陈大海 《南京尹西村东晋家族墓》， 《大众考古》

５期）。
河南洛阳吉利区济涧发现１座北魏墓葬，墓顶在生土壁上减地雕出仿木结构的 “人”

字形屋顶形状。墓内出土的铜 具有强烈的北方草原因素，发掘者认为该墓主可能来自北

方草原民族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洛阳吉利济涧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４期）。
河南淅川县杨营村发现魏晋墓葬５座、南朝墓葬７座，从考古学层面反映了丹江中游

地区社会人文和人地关系的变迁 （咸宁市博物馆 《河南淅川杨营墓群发掘简报》，《江汉

考古》１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永州市蓝山县五里坪发现汉至魏晋时期大型古墓群，共清理

墓葬５１座，其中土坑墓３４座、砖室墓 １７座。魏晋时期墓葬数量较少，朝向多为西北—
东南向，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开始出现直口六系罐、盘口罐等 （陈斌 《湖南蓝山五里坪

发现汉至魏晋古墓群》，《中国文物报》１１月２０日）。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中山大学北校区发掘 １４座砖室墓，其中 ４座为东汉三国时

期，１０座为晋南朝时期。东汉三国墓室为单隅顺砌，墓室砖墙单薄，墓室低矮；东晋墓
葬则为双隅砌筑，券顶为三层结顶，墓室装饰有直棂窗等设施。东晋墓葬中布置有排水设

施，甬道地面增加了窨井，东晋晚期墓葬墓道两侧砌筑有排水砖沟，同时为了排水顺畅，

降低甬道平面，增加后室高度，呈现出由甬道到前室、后室逐级抬升的态势。在 １０座晋
南朝墓葬中，三组为 “同茔异穴”，应属于本地区这一时期 “族葬”的主流形式。据对随

葬品分析，瓷器制作工艺受到北方传统影响，有可能是东吴集团入主广州地区的结果。此

外，三国与南朝墓葬随葬品组合存在连续性，这和墓葬结构上的变化基本一致，符合

“族葬制”的传统 （广州文物考古研究院 《中山大学北校区砖室墓发掘简报》， 《广州文

博》８辑）。
此外，在广州市麓湖公园还发现４座墓葬，均为券顶砖室墓。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遗

物综合分析，墓葬的年代在两晋至南朝中晚期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广州市麓湖公

园晋南朝墓葬发掘报告》，《广州文博》８辑）。
东汉末年以后，中原板荡，战乱频仍，北方民族纷纷南渡之后聚族而居。在福建建瓯

市东峰村发掘南朝时期墓葬２４座，其中九郎柯墓地出土的纪年铭文砖，基本上确定了墓
葬的年代。这一发现，为研究闽中地区六朝时期汉人扩张和区域开发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

料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福建建瓯市东峰村六朝墓》，《考古》９期）。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在浦城县石陂镇发掘１座南朝券顶砖室墓，为闽西北六朝时期墓

葬的区域研究增添了新资料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等 《浦城县石陂镇官山南朝墓清理简

报》，《福建文博》３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嵩明县发现两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封土石室墓，墓葬形制为

横列前堂式，墓室墙体和券顶有大小不一的石块建构，墓葬出土有铜跪俑、人形金箔等器

物。发掘者认为墓主可能为中原迁入的汉人，或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当地土著 （闵楠

《嵩明出土魏晋南北朝铜跪俑》，《云南日报》３月１６日）。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石柱县陶家坝发掘 １座六朝时期的刀把形砖室墓，由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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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室构成。墓室内有宋代及后世的碎瓷片，发掘者认为可能与南宋盗墓有关。考虑到这一

地区唐宋时期的葬俗，将这一现象解释成为借室葬可能比较合适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

院等 《重庆市石柱县陶家坝东汉六朝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２期）。
２０１５年年初，陕西兴平县留位墓地发现南北朝时期墓葬 ５座，墓葬分布密集，排列

有序。墓道均朝南。一般由墓道、墓室两部分构成，规模较大的墓葬有天井、过洞。在咸

阳市底张镇发掘南北朝时期墓葬１２座，墓葬方向一致，形制相似，布局规律统一，应是
家族墓地。大多数墓内发现多具骸骨，墓地随葬品极少见，发掘者推测与迁葬或战乱相关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２０１４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新收获》，《考古与文物》２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了２０１０年新疆库车友谊路发掘的 ５座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

资料。墓葬均为斜坡墓道砖室墓，发掘者认为墓葬显示的文化属性与中原、河西地区关系

密不可分，可能与当地的龟兹文化相关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库车友谊路魏晋十

六国墓葬２０１０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４期）。

（四）一般墓葬的研究

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乱象纷呈的时期，各种文化的交汇融合，造成物质

文化方面的精彩纷呈，墓葬方面亦概莫能外。对于此时期墓葬研究的关注点较多，民族特

色是这一时期墓葬的一大特征；同时，有一些特色夹杂着异域风情，是东西方文化通过丝

绸之路、欧亚草原大通道等路径进入之后，和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之后留下的文明火花。

辽东地区由于各种文化的杂糅，墓葬壁画既有中土模式，也存地域特色。孙力楠对辽东

地区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墓葬壁画源流进行了研究，指出辽东地区的壁画在题材上与中原地区

大体一致，但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滞后性 （孙力楠 《辽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墓葬壁画源流初

探》，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 《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张永珍对沈阳地区的汉至魏晋墓葬进行了区域墓葬类型与分期方面的研究，其确定的

四期为公孙氏割据时期，五、六期则从公孙政权覆亡延至两晋之交 （张永珍 《辽阳沈阳

地区的汉魏晋墓葬类型与分期研究》，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 《庆祝魏存成先生

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韦正对被认定为拓跋鲜卑墓葬的单棺合葬墓进行了专题研究。从分布地域上，单棺合

葬墓是以平城地区为中心，但可以经由内蒙古中部追溯至北部，时代上亦可以追溯到檀石

槐联盟时代之前。单棺合葬墓是具有拓跋鲜卑渊源且长期保留的一种葬俗，伴随着拓跋鲜

卑的南迁和社会的演化，多人合葬墓等原始葬俗逐渐被淘汰，而单棺合葬墓在平城地区被

保留下来；而洛阳地区目前尚未有单棺合葬墓资料的出现，表明这种葬俗在洛阳地区被终

止。作者认为单棺合葬墓葬俗的出现、流行和消亡折射了拓跋鲜卑的封建化过程，同时也

是一个逐步汉化的过程 （韦正 《拓跋鲜卑的单棺合葬墓》，载内蒙古博物院等编 《中国北

方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科学出版社）。

被推定为４—５世纪之交拓跋鲜卑族群的七郎山墓地人群性质重新引起了争议，吴松
岩通过研究认为该人群应该为北魏镇民，很可能来自西北的羌戎降民部落 （吴松岩 《七

郎山墓主人为北魏镇民论》，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 《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

文集》，科学出版社）。

对墓葬壁画和图像学的研究，一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考古研究的重中之重。南朝

地区画像砖墓的研究已经很多，２０１５年度发掘的狮子冲南朝大墓，出土的大量画像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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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题铭文，为这些图像的属性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也是研究南朝帝陵陵墓制度内涵的

重要资料。

在对南朝地区其他墓地图像资料研究方面，浙江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地以其墓葬数

量而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小横山墓地东晋南朝墓葬 １１２座，其中南朝画像砖墓 ２０
座。韦正将小横山墓地画像砖题材分为７个类型，结合发掘出土位置，建立起图像之间的
前后关系。对小横山 Ｍ９３券门上方朱雀砖的对比分析，认为应该是南方地区发现的唯一
此类题材的画像砖。针对羽人戏龙 （虎）砖，认为该类画像砖清晰展示了多砖拼嵌的大

幅羽人戏龙 （虎）画像砖转化为小幅单砖的演化线路，而小幅单砖上龙虎图像之上添加

的骑乘人物，使得图像的本身意义更为清晰，可以与许多早期相关图像联系起来。从本质

上讲，小横山墓地中的图像反映了世俗性的中国传统丧葬观念和礼仪制度。考虑到墓地的

画像砖样式极有可能来自京城，推测墓地主人与首都建康应该联系紧密，作者列举了可能

与墓地主人相关的齐钱唐公主和梁人朱异。结合小横山墓地的地望，同时探讨了临平湖与

吴晋历史变迁的关系 （韦正 《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墓管窥》，载巫鸿、朱青生、郑岩主编

《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文物出版社）。

再把视线转回到北方地区，北魏经历了平城、洛阳之后，形成了一种在形式上沿袭晋

制，在风格上草原与中土相互交融的墓葬文化特征；迨至北魏分裂，王室播迁，邺城与长

安地区风格大相径庭，其中邺城地区的壁画墓异军突起，形成了全新的邺城模式。区别于

郑岩在魏晋南北朝壁画墓中提出的邺城规制理论，杨泓先生从田野发掘中有关 “邺城规

制”的考古遗迹和标本入手，按照都城规制、建筑创新、墓葬规制、佛教艺术等几个方

面，分别讨论了邺城规制出现的文化背景，并认为邺城规制对隋唐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泓 《邺城规制初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

（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杨泓先生这一观点，在倪润安的文章中再次得到了阐发与引申。其从墓葬的各个方面

综合剖析了北朝末期墓葬文化的格局面貌，认为随着北魏分裂，北朝墓葬文化的格局产生

了重大的变化，并成为此后隋唐文化的重要源头。倪润安继此前对平城的墓葬研究之后，

从北朝后期的墓葬格局出发，重点讨论了北齐墓葬文化格局形成的成因及其历史走向。首

先北齐墓葬文化的格局脱离不了东魏时期奠定的基础和框架，邺城作为当时的中心区域影

响最大。东魏邺城地区墓葬形制继承了洛阳地区北魏末年墓葬的特征，随葬品方面也承续

北魏晚期的衣钵；但墓葬壁画方面，东魏墓葬突破了北魏中晚期遵循的 “晋制”束缚，

开创了新范式。而东魏青齐地区的墓葬则保持北魏晚期的地方传统，圆形石室墓占据主流

位置，这种形式对冀定地区有所影响。青齐地区这种较为独立的文化特征，表明了东魏邺

城文化的辐射强度较差，王朝文化的控制力较弱。及至北齐重振，东魏墓葬的文化格局得

到强有力的改造，在邺城之外，晋阳霸府崛起。从两地的墓葬文化面貌观之，邺城崇文、

晋阳尚武，两地文武相和，共同构建出北齐墓葬文化的 “双核”体制，一改东魏邺城在

文化影响力上孤掌难鸣的被动局面。北齐墓葬文化所产生的 “双核”格局，直接影响了

隋唐社会制度和历史走向 （倪润安 《北齐墓葬文化格局论》，《故宫博物院院刊》２期）。
江苏镇江地区发现一批六朝时期土洞墓，其与毗邻的南京、马鞍山等地区墓葬形制显

然有别。刘华军对比了洛阳地区西晋土洞墓的形制特征，认为镇江六朝土洞墓大量承继了

中原地区土洞墓的特征，部分特点受到了土著因素的影响 （刘华军 《对镇江地区六朝土

洞墓的源流的一点思考》，《中国文物报》８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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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正对北朝时期高足围屏床榻的形成进行了研究。其对一些考古出土资料逐一推定，

并分析其具体特点，认为其形成与北方地区火炕的生活方式有关，同时受西方因素影响，

华夏文化的矮足榻向高足床转变；而南方地区的人物画，显然对北方地区的围屏画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 （韦正 《北魏高足围屏床榻的形成》，《文物》第７期）。

1"FG()

（一）陶瓷器

北朝城址的建筑遗迹中，陶制砖瓦占遗物的绝对数量，对砖瓦的专题研究已经成为中

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朱岩石通过对北朝时期出土陶瓦的观察，重点分

析了这一时期陶瓦制作技术的发展演变过程 （朱岩石 《北朝陶瓦制作技术考古学研究》，

载本书编委会编 《庆祝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邯郸市临水镇发掘一批瓷窑遗址，时代从北朝一直到元代。北朝时期窑址遗存有原料

池１座，出土了具有明显北朝晚期特征的青瓷，通过与北齐高润墓比较，发掘者认为该遗
迹时代上限可以早至北朝晚期、下限不晚于隋代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等 《河北邯郸

临水北朝至元代瓷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８期）。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对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的调查发掘，为探明南方地区早期越窑的

时代序列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发现三国西晋时期窑址 ６０余处，揭露了 ３条半地
穴式长条形斜坡状龙窑，由火膛、窑室、排烟道组成。从结构、装烧技艺和出土产品观

察，这３座龙窑代表了东汉、三国、西晋时期较完整的发展序列 （郑建明 《浙江上虞禁

山早期越窑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中国文物报》２月２７日）。
耿朔初步探索了北方地区出土西晋瓷器的主要特征，几乎均系日常实用器，而几乎不

见随葬明器。通过与南方地区西晋瓷器的比较，认为绝大部分北方瓷器来自长江中下游的

窑厂，沿水路上溯，南瓷北运的主要市场是首都洛阳以及水路沿线城邑。考虑到西晋瓷器

在北方墓葬中并不是主要的明器，推测在北方地区可能是社会生活中的奢侈品 （耿朔

《北方地区出土西晋瓷器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３期）。
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引发北方早期瓷器的讨论方兴未艾，其中有一些重要研

究，诸如白瓷起源问题在学界争议颇多。刘未利用北朝纪年墓出土的瓷器建立了北朝瓷器

序列，并将窑址、遗址中出土的同类型瓷器移入序列。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大量北朝瓷

器的来源指向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中游的洪州窑、岳州窑产地。刘未在文中还对目前学界

在北朝瓷器的生产时间上推断过早等问题表达了见解 （刘未 《北朝墓葬出土瓷器的编

年》，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 《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二）丝织品

丝织品自先秦时期出现，成为最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象征。对于古代丝织品的制作

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有赖于考古发现中丝织品的种类。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是古高

昌时期的墓地，从１９５９年第一次发掘至今共发掘墓葬 ４７３座，墓地延续时间从三国时期
一直到唐代中期，出土的大量精美丝织品为学界广泛关注。达瓦加甫·乌吉玛对墓地出土

丝织品的纹样特征进行了归纳研究，总结了出土丝织品的种类有锦、绮、绢、缣、纱、刺

绣、夹缬、绞缬、缂丝、绨、缯、绫、罗等，并对各个时期的种类进行分期。墓地第一期

５１１



即从西晋到高昌国时期，丝织品纹样较少，主要为中国传统纹样：回纹、菱形纹、禽兽

纹；同时开始吸收西域中亚的纹饰图案，从墓地丝织品纹样分析中发现数量最多的是联珠

纹、植物纹和动物纹。这些有着异域风情图案的丝织品出现在汉文化为主体的高昌地区，

体现的是这一时期该地区中西交流的繁盛。此外，还讨论了纹样中反映的宗教因素 （达

瓦加甫·乌吉玛 《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丝织品纹样特征探讨》，《北方民族考

古》２辑）。

（三）铜镜

２０１４年，洛阳地区出土了一面三角缘神兽镜，这是继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以来洛阳地区
出土的第三面同类型铜镜。虽然出土地点不明确，但是文章甫一公开，在日本学界产生了

极大的反响。张懋先生在之前研究基础之上，认为该铜镜是典型的三国时期魏式镜，铜

镜上的直柄单层笠松纹、直柄双重叠笠松纹，从未在中国境内出土，而洛阳地区接连出土

此类型铜镜，昭示着其有可能成为日本出土三角缘神兽镜的源头 （张懋 《也谈新发现

的洛阳三角缘笠松形神兽镜》，《中国文物报》４月２４日）。

（四）金器

魏晋十六国时期，活跃在东北亚地区的多个族群在文化面貌上高度发达，创造出璀璨

的三燕文化。田立坤以三燕文化的金器为中心，对东北亚地区 ３～６世纪黄金制品的共性
进行分析。其分别对三燕文化金器，还有新罗、百济、伽耶金器，包括倭国金器，各自分

类。认为从早到晚的年代序列是：三燕—高句丽—新罗、百济、伽耶、倭国，由此确定了

东北亚地区３～６世纪黄金制品经历了从辽西到辽东、朝鲜半岛、日本依次传播的过程。
同时，高句丽金器的来源或来自扶余，三燕文化的金器可能对其工艺制法产生过影响

（田立坤 《东北亚三至六世纪的黄金制品》，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 《庆祝魏存

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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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石刻墓志、刻铭砖以及其他一些材质的文字资

料。这些文字材料的研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研究的最大特色，其作为地下出土文献不

仅能够指明墓葬的时代、性质，还可以获得一些依靠考古手段无法获知的其他信息，同时

对于既有传承文献也具有补充及研究的作用。

（一）墓志

墓志的研究功能并不仅仅是比勘史料，有学者认为墓志更是一种既能独立但并非孤立

的史学考察对象。将墓志作为独立的考古学材料来研究，客观地建立起独立于史料之外的

时空关系。研究途径的另辟蹊径，使得墓志的研究不至于沦为史料文献的附庸。

陈爽通过文本分析和图版对照，判定大量魏晋南北朝墓志直接抄录了墓主家族谱牒，

并对谱牒残章做了辑录和格式复原。这一研究，可以视为魏晋南北朝历史考古的一次重新

发现 （陈爽 《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学林出版社）。

骆鹏考释了南京出土的南齐王皀之的墓志，王皀之属六朝琅琊王氏家族，在礼学方面

６１１



有较高的造诣。王皀之墓志的出土，对南朝墓葬的断代分期和六朝士族家族墓地的分布都

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骆鹏 《南京出土南齐王皀之墓志考释》，《东南文化》３期）。
西魏时期的纪年墓葬十分罕见，其价值不言而喻。赵强就西安地区出土的２座西魏纪

年墓深入研究，２座墓葬分别是大统五年的姬买勖墓和大统十二年的邓子询墓。作者参考
以往发现的侯义墓、谢婆仁墓、舒洛平墓，分别就西魏时期的职官制度、乡里制度进行了

详细分析 （赵强 《西魏两座纪年墓葬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４期）。
徐冲从洛阳地区新出土北魏广阳王元渊墓志出发，探讨了元渊之死和北魏末年的政局

（徐冲 《元渊之死与北魏末年政局———以新出元渊墓志为线索》，《历史研究》１期）。
幽州刺史墓是１９７６年朝鲜考古工作者在朝鲜半岛发掘的墓葬，对于该墓墓主的身份，

朝鲜、韩国、日本、中国的学者研究分歧较大。孙泓通过对墓志的考释，认为该墓墓主幽

州刺史镇不应是南燕桂林王慕容镇，而应该是前燕慕容?时期某任名字为 “镇”的幽州

刺史；同时还推定了高句丽灭辽东的时间 （孙泓 《幽州刺史墓墓主身份再考证》，《社会

科学战线》１期）。
北周武德皇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突厥族皇后，朱振宏在前人考释基础上，对武德皇

后墓志重新研究，分析了武德皇后阿史那氏进入中原以后的荣衰情形 （朱振宏 《北周武

德皇后墓志考释研究》，《唐史论丛》２０辑）。

（二）简牍

２０世纪以来，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卢文简牍，杨福学通过这些简牍研究了魏晋时
期鄯善国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为重新构建鄯善国经济史奠定了坚实基础

［杨福学 《?卢文简牍与鄯善国经济史的构建》，《石河子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期］。
出自尼雅遗址编号为 Ｋｈ６７７的?卢文木牍文书最早由英国学者发表，文俊红、杨福

学通过研究，对鄯善国妇女拥有土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文俊红、杨福学 《?卢

文书所见鄯善国妇女土地问题辨析》，《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期］。
自１９９６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出土以来，相关资料陆续得以刊布。徐畅就此进行了

简单总结和回顾，其将吴简的整理工作视为新世纪汉晋简牍最伟大的功绩之一。与竹简的

整理研究同步，竹、木牍的整理有着可观的进步，即将出版的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竹木牍》单行卷收录吴简木牍凡 ３７６枚。作者稽核了近年来已经刊布的吴简中的木牍资
料，从木牍分类、功能差别、书写材质的变化等方面，认真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木

牍研究的现状 （徐畅 《走马楼吴简竹木牍的刊布及相关研究述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资料》３１辑）。
戴卫红分别就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 “贷食”竹简和韩国扶余地区出土的 ７世纪

百济时期 “佐官贷食记”木简进行研究，从形制、内容、字形方面分析，二者之间既有

不同，又有联系，这应该是与百济和东晋南朝各代政权的友好交流密切相关的 （戴卫红

《中、韩出土 “贷食”简研究》，《中华文史论丛》１期）。
凌文超注重从考古发掘的现状出发，综合利用走马楼吴简在考古发掘整理过程中的各

类客观信息，对走马楼吴简中有关孙吴临湘县库钱账簿体系进行复原和整理研究，他的方

法不啻为对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发掘 （凌文超 《走马楼吴简库钱财簿体系的整理复原与研

究》，《考古学报》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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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官、杨金东对浙江萧山老虎洞南朝墓出土的墓砖铭文进行了分类研究，一类是

“宋景平元年太岁癸亥七月许作”；另一类是 “会稽永兴西乡相藏里许督自书之”。作者认为

砖铭内容为墓主自定，应是墓主生前就已经制作好的，而其同姓亲友负责其墓砖的制作过

程。砖铭中出现具体的乡里名称，为研究南朝时期萧山地区乡里制度有着重要价值 （张传

官、杨金东 《谈杭州萧山区南朝墓 Ｍ１新出墓砖铭文》，《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９期）。
刘卫鹏对甘肃骆驼城遗址出土的前秦 “建元廿年”棺板题记进行订正和考辨，校正

后的题记是：“建元廿岁，太岁在申，十二月廿三日壬申，（直）危，葬时天地鼎峙，陇

道断绝二年”。作者从题记内容出发，发现了前秦建元二十一年 “陇道断绝二年”的记载

（刘卫鹏 《甘肃高台前秦 “建元廿年”棺板题记辨正》，《敦煌研究》１期）。

（三）其他铭文

吴浩军收集了河西走廊地区出土的镇墓文 ６０余则，并逐一进行考释和文字校勘，为
研究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时期丧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吴浩军 《河西镇墓文丛

考 （三）》，《敦煌学辑刊》１期）。
贾小军对敦煌地区出土的１０份有关 “薄命早终”的镇墓文进行研究。认为其书写的

基本意图在于隔绝生死，为生人除害；相关内容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神鬼观念、人们对生

命概念的理解，以及生者对死者的处理细节等问题 （贾小军 《魏晋十六国敦煌 “薄命早

终”镇墓文研究》，《社会科学战线》３期）。
陈鸿钧整理了广州地区西晋时期的铭文砖资料，对其中 “永嘉”年间的铭文砖展开

了深入分析。这些铭文砖除广州地区有发现以外，在粤北之韶关、连州，广西梧州等地区

均有发现，认为这些铭文砖反映了北人南迁安居乐业的宏大史事。而铭文砖中 “永嘉世，

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中 “广州”一词是出土文物中首次出现 （陈鸿钧 《广东出土

西晋 “永嘉”铭文砖考》，《广州文博》８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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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崇峰从天竺寺塔出发，从佛教考古的角度，对西域洞窟、入华佛教寺院遗址的诸多

方面发隐钩沉，勾勒了佛教从印度到中土的历史进程 （李崇峰 《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

国》，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裕群对山西高平大佛山摩崖造像考证研究，认为大佛山摩崖造像是建州境内开凿年

代最早的佛教造像，是 “云冈模式”南传的重要例证 （李裕群、ＬｉｄｕＹｉ《山西高平大佛
山摩崖造像考——— “云冈模式”南传的重要例证》，《文物》３期）。

２０１２年，邺城北吴庄佛教造像资料公布以后，邺城地区佛教遗存的研究成为邺城考
古的一大重要领域。何利群总结概括了邺城周边地区佛教石窟和造像出土的研究情况，重

新强调了北吴庄造像埋藏坑发现的意义；结合区域调查和矿物学分析，认为邺城地区出土

的青石和白石造像可能来自邺城南部山区 （何利群 《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发现及相关问

题的探索》，《华夏考古》３期）。
中日学者合作重新整理了包头博物馆北魏怀朔镇佛寺遗址的出土遗物，并与思远佛寺

遗址、思燕佛图遗址进行比较研究。从瓦当样式看，怀朔镇出土的双瓣莲花纹瓦当有两种

样式，Ⅰ式瓦当大致时代相当于平城建造明堂的太和十五年 （４９１）；Ⅱ式瓦当为新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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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制接近于洛阳永宁寺瓦当，应是迁洛以后制作。出土泥塑像的样式，以通肩大衣的如来

像、菩萨像居多，其样式与云冈石窟二期接近。结合瓦当样式，怀朔镇佛寺遗址的年代当

为洛阳之前较为妥当。关于怀朔镇佛寺遗址的性质，考虑到其塑像接近于方山思远佛寺、

朝阳思燕佛图，其建设可能与皇权的介入相关 （谭士俊、姜涛、杨君、冈村秀典、向井

佑介 《北魏怀朔镇佛寺遗址研究》，载内蒙古博物院等编 《中国北方及蒙古、贝加尔、西

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科学出版社）。

佛教的东渐与北传需要一个过程，根据文献记载公元３４５年前燕慕容?于朝阳龙城立
龙翔佛寺，学界大致认可此为佛教进入辽西及东北地域的触点。宋玉彬从考古学角度出

发，利用新考古材料，对佛教进入图们江流域的时间进行了论证。首先，确定了图们江地

域发现早期高句丽佛教遗存的可能性，并对该流域内出土瓦作产品的遗址进行筛选和对比

研究，区分出三燕和高句丽时期的瓦作产品；进而以河南屯寺庙址为切入点，认为该遗址

为一处渤海早期的寺庙遗址，而杨木林子庙址的始建年代则或可追溯到高句丽时期，古城

村１号庙址则有可能在国内城为都时兴建。由此，作者基本厘清了图们江流域佛教铺陈的
态势，在考古类型学的具体运用上有借鉴意义 （宋玉彬 《试论佛教传入图们江流域的初

始时间》，《文物》１１期）。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高句丽，学界历来观点不一致。王飞峰通过对中国与朝鲜半岛文献

的系统梳理，结合目前高句丽佛像的发现情况，认为佛教在东晋太元末期 （３９０～３９６）
传入高句丽地区，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是对辽西地区壁画素材的重新整合，与佛教传入高

句丽并无关系 （王飞峰 《佛教传入高句丽时间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 （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吉林省珲春市古城村 １号寺庙址出土遗物进行了整理，
有大量的石质佛教造像，以及不同类型的建筑板瓦、筒瓦等。宋玉彬在田野调查的基础

上，对遗物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整理，结合周边其他遗址相关遗物，剖析了１号寺庙址出土
遗物中间存在时代和风格上的矛盾之处，初步给出了这些问题形成的背景原因。其依据出

土佛教造像的性质特点，推断寺庙址的年代至迟不晚于渤海国建国初期，而其一侧的温特

赫部城址始建年代可以早到高句丽时期。１号寺庙址的断代确定的意义，在于该寺庙成为
图们江流域现已确认年代最早的佛教寺院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 《吉林珲春古

城村１号寺庙址遗物整理简报》，《文物》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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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地区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田立坤提出 “三燕文化”的概念以来，三燕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

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吴珍锡将早期鲜卑和三燕文化的陶器对比分析，论证了以

“鲜卑慕容部”为主体的东部鲜卑从游牧模式向定居农业转变的过程 （吴珍锡 《三燕墓葬

随葬陶器组合的演变及其反映的社会形态转变》，《北方文物》３期）。
高句丽政权地处东北边陲，存续时间超过七百年，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就开始了高句

丽的考古学研究。因而，对高句丽多年来的考古学研究有必要进行系统的回顾，吉林省在

这一方面凭借地缘优势取得了显著进展。

华阳梳理了近年来吉林省内学者在高句丽方面的研究成果，指出高句丽的研究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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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细化、深入的趋势，同时也分析了学者们目前在此方面研究的问题所在，并提出了解

决的相应措施 （华阳 《吉林省高句丽研究综述》，《东北史地》３期）。
高句丽的墓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积石墓和封土墓。多年的研究基本确立了积石墓向

封土墓转变的时代趋势，而这一趋势的节点何在？学术界众说纷纭。赵俊杰以集安地区两

座积石壁画墓 （山城下 １４０５、１４０８）的时代为中心，探索了高句丽晚期积石墓向封土墓
转变的考古学图景。文章拟定了一条高句丽新旧墓制过渡时期的发展脉络，基本廓清了其

演变特征 （赵俊杰 《集安地区高句丽晚期积石墓的探索———以两座积石壁画墓的时代为

中心》，《考古与文物》２期）。
东北地区高句丽王陵的确认一直是学术热点，近年来高句丽王陵调查报告出版，一批

考古新资料得以公布，尤以出土的 “辛卯年好太王肞造铃九十六”铭文的铜铃引人注目。

赵俊杰、马健从铜铃研究出发，否定了关于太王陵墓主为 “广开土王说”，指出该铜铃是

广开土王在位之时制作用以祭祀其父故国壤王的；由此，太王陵应为故国壤王的陵墓，而

将军坟则应是广开土王的陵寝 （赵俊杰、马健 《高句丽太王陵墓主 “广开土王说”的反

思———出土铭文铜铃再研究》，《考古与文物》３期）。
好太王碑面世以来，相关研究成果众多。赵俊杰从碑文中关于 “十四年甲辰”的纪

事中发微钩沉，首先确定该年纪事中 “和通残兵”，是记载了广开土王十四年 （４０４）倭
人联合百济入侵带方郡故地之事。从史料价值方面，该记载为考证汉人前往日本的经过提

供了线索和证据。通过考古材料与文献的互证，赵俊杰认为公元４世纪末叶，百济势力一
度到达当时的带方郡，甚至向北到达乐浪郡。在考古学材料上，汉人砖室墓数量急剧下

降，说明这一地区汉人社会发生了巨变。而好太王碑记载的倭人入侵时间极有可能是造成

这种现象的原因，战争的结果开启了大量汉人 “渡来人”到日本地区繁衍生息的序幕

（赵俊杰 《四、五世纪之交带方故地汉人集团的动向新证》，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

心编 《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二）中外文化交流

入华粟特人的墓葬是中西交流的研究热点之一。马晓玲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入华

粟特人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状况，梳理了 ２０００年以来此项专题研究的总体发展态势和
研究脉络，同时指出了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学术偏差 （马晓玲 《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

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３期）。
贾发义分别从交通、商业、政治、民族特点等方面探讨了中古时期粟特人移入河东的

原因，近年来山西地区大量出土的粟特人墓葬为研究粟特人分布区域提供了重要考古依据

（贾发义 《中古时期粟特人移入河东的原因及分布初探》，《中华文史论丛》１期）。
李瑞哲对北朝至隋唐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石质葬具图像的分析认为，粟特人墓葬图像

内容应该是粟特人起居生活的真实写照，考虑到图像内容的高度相似性，当年应该存在共

同的图像范本 （李瑞哲 《对 “图像程序”的重新认识———入华粟特人石质葬具图像所表

现的共同主题》，《敦煌学辑刊》１期）。
交叉步葬式是北魏时期一种特色的葬式，马燕经过归纳总结交叉步葬式的时代主要为

４世纪后半至 ５世纪前半期。作者还将内陆欧亚西部斯基泰—萨马尔特时期的交叉步葬
式、欧亚草原中世纪早期的交叉步葬式资料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早期的交叉步葬式可能

与咸海、新疆及里海北岸活动的塞人相关，而北魏时期交叉步葬式可能与北高加索早期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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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遗存、南哈萨克斯坦阿雷西流域的文化遗存有直接关联 （马艳 《北魏与内陆欧亚西部

交叉步葬式》，载内蒙古博物院等编 《中国北方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

化》，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草原游牧民族与丝绸之路暨中蒙联合考古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主要围绕 “中蒙联合考古最新成果”“草原游牧民族文化与

艺术”“草原游牧民族与丝绸之路” “古代游牧民族丧葬习俗、祭祀仪式及都城研究”４个
主题展开。忍冬纹的纹样起源于地中海地区，后在西亚、中亚地区开始流行。中国与会学者

程鹏飞对北魏中后期的忍冬纹进行了综合研究，从宁夏固原北魏漆棺墓、司马金龙墓、伊和

淖尔 Ｍ３中的忍冬纹来看，体现了当时儒释道等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同时明显感受到草原
文化和中原文化并而未合、汇而未融的文化气息 （包桂红、程鹏飞 《“草原游牧民族与丝绸

之路暨中蒙联合考古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草原文物》２期）。

w"&x67%gyz{

贺云翱曾经指出，技术考古是深化考古学内涵的重要途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

技考古的手段在历史时期考古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通过技术的手段可以获取更多隐

藏着物质遗存背后的形成背景、机理以及构成要素。

ＤＥＭ水文分析方法是调查古代河道的主要方法之一，胡珂使用该方法发现了陕西靖
边统万城的古代河道。说明在统万城建成之初，确实存在较好的水文条件，并对其环境意

义进行了初步讨论 （胡珂 《使用 ＤＥＭ水文分析方法发现的统万城古河道及其环境意义的
初步讨论》，《考古与文物》４期）。

在古代大型城址的考古过程中，新技术的引入可以使田野考古工作的效率事半功倍，

高密度电阻率方法在晋阳古城考古勘探的运用取得了初步成效。晋阳古城历史悠久，文化

层埋藏较深，且目前遗址表面现状复杂，张欣在考古物理勘探方面使用高电阻率法进行了

大胆尝试，认为这种方法与传统钻探互相结合是对晋阳古城考古勘探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

法 （张欣 《高密度电阻率法在晋阳古城考古勘探中的应用》，《文物世界》５期）。
王贺、梅建军等对北周武帝孝陵内出土铜器上的铜锡焊料进行科学分析与研究，采用

了模拟实验的方法，研究结果认为出土焊料为锡青铜合金。作者梳理了从西周晚期至汉代

以来的焊料成分，认为武帝孝陵发现的锡青铜焊料说明北周时期存在铜焊技术，此次发现

对于追溯铜焊技术的发生时间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王贺、梅建军、潘路、杨军昌、张

建林 《北周武帝孝陵铜锡焊料的科学发现与研究》，《文物》４期）。
材料学的研究方法不断被引入到对考古学遗存的研究中来，檀剑、李延祥对黑龙江友

谊县凤林古城出土的铁器进行金相组织观察和夹杂物成分分析，认为该遗址中出土的铁器

为生铁系列钢产品，产品采用了铸造、退火、炒钢、淬火等工艺。文章为深入研究魏晋时

期东北亚地区钢铁技术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 （檀剑、李延祥 《黑龙江凤林古城出土铁器

的实验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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