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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的调查与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盖州市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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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ingshiling (Bluestone Ridge) Mountain City is located at Qingshiling Town of Gaizhou 

City, Liaoning Province. In 2015 and 2016, archaeological surveys were conducted to this mountain city and its 
nearby areas, by which city walls, city gates, cisterns and other features were found, and the Jindianshan (Mount 
Golden Hall) and Architectural Site No. 2 were excavated. The artifacts unearthed in the excavation and collected 
in the surveys included pottery plates, bowls, tile-ends with lotus flower design, flat tiles and semi-cylindrical 
tiles, as well as iron spearheads, sickles, stirrups, etc. Through the researches on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form of the Qingshiling Mountain City and unearthed artifacts, it is estimated to be an important mountain city 
of the Koguryo Kingdom in the Liaodong area at that time, which would be us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5th 
century to the downfall of the Koguryo Kingdom in 668 AD.

三面均为海拔较低的丘陵地带。山城西临

哈大公路，西南约2.5公里处有辽东地区古

代著名关隘——青石关。山城平面形状不太

规则，略似横“凸”字形，城址周长约6485

米。1949年以前个别学者曾对青石岭山城进

行过一些调查，1949年以后国内学者及一些

国外学者又多次调查了青石岭山城[2]，但是

上述考察活动仅限于地面调查，都没有进行

过考古发掘。2015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盖州

市文物局联合组成青石岭山城考古队，开始

对该山城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发现城墙、城

门、蓄水池、金殿山遗址、大型建筑址等遗

迹（图二），出土瓦当、板瓦、筒瓦、陶

器、铁器等大量高句丽时期的遗物。现将

2015、2016年青石岭山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

青石岭山城[1]位于辽宁省盖州市青石岭

镇（图一），坐落于千山余脉的高丽城山

上，山城依山势而建，地形起伏较大。城外

西部为平原地带，距辽东湾约12公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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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青石岭山城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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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收获报道如下。

一、调查与钻探情况

（一）城墙

青石岭山城四面城墙保存较好，主要修

筑于山脊之上或两山之间的山谷中，其中东

墙长1128、西墙长1890、南墙长1942、北墙

长1525米。城墙采用人工修筑和利用山脊相

结合的方式，即在平地和平缓的山脊上（部

分在山脊的外侧）修筑城墙，山势较陡峭的

地方则借用山脊为城墙。人工修筑的城墙包

括夯土城墙、堆筑土城墙和石筑城墙。夯土

城墙主要见于东城墙和西城墙，如东门（1

号门址）两侧、西城墙北段，夯层厚度多为

0.15～0.2米（图三）。在西城墙北段发现有

高大的夯土墙，其中，北段中部夯土墙现存

高19米，其北侧夯土墙现存高16.5米；目前

尚未对上述夯土城墙进行解剖，城墙的始建

年代、修建过程、宽度等问题还有待于考古

发掘来解决。石筑城墙主要见于南城墙、北

城墙、东城墙（东门两侧夯土墙除外）、西

城墙南段、西城墙北段局部。石筑城墙局部

图二  青石岭山城主要遗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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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高度超过2米，顶部一般宽2.5～4米，是

用打制成形的石块逐层砌筑而成，石缝间填

充碎石（图四）。墙体外侧石块

有逐渐向上内收的现象，上下两

层石块间内收的幅度大体为0.5～1

厘米，部分城墙上发现有高句丽

石筑城墙中常见的楔形石，但数

量较少。多数城墙上的用料为方

形或长方形石块，石块的长、宽

和高多为0.3～0.6米，一般墙体基

础部位的石块相对较大；南墙东

段发现用较大石块砌筑的城墙，

石块的长、宽和高接近或超过1

米。西城墙南段城墙的顶部发现

三个用石头砌筑的方形石洞，石

洞内部边长0.3米（图五）。城内

中部的金殿山西北侧发现有一道

墙体，墙体基本为夯筑，目前我

们称之为隔墙。以金殿山为界，

隔墙可分为南北两段，北段隔墙

保存较好，南段隔墙破坏较为严

重。经钻探发现靠近金殿山的南

段隔墙还存在时断时续的夯土。

北段隔墙上有一个宽约18米的豁

口，豁口北侧发现有明显的夯土

墙体，残高约3、残宽约5米，夯

层厚度0.05～0.15米。

（二）城门

通过考古调查，在山城城墙上发

现门址六处（编号为1～6号门址），1

号、2号门址位于东城墙上，3号门址位

于南城墙上，4号、5号门址位于西城墙

上，6号门址位于北城墙上，其中1号与

5号门址两侧存在夯土墙。从目前的调

查结果看，1号与5号门址处豁口较大，

可能破坏较为严重，其他门址保存相对

较好。4号门址存在明显的瓮城遗迹，

瓮城位于城墙内侧，大体为“L”形，

目前正在发掘中，其他门址的形制等相

关问题有待进一步发掘。调查过程中在山城

城墙的四角均发现石砌建筑基础及大量瓦

图三  西城墙北段夯土墙局部（南→北）

图四  北城墙局部（北→南）

图五  西城墙顶部方形石洞（俯拍，上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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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推测为角楼遗存。东北角楼的东南侧山

坡上发现大量板瓦、筒瓦残片，推测当时角

楼倒塌时应向东南方倾覆。西北角楼转角处

为弧边方形，地表以上可见三层石筑墙体。

东南角楼地面可见一层石筑墙体，根据调查

判断角楼基础可能在现今地面以下。西南角

楼位于老青山顶上，老青山为青石岭镇最高

山峰，海拔约295米。西南角楼建筑基础已

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采集器物中除板瓦和

筒瓦残片外，还见有铁器残片，由于锈蚀严

重，器形不明。

（三）蓄水池

蓄水池是高句丽山城内常见的蓄水设

施，根据钻探结果我们在青石岭山城内发现

疑似蓄水池遗址两处，命名为一号、二号

蓄水池。一号蓄水池位于金殿山西北约200

米处，现存状况为一长方形大坑，长约25、

宽约12米，通过钻探可知坑内地表下存在厚

约1.5米的砂石层，砂石层下有厚约4米的淤

泥层。二号蓄水池位于老青山下北侧的山

坡上，形状不规则，长约12、宽约10米，通

过钻探可知地表下存在厚0.4～0.6米的砂石

层，砂石层下有厚约1.2～1.4米的淤泥层。

二、发掘的主要遗迹

（一）金殿山遗址

金殿山是横卧在山城中部偏北的一座西

北-东南走向的小山，东西长约230、南北宽

约165米，海拔约98米，因当地百姓传说山

上有“金銮殿”，故名金殿山。考古调查显

示金殿山顶部存在石筑遗迹，我们将其称为

金殿山遗址。2015年和2016年对金殿山遗址

进行了发掘，布方4个（T025160、T035160、

T025170、T035170），其中T025160是根据金

殿山遗址露出地面的原始形态布方，为10米

×10米，其他3个探方是根据发掘需要的扩方

（图六）。根据发掘结果，金殿山遗址是在

山顶部砌筑的方形台基，方向138度。砌筑之

前先将山顶基岩稍作修整，再用石块砌筑基

础和四壁，最后在中间填充石块形成台基。

台基顶部早年遭到破坏，南壁已残损严重，

东壁南端稍残，北壁和西壁保存较好（图

七）。金殿山遗址的地层堆积较为简单，可

以T025160北壁剖面为例说明（图八）。第1

层为表土层，灰褐色土，最厚0.15米，发现一

些高句丽时期残瓦片。该层清理后即露出大

量的瓦片堆积和金殿山遗址的方形轮廓。第

2层主要为高句丽时期瓦片堆积，厚0.1～0.3

米。金殿山遗址台基四壁均用凿成一定形状

的石块错缝砌筑，石块为就地取材，上下两

层石块之间存在向上内收的现象，一般内收

0.5～1厘米，石块的长和宽一般为0.3～0.4

米，个别较大的为0.5～0.6米，厚一般为

0.2～0.3米，个别石块厚超过0.4米。东壁残

长7.1米，最高处残存6层石块，残高0.3～1.6

米。北壁长7.7米，最高处残存5层石块，残

高0.4～1米。西壁长7.8米，最高处残存3层石

块，残高0.3～0.7米。南壁残长7.9米，最高处

残存2层石块，残高0.4米。台基四周分布有大

量瓦片，包括筒瓦、板瓦等。台基北侧发现

有木炭和红烧土的痕迹，加之周围发现大量

瓦片尤以北侧瓦片数量最多，因此推测方形

台基上原应有木构建筑，可能由于火灾原因

被焚毁。

T035160 T035170

T025170T025160

北

0 2米

图六  金殿山遗址探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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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殿山遗址台基东侧中部发现疑似踏道

遗迹，呈斜坡状，破坏较为严重，目前仅进

行简单清理，根据东壁和踏道之间的砌石结

构判断踏道是在方形台基砌筑完成之后再加

筑的。斜坡状的踏道上残存一些稍加修整的

较大石块，石块之间填有小石块和碎石。踏

道残长2.1、残宽2.2～2.8米。

（二）青石岭山城二号建筑址

金殿山东南侧存在四个由北向南逐渐增

高的台地，根据钻探结果每个台地上均发现

有大型建筑址。四个台地大体为东西长、南

北窄的“舌”形，台地南、北、西三面较平

直，东面为弧形。四个台地总长约165、宽

约90米，方向一致，为0度。由北向南的四

个台地分别为一号、

二号、三号和四号台

地，台地上对应的四

个建筑址分别命名为

一号、二号、三号和

四号建筑址，其方向

与台地基本一致（图

九）。2015年在调查

过程中发现四个台地

上散落着很多高句丽

时期的红色板瓦和筒

瓦残片，台地断面上

也残留有疑似础石的

大型石块，大规模钻

探后确认此处存在大

型建筑遗迹；当年的

发掘在二号建筑址布

探方6个（T865190、

T865200、T865210、

T875190、T875200、

T875210），同时在

T865190和T875190中

部开一条长15、宽1.3

米的探沟（TG1），

其中位于台地南侧的

3个探方（T865190、T865200、T865210）

为10米×5米，另3个探方为10米×10米，

实际发掘面积450平方米。2015年发现的

建筑址（二号建筑址局部）长约28、宽约

9米，残存建筑基础11列，每列建筑基础

由小石块铺成的条形基础和基础上的五块

大型础石构成，每列条形基础长约9、宽

约1.3～1.5米。2016年在2015年发掘区域的

东、西两侧布探方20个，其中东侧探方2

个（T865220、T875220）、西侧探方18个

（T865090～865180、T875090～875180），

并在探方最西侧布一条长30、宽1米的东西

向探沟（TG4）。台地西缘南侧的1个探方

（T865090）为5米×5米，其他探方为10米

北

0 2米

图七  金殿山遗址台基平面、立面图

图八  金殿山遗址T025160北壁剖面图
1.灰褐色土  2.瓦片堆积

1
2 2 1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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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米或10米×10米，实际发掘面积1500平

方米。至此将二号建筑址全面揭露。目前发

现的二号建筑址可能为坐南朝北，基址残长

约110、宽约9米，残存建筑基础41列（图一

○），每列建筑基础的结构基本相同，包

括小石块铺设的条形基础和基础上的大型

础石。根据发掘结果，二号建筑址的地层

（以TG1的东壁为例）可分两层（图一一；

图一二）。第1层分布于遗址整个区域，为

耕土层，浅黄色土，厚0.15～0.35米，出有

高句丽时期红色板瓦、筒瓦残件、莲花纹瓦

当、忍冬纹瓦当、陶片，铁块、炉渣、青铜

印章，以及近现代陶、瓷片等。第2层在遗

址东部分布较为普遍，西部较少甚至没有发

现，为黑褐色垫土层，最厚1米，出有高句

丽时期红色板瓦、筒瓦残件、陶片，以及

铁块、炉渣、木炭等。第2层下为黄褐色生

土，表面发现一些凌乱的石块或小石堆。根

据探沟剖面和对础石的解剖可知在修建二号

建筑之前，二号台地应是高低不平的，较

高的地方进行铲平处理，较低的地方则铺

垫土，之后再修筑建筑基础。二号建筑址

的建筑基础基本相同，其做法则因台地的

高低不同而稍有差异，较低区域的基础是

先在已经铺好垫土层的台地上用形状不规

则的小石头铺设一条长约9、宽约1.3～1.5米

的条形基础，再在其上等距放置5块大型础

石；较高的区域则是先挖出一个长约9、宽

约1.3～1.5米的条形槽，在槽中用小石块铺

设条形基础，之后再等距放置5块大型础石

（图一三）。用来铺设条形基础的基本上是

未经加工的天然石块，多为长条形、圆形和

不规则形，长宽或直径均在0.3米以下。残存

的大型础石多是石英砂岩并经过简单加工，

还有三块由白色花岗岩加工而成，大型础

石长宽多在0.6～0.8、厚0.3～0.4米，个别长

近1米。目前保留在原位的大型础石共有116

块，另有89块丢失或移位后，多在原位留有

一个较大凹坑。二号建筑址相邻两列建筑基

础的大型础石间距大体为2.7～2.8米（两个

大型础石中心点的横向距离），同列建筑

基础相邻大型础石的间距大体为1.7～1.8米

（两个大型础石中心点的纵向距离）。由于

建筑基础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目前关于二

号建筑址的门道、散水、建筑形制和开间等

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对二号建筑址进行解剖的过程中，

发现其建筑基础下的局部区域保存有掺杂炉

乱 石 区

一号台地 一号建筑址

二号建筑址

三号建筑址

四号建筑址

测量控制点

田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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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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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台地

乱 石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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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 石 区

北

图  例 石基 灰坑 活动面 钻探范围线 0 20米

图九  青石岭山城大型建筑址钻探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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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铁块、木炭、高句丽时期瓦片和陶片等

的垫土层，这在TG1东壁更为明显，垫土层

最厚1米。炉渣根据结构和性质可分为A、

B、C、D四类[3]，其中A类是黑褐色非玻璃态

的炉渣，手感较重，有的表面呈现明显水波

流动状，部分夹杂有大块白色助熔剂；B类

为疏松多孔的泡沫渣，手感较轻，表面呈深

灰色，有的可见助熔剂残留物，主要为碱性

的钙类矿物与酸性的硅类矿物；C类为挂有

炉壁（炉衬）的泡沫渣，呈红褐色，部分还

见有草拌泥现象；D类为焙烧后的矿石，表

面有焙烤、裂纹迹象，断面常呈黑红色，有

的还粘连有木炭。

（三）灰坑

在2016年的发掘中清理灰坑两座（H1、

H2）。

H1  位于一号蓄水池西北约200米处的

果园内，因开挖渗水井而被发现。此处地

表为灰褐色耕土，厚0.15～0.2米，发现少量

近现代瓷片、高句丽时期瓦片。灰坑叠压于

耕土层下，打破生土。圆形袋状坑，口径

1.35～1.5、最大底径1.85、深1.52米。坑内

填土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较为疏松，夹杂一

些小石块。出有一些高句丽时期瓦片、陶片

等，其中可复原1件陶盘（图一四）。

H2  位于一号蓄水池东北约300米处的

一处果园内，因村民耕作时挖出铁器而被发

现。地表为黄褐色耕土，夹杂一些小石块，

厚0.15～0.2米，发现少量高句丽时期陶片

等。灰坑叠压于耕土层下，打破生土。圆形

锅底状坑，口径0.45～0.55、深0.3米。坑内

填土为灰褐色黏土，土质较为疏松，夹杂一

些小石块。出有马镫、矛、凿、镞等高句丽

时期的铁器（图一五）。

三、遗    物

在青石岭山城发现的遗物可分为发掘

出土遗物和地表采集遗物，主要有陶器、瓦

件、石器、铁器、青铜印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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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陶器

陶器基本为残片，在山城内多处均有发

现，从采集和出土的典型陶片来看，器形主

要有盘、碗、罐、瓮、盆（甑）、釜等，其

中部分盘、碗可复原。除高句丽时期陶器中

常见的夹杂滑石的现象外，部分陶片胎体中

还含有小铁块。陶器表面以素面为主，少数

饰绳纹和斜方格纹。下面选择部分典型标本

加以介绍。

盘  1件（2016H1︰1）。夹砂灰陶。

侈口，圆唇，浅腹，底部微外凸，外底因长

期使用局部被磨平。盘底部有四个圆形的小

孔，从痕迹看应由盘内向盘外钻孔。口径

12、底径11.4、高1.7厘米（图一六，3）。

碗  2016H1︰2，夹砂灰陶。侈口，圆

唇，斜弧腹，底部微内凹。口径10、底径

7、高4.2厘米（图一六，4）。

罐  发现较多，均为残片。2015采︰

2，发现于东门（1号门址）附近。夹砂灰

陶，火候较高。圆唇，侈口，短颈，溜肩。

外壁有轮制旋痕，肩部内壁有两列排列规整

的凹坑，推测可能是制作时留下的指痕。口

图一二  二号建筑址TG1东壁剖面局部

图一三  二号建筑址局部（东→西）

1米0

北

图一四  H1平面、剖视图

北

0 20厘米

图一五  H2平面、剖视图

图一一  二号建筑址TG1东壁剖面图
1.浅黄色土  2.黑褐色垫土

2
1

0 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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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36、残高7厘米（图一六，6）。2015采︰

4，发现于金殿山遗址北侧的果园内。夹砂

灰陶。方唇，敛口，短颈，溜肩。肩部饰

几道凹弦纹。口径26.5、残高11.2厘米（图

一六，5）。

盆（甑）  2015采︰5，发现于隔墙北

段西侧的果园内。夹砂灰陶。圆唇，卷沿，

弧腹，腹部残存一个横桥状耳（原应有对称

两耳）。据残存部分推测可能为盆或甑。口

径43、残高15厘米（图一六，7）。

器耳  2015采︰6，发现

于隔墙北段西侧的果园内。夹

砂黄褐陶。横桥状耳，耳两端

见有泥片加固的痕迹。推测器

耳是在陶器制作完成后粘接

上去的。残长15.5、宽8.2厘米

（图一六，2）。

绳纹陶片  2016H1︰3，

夹砂灰陶。器表残存三组绳

纹。残长16、残宽9.5厘米（图

一六，1）。

（二）瓦当

共发现3件，均已残损。

2件为莲花纹瓦当，1件推测为

忍冬纹瓦当。

莲花纹瓦当  纹样有一

定差异。2015采︰8，发现于

4号门址东南侧约200米的平地

上。夹砂黄褐陶。残存约四分

之一，边轮较高。据残存部分推测当面主体

纹样可能为四组莲瓣，相邻莲瓣之间有蝶须

状的纹样，蝶须状纹样之间有两条较为粗壮

的界格线；因当心残损具体纹样已无法确

认。复原直径15.6、厚2.8厘米，边轮宽1.6、

高1.6厘米（图一七，1）。2015TG1①︰1，

二号建筑址出土。夹砂灰褐陶。边轮较低，

当面残存四个大小不同的莲瓣。残长5.4、残

宽4.7、厚1.7厘米，边轮宽1、高0.5厘米（图

一七，2）。

1

2

4

5

6

7

3

0 5厘米1～3. 0 5厘米4.

5～7.0 10厘米

图一六  陶器
1.绳纹陶片（2016H1︰3）  2.器耳（2015采︰6）  3.盘（2016H1︰1） 

4.碗（2016H1︰2）  5、6.罐（2015采︰4、2）  7.盆（甑）（2015采︰5）

1 2 3

1、3.0 5厘米 0 5厘米2.

图一七  瓦当
1、2.莲花纹瓦当（2015采︰8、2015TG1①︰1）  3.忍冬纹瓦当（2016T875110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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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冬纹瓦当  2016T875110①︰1，二

号建筑址出土。夹砂红褐陶。残存约六分之

一，边轮较高。据当面残存纹样推测可能为

忍冬纹瓦当。复原直径15.4、厚1.3厘米，边

轮宽1.6、高1.4厘米（图一七，3）。

（三）筒瓦和板瓦

城内发现大量的筒瓦和板瓦，尤以金殿

山遗址最多。瓦的颜色以红色为主，灰色较

少，火候普遍较低，部分存在过烧现象，个

别可能有二次火烧的痕迹。瓦凸面的纹样以

粗细不同的绳纹为主，筒瓦和板瓦上常见；

方格纹或斜方格纹有一定数量，主要见于板

瓦；还有的将瓦凸面的绳纹抹平，表现出类

似素面的效果，仅见于筒瓦。瓦凹面的纹样

通常以布纹为主。部分板瓦一端侧面饰斜绳

纹或类似“X”形的纹饰。筒瓦和板瓦均一

端宽、另一端较窄，且筒瓦没有瓦唇。

筒瓦  2016T035160②︰1，金殿山遗址

出土。夹砂红陶，火候较高。凸面的绳纹被

抹平，但还依稀可辨，凹面饰布纹。长45、

宽18厘米（图一八）。

板瓦  2016T025160②︰1，金殿山

遗址出土。夹砂灰褐陶，体量较大。凸面

饰绳纹，凹面饰布纹，瓦较宽一端侧面饰

斜线纹。残长50、宽35厘米（图一九）。

2015采︰13，发现于二号建筑址附近。夹砂

红陶，火候较高。凸面饰绳纹，凹面饰布

纹。较宽一端的一角有被切掉一块小三角形

的痕迹，较窄的一端明

显翘起。长42、残宽23

厘米（图二○）。2016 

T025170②︰1，金殿山

遗址出土。夹砂红陶，

火候较低。凸面饰斜方

格纹，凹面饰布纹。残

长21、残宽19厘米（图

二一）。

另外，在金殿山遗

址北侧的瓦片堆积中发现

图一八  筒瓦（2016T035160②︰1）

图一九  板瓦（2016T025160②︰1）

图二○  板瓦（2015采︰13）

图二一  板瓦
（2016T025170②︰1）

图二二  模印符号瓦片
（2016T035160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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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块模印符号的瓦片，火候较低，凸面饰绳

纹，凹面饰布纹。2016T035160②︰2，正面

模印凸起的符号，大体为“ ”形。残长6、

残宽7.4厘米（图二二）。2016T035160②︰

3，因瓦片残损，残存的模印符号为“⊥”

形。推测与前述瓦片模印符号类似。残长

7.2、残宽4.6厘米。

（四）石器

山城内发现的石器主要有臼、杵和砥石

等，均为采集品。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在城内

发现石臼20余件，据其形状、城内其他遗物

情况，特别是参考集安等地所见高句丽石臼

等，推测这些石臼也应是高句丽时期遗物。

除两件石臼是用石英砂岩制作外，其他均用

花岗岩雕凿而成。根据形状，石臼大体可分

为长条形、方形、圆形和三角形四类。

长条形石臼  2015采︰10，发现于5号

门址东侧约300米的果园中（山城内）。灰

褐色，质地为石英砂岩。一面的中部有一直

径16厘米的圆形凹窝，另一面的一端有雕凿

的臼窝，臼窝直径18、深17厘米。推测此器

是先作为门轴石，废弃后被加工成石臼继

续使用。长88.6、宽42.9、厚22.8厘米（图

二三，2）。

圆形石臼  2015采︰21，发现于5号门

址东侧约100米处道路旁（山城内）。浅黄

色，花岗岩雕凿而成。近椭圆形，臼窝大体

位于石块中央。长63、宽48.6、高37厘米，

臼窝直径25.7、深20厘米（图二三，1）。

（五）铁器

发现数量较多，主要有 、镰、矛、

凿、镞、马镫、牛掌、马掌、掌钉、鱼钩、

车 、甲片等。

  2015TG1②︰1，二号建筑址出土，

稍残。顶端有方形銎，銎部纵截面为锥状，

刃部略呈扇形。长8、宽5.5厘米（图二四，

8）。

镰  2016采︰22，发现于二号建筑址北

侧300米处的果园内。长弧形，尖部稍残，

连接柄的一段微卷起。锈蚀较为严重。残长

29厘米（图二四，7）。

矛  2016H2︰3，矛身近三角形，銎

部稍残。长18、宽3.2厘米（图

二四，1）。

凿  2016H2︰4，銎部纵截

面为锥状，斜刃。銎部有敲打变

形的痕迹。长24厘米（图二四，

4）。

镞  数量较多，箭头一般近

三角形或锥状。2016T875160①︰

10，二号建筑址出土。箭头尖锐呈

锥状，尾端保存较好。长9.4厘米

（图二四，2）。2016T875160①︰

12，二号建筑址出土。箭头呈三角

形，尾端稍残。残长7.3厘米（图

二四，11）。

马镫  2016H2︰1，镫环平

面近圆形，柄部为条状，柄上部

有一凸出的方块，中间有长条形

孔。通长25.5、柄长10厘米（图

1

2

0 50厘米

图二三  石臼
1.圆形石臼（2015采︰21）  2.长条形石臼（2015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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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钉  2016T875170②︰

6，二号建筑址出土。整体略呈

“T”字形，尖部已残，钉帽为

条形。残长2.4厘米（图二四，

5）。

（六）其他

青铜印章  2016T875170①︰ 

7，二号建筑址出土。呈不规则

的椭圆形，一侧边“V”字形外

凸，半环形钮。印面一周有凸弦

纹，印面中部有凸起的印文，内

容不识。长3.2、宽1.7厘米（图

二五）。

   四、结    语

通过对青石岭山城的调查

和发掘，我们认为该遗址是辽

南地区一座重要的高句丽大型

山城。目前在山城的调查和发掘过程中未见

明确纪年的遗物，因此其兴建和使用的具体

年代还难以判断，但通过对山城内发现的遗

物、城墙结构、建筑基础等的研究可对山城

的相对年代加以推测。

陶盘、碗、盆（甑）的形制与石台子

山城东门、北门、SIF16出土的同类器[4]比较

接近，石台子山城上述器物的年代属高句丽

中晚期，青石岭山城出土器物的年代应与之

大体相当。器耳的形制与丸都山城2号门址

发现的器耳比较接近，金殿山遗址发现的部

分绳纹板瓦和筒瓦、斜方格纹板瓦的形制和

0 1厘米

图二五  青铜印章
（2016T875170①︰7）

二四，3）。

牛掌  2016T875130①︰6，二号建筑址

出土，稍残。弧形，有三个狭长的孔，一孔

稍残，掌钉已失。残长8.4、宽1.3、厚0.5厘

米（图二四，10）。

马掌  2015采︰15，发现于二号建筑

址北侧约200米的果园内。半圆形，现存五

个狭长的孔，掌钉已失。直径11.5厘米（图

二四，9）。

鱼钩  2015T875200①︰4，二号建筑

址出土。残损严重。残长2厘米（图二四，

6）。

图二四  铁器
1.矛（2016H2︰3）  2、11.镞（2016T875160①︰10、12）  3.马镫
（2016H2︰1）  4.凿（2016H2︰4）  5.掌钉（2016T875170②︰6）  6.
鱼钩（2015T875200①︰4）  7.镰（2016采︰22）  8. （2015TG1②︰

1）  9.马掌（2015采︰15）  10.牛掌（2016T875130①︰6）

1

3

2 4

5
6

7

9

10 118

1、8.0 5厘米 2、9～11.0 5厘米

3、4、7.0 5厘米 5.0 1厘米 0 1厘米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辽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的调查与发掘

· 67（总 1387）·

纹样也与丸都山城宫殿址出土瓦件 [5]较为相

似，丸都山城2号门址和宫殿建筑可能是好

太王十七年（公元407年）“增修宫阙”的

结果，迁都以后逐渐废弃[6]，那么金殿山遗

址部分陶器和瓦件的时代应在五世纪初。山

城内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忍冬纹瓦当的纹样

与高句丽迁都（公元427年）以后平壤地区

的同类瓦当[7]比较接近，平壤地区出土瓦当

的年代大体在高句丽迁都以后、六世纪中叶

之前，因此山城内这些瓦当的年代可能也在

这一时期。H1发现的马镫及二号建筑址附

近采集的铁镰与五女山城[8]第四期（相当于

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同类器物有相似之

处，推测其年代应在五世纪初。

青石岭山城的石筑城墙利用修整的石块

逐层砌筑，石缝间填充碎石，外侧墙体向上

逐渐内收，砌石中楔形石的数量较少，这些

特征与高句丽早期山城的特征有一定差异，

但与高句丽中晚期山城的特点比较相似[9]。山

城的西墙和东墙保存有高大的夯土城墙，夯

土墙的出现可能是高句丽占领这一地区后役

使当地汉人或接受汉人的夯筑技术而修建，

青石岭山城作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山城，其始

建年代应不会早于高句丽最终占领该地区的

公元404年[10]。二号建筑址的建筑基础中采用

类似磉墩的结构，这在丸都山城宫殿址、东

台子遗址、安鹤宫遗址等高句丽高等级建筑

址中均有发现，丸都山城宫殿址、东台子遗

址的年代上限大体在好太王十七年，迁都以

后被逐渐废弃，安鹤宫遗址的年代上限为六

世纪中叶、一直使用到高句丽灭亡[11]。由于

山城内目前尚未发现晚于高句丽的晚期遗物

（近现代器物除外），推测青石岭山城的使

用年代可能不晚于高句丽灭亡。

根据上述对青石岭山城出土遗物和相关

遗迹等的分析，我们认为青石岭山城的使用

年代可能从五世纪初（公元404年或稍晚）一

直到高句丽灭亡（公元668年），在金殿山遗

址和二号建筑址所采集木炭标本的碳十四测

年结果也在这一年代范围内[12]。

金殿山遗址应是当时山城内的重要建筑之

一，沿用时间较长，使用了大量筒瓦和板瓦，

由于瓦的颜色、大小、纹饰等的不同，我们推

测金殿山遗址可能经历了多次修缮。青石岭

二号建筑址及其附近的三个建筑址分布于依

次增高的四个台地上，丸都山城宫殿址同样

分布于相似的四个台地上[13]，这样的布局为以

后探索高句丽大型建筑址提供了线索。二号

建筑址的台地为含炉渣、小铁块、木炭等的

灰土铺垫而成，说明青石岭山城城内及其附

近地区可能存在高句丽时期的冶炼遗址。山

城内发现高句丽时期莲花纹瓦当和忍冬纹瓦

当的残片及大量瓦件，高句丽时期将瓦作为

一种等级和权力象征的高等级器物，根据文

献记载主要用于佛寺、神庙、王宫和官署建

筑中[14]。这些瓦件的发现，说明青石岭山城二

号建筑址及其附近的建筑遗址应是高句丽时

期的重要建筑，关于其性质的判定仍需要通

过进一步的发掘加以确认。城内发现大量石

臼，为其他高句丽城址所不见，这可能与山

城的性质或人口规模有一定关系，特别是长

条形石臼可能作为门轴石使用，为探索山城

门址的形制提供了线索。

在2015年和2016年对青石岭山城及其周

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我们在山城内及其

附近不但发现有陶器、瓦件、铁器、石器等

高句丽时期的遗物，而且还发现了大型建筑

址、蓄水池、门址等高句丽时期的遗迹，这

为进一步发掘和研究青石岭山城提供了丰富

的实物资料。

附记：参加青石岭山城2015、2016年

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人员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贾笑冰、仝涛、王飞峰，辽宁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熊增珑，盖州市文物局孙

丽、王洪彦、孟丽、缪川鹏，清永陵文物管

理所王柳，营口市博物馆杨帅、黄小钟等。

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曲乐、孙晓彬、徐晨

晨，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崔春鹏和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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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代全龙、邹桂森、张智博，南京师范

大学魏睿林、金茜，以及辽宁师范大学历史

学院徐学琳、毕德广老师和17名本科生参加

了2016年的考古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刘建国先生在测绘和航拍方面给予了

很大帮助，谨致谢意。

执笔者  王飞峰  李新全

熊增珑  孙  丽  王  柳

注  释

[ 1 ] 关于青石岭山城的名称此前学界有不同说法，

分别有高丽城山城、青石岭镇高句丽山城、高

丽城子山城、青石关山城、石城山山城等，根

据考古学遗存的命名原则我们称为青石岭山

城。

[ 2 ] 国内外学者对青石岭山城的调查较多，相关

报道主要见于以下材料。如辽宁省博物馆编：

《辽宁史迹资料（初稿）》，1962年；王绵厚：

《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양

시은 ：《高句麗城研究》，진인진，2016년；後

藤和民等：《高句麗山城の基礎的研究—衛

星画像を利用した高句麗山城の測量調查》，

见《青丘學術論集》第22集，財團法人韓國文

化研究振興財團，2003年。

[ 3 ] 为了寻找青石岭山城及其附近可能存在的冶炼

遗址，青石岭山城考古队与北京科技大学李延

祥教授带领的冶炼研究小组共同研究出土的

相关冶炼遗物。本文关于青石岭山城二号建筑

址出土炉渣的分析得到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研

究生崔春鹏、硕士研究生代全龙的帮助。 

[ 4 ]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石台子山城》，文物出版社，2012年。 

[ 5 ]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丸

都山城—2001～2003年集安丸都山城调查

试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

[ 6 ] 王飞峰：《丸都山城宫殿址研究》，《考古》

2014年第4期。

[ 7 ] 《조선유적유물도감》편찬위원회：《조선유적

유물도감·고구려편》（1），외국문종합출판사，

1989년。 

[ 8 ]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女山城—

1996～1999、2003年桓仁五女山城调查发掘报

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

[ 9 ] 魏存成：《高句丽遗迹》，文物出版社，2002年。

[10]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晋纪

三十五》记载“（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十二

月）高句丽侵燕”，中华书局，1956年。目前学

界认为高句丽最终占领辽东地区的时间为公

元404年。金毓黻先生认为在这一年高句丽最

终占领辽东，“考高句骊于晋太元十年六月，

初陷辽东、玄菟二郡，至是年十一月底，燕复

二郡，是即高句骊故国壤王二年（公元385年）

也。又后十九年为晋元兴三年，而辽东再陷，

玄菟郡亦同时沦陷，是即广开土王之十四年

（公元404年），而终至于不能复，直至唐高宗

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灭高句骊之日，辽东之

故地始复，然已沦陷二百六十五年，可谓久矣”

（参见金毓黻：《东北通史》第233、234页，台

湾乐天出版社，1971年）。

[11] 王飞峰：《安鹤宫年代考》，见《庆祝魏存成先

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5年。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测

定的三组数据（经树轮校正，半衰期为5568

年）分别为公元500～610年、580～660年、

565～655年。

[13] 同[ 5 ] 。

[14]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

《高丽传》载“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

舍，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中华书

局，1975年。

（责任编辑 李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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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览

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2013年发掘简报  2013年秋对贾湖遗址的第八次发掘，揭露出房址、灰

坑、墓葬等遗迹，出土陶器、骨器、石器等遗物。在属贾湖遗址第一期的2013F5室内堆积下发

现两座成年男性墓，皆出有骨笛、象牙雕板及成组龟甲等高等级随葬品。这是中国目前所见最

早的室内墓，对研究史前墓葬制度及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社会状况等具有重要价值。

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遗址D地点发掘简报  2008、2010年对南宝力皋吐遗址D地点进行

了发掘，清理新石器时代房址11座、灰坑2座，出土陶器、石器、骨蚌器等遗物180余件。D地

点发掘的文化遗存，与该遗址其他地点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墓地的文化内涵有明显差异，而与哈

民忙哈遗址的文化面貌相似，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或略晚。

辽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的调查与发掘  2015、2016年对青石岭山城及其周围地区进行考古调

查，发现城墙、城门、蓄水池等遗迹，并在山城内发掘金殿山遗址、二号建筑址等。通过对青

石岭山城的地理位置、形制和出土遗物等的研究，可推断青石岭山城是当时辽东地区一座重要

的高句丽山城，其使用年代可能从五世纪初一直延续到公元668年高句丽灭亡时。

试论汴河对古代开封城方向的影响  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可知自唐汴州城后的历代开封城，

其方向均不是正方向，多呈北偏东10度左右，这在我国古代城池中是较为罕见的。通过对古代

开封城发展演变的梳理和对古今开封城街道走向规律的对比后认为，开封城的传统格局早在唐

汴州城时就已确立，古代开封城方向倾斜的原因是受唐宋时期横穿城区的汴河影响所致。

宝马城金代遗址所见垒脊瓦及其相关问题  根据《营造法式》的记载，结合唐宋辽金元时期地

面建筑现存实例与宝马城等遗址出土的垒脊瓦遗存，可对垒脊瓦的做法进行具体分析。垒脊瓦

主要有条子瓦和线道瓦两种，应分别由板瓦类和筒瓦类瓦件加工而成。从北朝至元代的垒脊做

法及其演变看，元初应是屋脊结构从使用垒脊瓦向使用预制脊筒转变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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