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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延陵为西汉成帝的陵墓。本文在梳理前人著录、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的考古发现与认识，从墓葬形制、

封土、陵园、历史文献、叠压关系、采集文物等几方面入手进行考证研究，认为今陕西省咸阳市周陵街道办事处严家沟、

马家窑村一带的这座大型陵墓就是西汉晚期汉成帝的延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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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texts, Yanling was Emperor Cheng’s mausoleum. This paper synthesizes previous 

scholarship and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identifies that the mausoleums at the Yanjiagou and Majiayao villages 
in Zhouling residential district should be the Emperor Cheng’s mausoleum, i.e., the Yanling mausoleum.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omb structure, tumulus, layout of the mausoleum, historical texts,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 and collected artifacts in 
order to substantiate the argument.

汉成帝延陵名位补证

焦南峰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一、先贤的著录及研究

有关汉成帝延陵的名位，从东汉班固的

《汉书》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以至于唐

宋元明的各类历史文献或有简略记载，时至清

代，陕西巡抚毕沅曾在封土南侧立“汉成帝延

陵”正名石碑1通。

20世纪以来，利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对汉

成帝延陵名位进行研究的有：

1.1906年至1910年，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应聘

于陕西高等学堂。期间，对西安及其附近的历

史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并进行了测绘[1]。

2.1940～1944年，以王子云为首的西北艺

术文物考察团曾对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做过考

察，实地踏查了包括汉成帝延陵在内的各个陵

区地面遗迹保存情况。认为：延陵“乃汉陵中

规模最阔大者”，并绘制“延康渭义四陵距离

长安里程图”[2]（图一）。

3.1977年，西北大学教授李建超对成国渠

进行了研究考证，勾勒出“成国渠流经咸阳原

图”及《附录：西汉诸皇帝陵的辨证》，认

为：“西汉诸陵的位置自西向东应是茂陵、平

陵、延陵、康陵、渭陵、义陵、安陵、长陵和

阳陵。”[3]

4.198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杜葆仁根据

《水经注·渭水》条的有关记载，在《考古与

文物》创刊号发表《西汉诸陵位置考》，认

为：“成国渠经平陵南，‘又东经成帝延陵

南’，与今咸阳市西北周陵公社郭旗寨一大冢

的位置正相符，是成帝刘骜的延陵。”[4]

5.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刘庆柱、李毓芳率队进行了深入的西汉

帝陵调查研究工作，认为：“延陵位于今咸阳图一  延康渭义四陵距离长安里程图（引自《汉代陵墓图考》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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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秦都区周陵乡严家窑村（严家窑应为“延家

窑”之讹）。陵墓封土底部和顶部平面均为方

形，底部边长173米，顶部边长51米，封土高31

米。陵顶中央塌陷一坑，深3米，可能是由于墓

室被盗后陷落所致。”[5]

6.1999年秋，王建新带领西北大学考古专

业的师生对包括延陵在内的西汉后四陵进行了

实地勘察；发表了《西汉后四陵名位考察》一

文[6]，认为“1号陵（即延陵）是后四陵中最西

的一座。陵园平面近方形，四面各有门阙，现

东、南、西三面的门阙夯土堆在地面上仍存。封

土居于陵园中心，东侧呈明显的二层台，其他三

侧呈斜面。封土顶部中央、南侧和西侧均有下

陷，其中南侧下陷非常严重。”

7.21世纪初，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西

汉帝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和勘探，考古勘

探成果刊载于《陕西咸阳市西汉成帝延陵调查

记》和《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之中[7]。

二、新的考古成果

调查勘探确认延陵陵区西与汉昭帝平陵陪

葬墓区相接，东北与严家沟战国秦陵交接，部

分叠压在秦陵园上。陵区由陵园与陪葬墓区两

大部分组成，陵园居中，陪葬墓主要分布在陵

区南部、东南部。其范围东西约4.5、南北约4

千米，总面积约18平方千米。

勘探发现延陵陵园为东西向不规则长方形，

四侧园墙均不在一条水平线上，都可分为2或3

段。恢复延陵陵园主体边长应为北园墙1820、西

园墙1534、南园墙1820、东园墙1531米。

延陵陵园共设5门，东、南、西、北正对帝陵

封土处各设一门外，东南外凸部分西墙上也设一

门。延陵陵园围墙之外有内外两重壕沟环绕。

延陵陵园以4条帝陵神道为界线大致可分为

6个区域：中心为帝陵陵园、西部皇后陵园、东

南部建筑遗址区、东北部建筑遗址区、西北部

祔葬墓区和破坏严重的西南区域。

帝陵陵园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园墙四面正

对封土处辟四门，现仍可见三出门阙遗址。帝陵

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偏南，覆斗形。帝陵墓葬形制

为四条墓道的“亚”字形竖穴土圹墓，封土四面

正中各发现一条斜坡墓道，平面呈梯形，东墓道

最长、最宽。帝陵园内共发现3座外藏坑，K1、

K2分布在东墓道与东门阙中轴线的南北两侧，

K3位于在北墓道与北门阙中轴线东侧。

皇后陵园位于延陵陵园西部，平面呈南北向

长方形，四周有夯墙围绕，陵园南部有一道东西

向隔墙将陵园分隔为两部分。后陵封土坐落在北

部正中，南部发现有建筑遗址。封土呈覆斗形，

墓穴亦为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封土四面正中

各发现一条斜坡墓道。以南墓道最长。

延陵陵园内的袝葬墓大多分布在西北部，

共勘探出墓葬19座，东西向排列，共4排。其中

现存封土的13座、发现夯筑墓园园墙的13座、

发现以壕沟环绕成墓园的6座。所有墓葬均为

“甲字形”，坐北面南。

除帝陵陵园内发现3座外藏坑外，帝陵外

侧周围还发现17座外藏坑。南侧外藏坑为南北

向，西侧、东侧外藏坑为东西向。外藏坑多由

斜坡道和坑体两部分组成，斜坡道全部位于靠

近帝陵陵园一端。

延陵陵园内共发现14处建筑遗址，主要分

布在陵园的东南部和东北部。1号建筑遗址平面

呈南北向长方形，为独立院落结构，遗址内有

三组建筑。2号建筑遗址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

似是以居室为主的院落型结构。3号建筑遗址平

面正方形，中心发现一正方形大型夯土基址。

遗址布局规整，四面对称。8号建筑遗址平面为

南北向长方形，该遗址规模巨大、结构复杂，

似可分为四进院落、两个功能区。9号建筑遗

址由围墙、门址、巷道、居室建筑组成，平面

略呈正方形，为大型封闭式院落。10号建筑遗

址由围墙、巷道、居室建筑等组成，平面呈方

形，亦为大型封闭式院落。9、10两座建筑房屋

众多、结构复杂，似可分为若干区、组，似有

形制、规模的等级差异。

延陵陵区勘探发现较多的道路遗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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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陵园主要交通系统的道路有：由帝陵陵园

四门延伸到相应的延陵外陵园四门之间的“神

道”，环绕帝陵陵园的帝陵“徼道”、环绕后

陵陵园的后陵“徼道”，以及由延陵外陵园四

门（司马门）向外延伸，连接与外部交通的

东、南、西、北四条“司马门道”等等。

延陵陵园外调查、勘探共发现陪葬墓36座，

大都沿司马门道两侧分布，其中南司马门道两侧

最集中，这些墓葬大多存有覆斗形和圆丘形封

帝王级别的陵墓应无异议。

初步统计秦王陵、王后陵、秦始皇陵及西

汉帝陵、后陵墓穴形制及数据列表如下（表

一、二）[9]：

根据两表可以看出秦汉帝王陵墓穴整体东

西长与南北长的数据有一个宏观的演变轨迹：

从战国晚期诸位秦王陵到西汉中期的汉景帝阳

陵、汉武帝茂陵其数据比例图是东西向长方

形，即东西长远大于南北长；从西汉中期偏晚

表一  关中地区已知秦、汉帝王陵墓葬规模统计表（单位：米）

时代 陵墓名称 墓葬形制 东西长 南北长 备注
秦 咸阳周陵镇陵园王陵 “亚”字形 206.2 243.7 墓室未探明
秦 咸阳严家沟陵园王陵 “亚”字形 218 252
秦 咸阳司家庄秦陵 “亚”字形 131.7 137.6 仅 1 座
秦 秦东陵一号陵园王陵 “亚”字形 220 128
秦 秦东陵四号陵园王陵 “亚”字形 278 181 仅 1 座

西汉 汉高祖长陵帝陵 “亚”字形 366.4 193.1
西汉 汉惠帝安陵帝陵 “亚”字形 279.6 160
西汉 汉文帝霸陵帝陵 “亚”字形 251.7 146.8
西汉 汉景帝阳陵帝陵 “亚”字形 237.5 179.3
西汉 汉武帝茂陵帝陵 “亚”字形 219.7 233.1 墓室未探明
西汉 汉昭帝平陵帝陵 “亚”字形 290 264
西汉 汉宣帝杜陵帝陵 “亚”字形 255 223
西汉 汉元帝渭陵帝陵 “亚”字形 182.3 229.3 墓室未探明
西汉 汉成帝延陵帝陵 “亚”字形 168 153 墓室未探明
西汉 汉哀帝义陵帝陵 “亚”字形 187 173 墓室未探明
西汉 汉平帝康陵帝陵 “亚”字形 219 215

表二  关中地区已知秦、汉皇（王）后陵墓葬形制统计表（单位：米）

时代 陵墓名称 墓葬形制 东西长 南北长 备注
秦 咸阳周陵镇陵园王后陵 “亚”字形 191.2 150 墓室未探明
秦 咸阳严家沟陵园王后陵 “亚”字形 202 196
秦 咸阳司家庄秦陵 无后陵
秦 秦东陵一号陵园王后陵 “亚”字形 220 137
秦 西安韩森寨秦陵 “亚”字形 146.9 119.2 仅一座
秦 长安神禾原秦陵 “亚”字形 135 110 仅一座

西汉 汉高祖长陵后陵 “亚”字形 307.7 228.8
西汉 汉惠帝安陵后陵 “中”字形 164.1 206.4
西汉 汉文帝霸陵后陵 “亚”字形 238.1 183.1
西汉 汉薄太后南陵 “亚”字形 251.8 171.4
西汉 汉景帝阳陵后陵 “亚”字形 273.7 228.4
西汉 汉武帝茂陵后陵 “甲”字形 254.8 110.8 李夫人墓
西汉 汉昭帝平陵后陵 “亚”字形 209 153
西汉 汉元帝渭陵后陵 “亚”字形 123.5 111.7 墓室未探明
西汉 汉宣帝杜陵后陵 “甲”字形 194.7 154 未探明
西汉 汉成帝延陵后陵 “亚”字形 104 112 墓室未探明
西汉 汉哀帝义陵后陵 “甲”字形 78.3 98 墓室未探明
西汉 汉平帝康陵后陵 “亚”字形 137.8 140

土。墓葬规模大小不一，墓道以南

向、东向者居多。或有墓园、门阙

和零星夯土基址等遗迹。

勘 探 调 查 采 集 到 的 文 物 标

本有：瓦当、筒瓦、板瓦、铺地

砖、空心砖、排水管道、草拌泥

墙皮等建筑材料以及陶质的生活

器皿如灯、罐、甑等残片。其中

数量较多的青龙、白虎、朱雀、

玄武四神空心砖和隶书“□库”

封泥对遗址性质的判定有导向性

价值[8]。

三、补证

根据此次大遗址考古工作的

新成果，结合历史文献和前述学

者研究成果梳理汉成帝延陵的时

代、等级、名位如下：

1.墓葬形制

钻 探 发 现 ， 汉 成 帝 延 陵 帝

陵、后陵东、南、西、北均有一

条墓道，也就是说墓葬形制均为

“亚”字形。其墓室规模虽未能勘

探清楚，但从四条墓道的顶端可

以测量出延陵帝陵墓穴东西全长

168、南北全长153米；延陵后陵墓

穴东西全长104、南北全长112米。

从勘探的“亚”字形墓葬形制

来看，汉成帝延陵的帝陵、后陵为

汉成帝延陵名位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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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汉昭帝平陵、汉宣帝杜陵到西汉晚期的渭、

延、义、康四陵，其数据比例图变化为接近正

方形，即南北长与东西长逐渐接近，最终似乎

有超过的趋势。而汉成帝延陵帝陵与后陵的数

据比例已经接近和达到正方形，显示出西汉晚

期的特征。

2.封土

内的南北向轴线上”“两座封土中心间距221.5

米，边缘间距146.0米”[12] 的布局、与“内陵园

将南、北二陵界围其中，两陵位于一条南北轴

线之上。”“北陵封土南距南陵封土175米”的

严家沟战国秦陵园布局大相径庭，而与“帝陵

居中”，亦即坐落于陵园的东西、南北两条轴

线交汇之处，后陵位于其侧的西汉帝、后陵墓

表三  关中地区已知秦、汉帝王陵封土规模统计表（单位：米）

时代 陵墓名称 东西长 南北长 高 备注
秦 咸阳周陵镇陵园王陵 103 99 ～ 90 14
秦 咸阳严家沟陵园王陵 123 90 4 破坏严重
秦 咸阳司家庄陵园王陵 80 63 15 破坏严重
秦 秦东陵一号陵园王陵 250 150 2 ～ 4 破坏严重
秦 秦东陵四号陵园王陵 未发现
秦 秦始皇陵 345 350 51

西汉 汉高祖长陵帝陵 160 134 30
西汉 汉惠帝安陵帝陵 190 140 31
西汉 汉文帝霸陵帝陵 未发现
西汉 汉景帝阳陵帝陵 166 155 31
西汉 汉武帝茂陵帝陵 229 231 46.5
西汉 汉昭帝平陵帝陵 160 160 29
西汉 汉宣帝杜陵帝陵 172 172 29
西汉 汉元帝渭陵帝陵 168 168 29
西汉 汉成帝延陵帝陵 152 156 26 ～ 27
西汉 汉哀帝义陵帝陵 161 ～ 166 172 ～ 173 29.7
西汉 汉平帝康陵帝陵 232 ～ 235 214 ～ 222 36

表四  关中地区已知秦、汉帝王陵后陵封土规模统计表（单位：米）

时代 陵墓名称 东西长 南北长 高 备注
秦 咸阳周陵镇陵园王后陵 57 ～ 55 65 17.5
秦 咸阳严家沟陵园王后陵 80 80 14.3
秦 咸阳司家庄秦陵 无后陵
秦 秦东陵一号陵园王后陵 220 137 2 ～ 4 破坏严重
秦 秦东陵四号陵园 无后陵
秦 西安韩森寨秦陵 73 75.5 19
秦 长安神禾原秦陵 未发现

西汉 汉高祖长陵后陵 160 136 30
西汉 汉惠帝安陵后陵 65.6 70 8
西汉 汉文帝霸陵后陵 137 143 19.5
西汉 汉薄太后南陵 171 153 24
西汉 汉景帝阳陵后陵 154 154 25.2
西汉 汉武帝茂陵后陵 110 127 28 李夫人墓
西汉 汉昭帝平陵后陵 150 150 26.2
西汉 汉宣帝杜陵后陵 148 154 24
西汉 汉元帝渭陵后陵 79 85 17.5
西汉 汉成帝延陵后陵 87 87 21.5
西汉 汉哀帝义陵后陵 78 72 19.3
西汉 汉平帝康陵后陵 81 78 ～ 81 11

初步统计秦王陵、王后陵、

秦始皇陵及西汉帝陵、后陵现存封

土数据列表如下（表三、四）：

汉成帝延陵帝陵封土形状为

覆斗形，现存封土边长152～156、

高26～27米。与“不封不树”的周

人陵墓比较，其结果不言而喻。与

从战国晚期到统一秦陵墓封土正在

经过一个探索、变化、定型发展过

程中的秦陵 [10]相比：延陵帝陵封

土、除了远远小于“千古一帝”秦

始皇帝陵封土外，比咸阳周陵镇

战国秦陵园的南陵、咸阳严家沟

战国秦陵园的南陵封土边长大近50

米，高约一倍。与“现高2.0～4.0

米，表面呈鱼脊状”的芷阳秦东陵

M1、M2两座“亚”字形大墓残存

封土[11]更是不可比拟。其数据规模

最接近的则是除汉武帝茂陵和汉平

帝康陵帝陵之外的多座西汉帝陵。

延陵后陵封土现存形状亦为

覆斗形，底部略呈正方形，边长约

87米，顶部平面略呈方形，边长约

23～25、高约21.45米。与秦东陵一

号陵园后陵、咸阳周陵镇秦陵园后

陵数据显然不符，又远远小于除汉

惠帝安陵后陵之外的其它西汉早、

中期皇后陵，而与西汉晚期的渭、

义、康三陵的后陵规模最为接近。

此外，汉成帝延陵帝陵居中，

后陵位于其西侧偏北，与周陵镇战

国秦陵园“南、北陵位于内围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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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长方形，但秦陵内陵园的长宽之比约等于或

大于2 : 1，延陵帝陵陵园的长宽之比则为5 : 4，

其间具有着狭长形与宽短形的显著区别。就帝

陵陵园长宽之比而言，延陵帝陵陵园与帝陵陵

园平面为正方形，长宽之比为1 : 1的汉景帝阳

陵、汉武帝茂陵、汉元帝渭陵、汉哀帝义陵较

之上述各秦陵数据接近，而与西汉晚期、长宽

之比为9 : 8的汉平帝康陵帝陵陵园差距最小。

分布位置基本吻合[13]。

小结：从汉成帝延陵帝陵、后

陵现存封土来看，显非周代遗存，

亦非秦人之遗迹，极有可能是西汉

之陵墓。

3.陵园

初步统计秦王陵、王后陵、秦

始皇陵及西汉帝陵、后陵陵园数据

列表如下（表五～七）：

汉成帝延陵陵园平面形制总

体呈为东西向长方形，主体部分东

西长1820、南北宽1530米。与前揭

“关中地区已知秦、汉帝王陵外陵

园统计表”中的秦汉陵墓资料对

比，延陵外陵园的形制、规模与西

汉中期的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

陵，特别是和西汉晚期的汉元帝渭

陵、汉哀帝义陵非常接近；而与时

处战国晚期的周陵镇秦陵园、严家

沟秦陵园及战国晚期始建，统一秦

仓促下马的秦始皇陵的南北向长方

形布局有着明显的时代差异；时代

为战国晚期的秦东陵一号陵园虽为

东西向，但没有夯土园墙，仅有围

沟的现象显示出其较汉成帝延陵更

早的陵园形制特征；至于汉高祖长

陵、汉平帝康陵与延陵的区别则可

以用汉室初定、陵制待定和王莽改

制来解释（延陵不规则的问题将另

行讨论，此不赘述）。

汉成帝帝陵陵园为南北向长方

形，南北长517.7、东西宽约403米。

从平面形制分析，延陵帝陵陵园虽

与周陵镇秦陵内陵园、严家沟秦陵

内陵园及秦始皇陵内陵园均为南北

表五  关中地区已知秦、汉帝王陵外陵园统计表 [14]（单位：米）

时代 陵墓名称 形状 东西长 南北长 备注
秦 周陵镇战国秦陵园 南北向长方形 528.0 835.0 围墙
秦 严家沟战国秦陵园 南北向长方形 520.5 1039.5 围墙
秦 司家庄战国秦陵园 南北向长方形 1038 1285 围沟
秦 秦东陵一号陵园 东西向长方形 4000 1800 围沟
秦 秦东陵四号陵园 东西向长方形 960 500 有问题
秦 长安神禾原秦陵 南北向长方形 310 550 围墙

秦 韩森寨战国秦陵
破坏严重

未发现

秦 秦始皇陵 南北向长方形 976 2185 围墙
西汉 汉高祖长陵 正方形 780 780 围墙
西汉 汉惠帝安陵 东西向长方形 967 840 围墙
西汉 汉景帝阳陵 东西向长方形 1820 1380 围墙
西汉 汉武帝茂陵 东西向长方形 2080 1390 围墙
西汉 汉昭帝平陵 东西向长方形 2097 1396 围墙
西汉 汉宣帝杜陵 东西向长方形 1769 1420 围墙
西汉 汉元帝渭陵 东西向长方形 1775.7 1617.7 围墙
西汉 汉成帝延陵 东西向长方形 1820 1530 围墙
西汉 汉哀帝义陵 东西向长方形 1857 1540 围墙
西汉 汉平帝康陵 南北向长方形 1420 1696.5 围墙

表六  关中地区已知秦、汉帝王陵王陵、帝陵内陵园统计表 [15]（单位：米）

时代 陵墓名称 形状 东西长 南北长 备注
秦 周陵镇秦王陵 南北向长方形 236.5 423 围墙
秦 严家沟秦王陵 南北向长方形 236.5 473 围墙
秦 司家庄战国秦陵园 南北向长方形 536 560 围沟
秦 秦始皇陵 南北向长方形 580 1355 围墙

西汉 汉景帝阳陵帝陵 正方形 418 418 围墙
西汉 汉武帝茂陵帝陵 正方形 433 435.5 围墙
西汉 汉昭帝平陵帝陵 正方形 422 422 围墙
西汉 汉宣帝杜陵帝陵 正方形 433 433 围墙
西汉 汉元帝渭陵帝陵 正方形 418 418 围墙
西汉 汉成帝延陵帝陵 正方形 403 517 围墙
西汉 汉哀帝义陵帝陵 正方形 418 418 围墙
西汉 汉平帝康陵帝陵 南北向长方形 367.3 325 围墙

表七  关中地区已知秦、汉帝王陵王后、帝后内陵园统计表 [16]（单位：米）

时代 陵墓名称 形状 东西长 南北长
西汉 汉景帝阳陵后陵 正方形 356 347
西汉 汉昭帝平陵后陵 正方形 376 376
西汉 汉宣帝杜陵后陵 正方形 331 328
西汉 汉元帝渭陵后陵 正方形 377 377 
西汉 汉成帝延陵后陵 南北向长方形 163.2 231.2
西汉 汉哀帝义陵后陵 南北向长方形 164 179
西汉 汉平帝康陵后陵 南北向长方形 316 422

汉成帝延陵名位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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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比较结果似乎暗示延陵的营建时代应为西

汉晚期。

有秦一代，除过个别与王别葬的王太后

外，后陵与王陵均同处于一座陵园之内，从未

见到有相对独立的后陵陵园；至少从汉景帝阳

陵始，西汉帝陵的后陵都有与帝陵同处于一座

外陵园之内的独立陵园。汉成帝延陵陵园内发

现有独立于帝陵的后陵陵园，平面为南北向长

方形，南北长231.2、东西宽163.2米。

小结：根据汉成帝延陵外陵园、帝陵陵

园、后陵陵园的平面布局与战国晚期以来诸秦

王陵、帝陵和西汉诸陵的形制比较可知，汉成

帝延陵陵园的平面形制具有晚于秦、西汉早期

和西汉中期的西汉晚期的时代特征。

4.历史文献

《汉书·成帝纪》载：建始二年（公元前

31年）春，“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

郦道元《水经注》渭水条载：“成国渠，

其渎上承汧水于陈仓东，东迳郿及武功槐里县

北，又东迳汉武帝茂陵南，陵之西北一里，即

李夫人冢，冢形三成，世谓之英陵。故渠又东

迳茂陵县故城南，故渠又东迳龙泉北，今人谓

之温泉，非也。渠北坂即龙渊庙。故渠又东迳

姜原北，渠北有汉昭帝陵，东南去长安七十

里。又东迳平陵县故城南，故渠之南有窦氏

泉，北有徘徊庙。又东迳汉大将军魏其侯窦婴

冢南，又东迳成帝延陵南，陵之东北五里，即

平帝康陵坂也。故迳渠又东迳渭陵南，又东迳

哀帝义陵南，又东迳惠帝安陵南，陵北有安陵

县故城，惠帝置，王莽之嘉平也。渠侧有杜邮

亭。又东迳渭城北，又东迳长陵南，故渠又东

迳汉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亚夫冢，故渠东南

谓之周氏曲，又东南迳汉景帝阳陵南，又东南

注于渭，今无水。”

根据上述文献可以列出成国渠由西向东流

经咸阳原西汉诸陵次序如下：

茂陵─→平陵─→延陵─→康陵─→渭陵

─→义陵─→安陵─→长陵─→阳陵

西北大学教授李建超曾根据《水经注》勾

勒出“成国渠流经咸阳原图”[17]，图中其结果

与上述分析一致，与杜葆仁、刘庆柱等的研究

成果吻合[18]。可见汉成帝延陵位于汉武帝茂

陵、汉昭帝平陵以西，汉平帝康陵、汉元帝渭

陵、汉哀帝义陵以东应无问题。

小结：根据历史文献考证，咸阳原上由西

向东的第三座陵墓，即西接汉昭帝平陵，东临

汉元帝渭陵、汉哀帝义陵，东北与汉平帝康陵

相望的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周陵街道办事处

严家沟、马家窑村一带的这座陵墓就是西汉汉

成帝延陵。

5.叠压关系

勘探发现汉成帝延陵陵园叠压在严家沟

战国秦陵园之下，两者有着明显的早晚叠压打

破关系。汉成帝延陵的外陵园东墙、东围沟的

北段、中段以及延陵外陵园东南突出部分的北

墙、北围沟分别打破了严家沟战国秦陵园的外

陵园西围墙、西围沟及南围墙、南围沟；汉成

帝延陵帝陵陵园的南园墙西段及南门阙西阙台则

直接夯筑建造在大型战国晚期秦墓M267的墓道之

上[19]。也就是说，我们正在讨论的这座陵墓无疑

晚于战国晚期的严家沟秦陵园。

6.陵园的特殊形制

目前已知战国晚期秦王陵、西汉帝陵外

陵园的平面形制，虽然有着从南北向长方形到

东西向长方形，再到南北向长方形的演变过渡

（表五）；但其有一个恒定不变的规律，就是

均为矩形。

而勘探发现汉成帝延陵陵园平面形制虽总

体为东西向长方形，但其西北角内收，东南角

外凸，呈现出与前述所有秦汉帝王陵不同的特

殊差异。

这种特殊差异出现的原因在于：

（1）汉成帝延陵的东侧原有战国晚期秦

王陵园一座，近三百年前的秦王陵虽已破败不

堪，但遍地的瓦砾、残断的墙垣、特别是依然

高耸的陵冢迫使汉成帝延陵陵园的东垣墙向西

退避三舍。

（2）汉成帝延陵西北侧有时代略早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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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汉昭帝平陵的陪葬墓若干。陪葬墓的级别

虽然和皇帝不能比拟，然在“以孝治天下”的

年代，先帝陵的总体格局是绝对不能破坏的，

延陵的西北角也不得不忍痛割爱。

“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旁近祖

考”[20]使汉成帝最初选陵址于咸阳原西汉陵

区、其父汉元帝渭陵的西南（今址）；东侧原

有的战国晚期秦王陵园和西北侧时代略早的先

帝～汉昭帝平陵的陪葬墓制约了延陵既定的东

西向长方形平面形制、造就了“西北缺，东南

补”大致对称的特殊形制和汉成帝“始营初

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21]阶段性美

誉；“窦将军竹园在延陵陵庙之南，”“恐犯

蹈之，故言作陵不便”[22]的历史谎言，和“乐

霸陵曲亭南”[23]的个人喜好成为汉成帝在长安

城以东的新丰县戏乡步昌亭附近重建寿陵～昌

陵的理论根据；而昌陵工程量巨大造成的“国

家罢敝，府藏空虚”[24]，“卒徒蒙辜、死者连

属、百姓罢极，天下匮竭”[25]，最终导致了昌

陵的中途废弃和延陵的重新启用。也就是说，

汉成帝延陵特殊的营陵历史及其奇特的平面形

制是我们最终盖棺论定延陵名位的最后一枚

棺钉。

7.采集文物

此次汉成帝延陵的调查、勘探工作虽然未

能根据原计划进行局部的验证发掘，没有发掘

出土文物，但调查、勘探过程中采集有较多的

遗物。

(1)此次调查、勘探发现的数量最多的筒

瓦、板瓦、瓦当等，其时代可以较为明确地分

为两个时段。早的应为战国晚期，其筒瓦、板

瓦多为外绳纹、内麻点纹，瓦当有葵纹和云

纹；晚的时代为西汉晚期，其筒瓦、板瓦多为

外绳纹、内布纹，瓦当有云纹和“长生无极”“长

乐未央”等。从现场调查情况来看，战国晚期的

筒瓦、板瓦、瓦当等多分布在遗址的东北部，

亦即严家沟战国秦陵附近，而西汉晚期的筒

瓦、板瓦和瓦当则多见于遗址的西部和东南

部，也就是是汉成帝延陵陵园的范围附近。

(2)遗址南部、特别是3号建筑遗址附近发

现大量“四神”空心砖残件。这些空心砖与汉

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发现的空心砖具有极大

的相似性和较明确的继承关系[26]。

(3)2号建筑遗址中部探孔提取封泥残块

“正面平面戳印二字，为隶书‘□库’”，时

代为西汉中晚期应无异议。

因此从以上墓葬形制、封土、陵园、历史

文献、叠压打破关系和采集文物等六个方面分

析考证，今陕西省咸阳市周陵街道办事处严家

沟、马家窑村一带的这座大型陵墓应该就是西

汉晚期汉成帝的延陵。

四、余言

1.汉成帝延陵的考古调查、勘探虽然没有

发现玺印、等其它文字资料，但从目前掌握的

墓葬形制、封土、陵园、历史文献、叠压打破

关系和采集文物等方面分析，加之其“西北缺、

东南补”的特殊陵园布局的指向性[27]，我们认

为汉成帝延陵的名位无可置疑。

2.除汉成帝延陵以外，截至目前已经确认

名位的西汉帝陵有三座。

根据出土文字资料直接确认的：

汉高祖长陵：1982年石兴邦、马建熙、孙

德润调查长陵，在“长陵陵园西墙发现下水道

的地方采集”到“长陵西当”；“在陪葬区西

边，第1、2号墓和第3号墓之间略西处，发现

五、六个，保存较完整”的“长陵东当”[28]。

汉景帝阳陵：1999年到2001年，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汉阳陵考古队在发掘阳陵邑时，发掘

出土多枚“阳陵泾置”“阳陵泾乡”等文字瓦

当及数以千计的“阳陵令印”“阳陵丞印”等

封泥[29]。

根据其它考古资料确认的：

汉武帝茂陵：除了历史文献外，堆积有大

量石刻的霍去病墓和出土大量“阳信家”珍贵

遗物的“一号无名冢一号坑”的发掘也指正了

汉武帝茂陵[30]。

汉成帝延陵名位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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