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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部分重要疑似具有天文观

测与天象崇拜功能的考古遗址进了天文考古考察$ 遗址年代跨越 ,### 年前的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 +!## 年前的魏晋时代$ 这是在中国境内第一次大范围的

考古天文调查$ 首先提出对史前文明中心遗址的'天文环境)进行测量和探讨%

包括考察遗址周围有无适合观测某些特定季节日出的山峰轮廓%考察遗址在建

筑朝向或布局上有无特定的天文意义$ 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子山遗址的结构表明

当时已经用天文方法正南北$ 其石板上的北斗星象%反映了北斗星崇拜的悠久

传统$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和东山嘴遗址发现的石块堆砌的圆丘%很可能具有

宇宙图景的意义$ 东山嘴遗址地势高出%东面山廓明显%是理想的'地平历)观

测系统$ 大汶口文化可能有春秋分日出天象崇拜%宗教图腾意义重大$ 大朱家

村遗址的豆家岭%有可能就是大朱家村遗址的太阳观测祭祀台$ 山东龙山文化

两城镇遗址和王湾三期文化"旧称河南龙山文化#王城岗遗址似乎都没有明显

的'地平历)观测环境$ 我们的研究表明%陶寺文化兼有'地平历)和圭表测影系

统$ 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早于陶寺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和王湾三期文化大

致与陶寺文化同时%这意味着中国史前天文观测技术经历了从观测日出方位向

圭表测影的演变$ 中国考古天文学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源流&中国

远古文明的起源以及中国古代敬天崇拜的内涵%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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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在文明的早期对天文现象的关注远远超过现在-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天文观测

对人类生产生活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人们通过天文观测定季节2定方向,并由此建立起

时空秩序,从而能够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为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前提- 人

类文明的各种表现形式(((从文字到艺术,从居室到墓葬,从宗教场所到城市规划(((无

不以不同形式渗透了天文学的观念- 考古天文学!QG?4:9A:C<GA;AER"就是利用天文学原

理对古代文化遗存进行研究,揭示考古遗存中包含的天文学内涵,认识古文明中的天文

学- 这一学科在西方开始于 +- 世纪末,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随着对英国巨石阵

!><A;949;I9"的研究成果的发表而渐趋成熟0+1

- 此后,西方考古天文学家在欧洲2西亚2

北美等地的古文明中都发现了与天文有关的遗迹-

0'1

天文学在中国起源很早,并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正如司马迁在

)史记/天官书*所说+#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3&早期文献中零散有一些

有关史前时期先民观测日月星辰定季节2定方位的记载- 在由前国家社会到国家建立的

过程中,天文学发挥的作用就更大,如+)尚书/尧典*有四仲中星的记载.)舜典*有#在璇

玑玉衡以齐七政&.)周礼*有#惟王建国,辨正方位&.)诗经*有#定之方中,作于楚宫- 揆

之以日,作于楚室&,又有#经始灵台,经之营之&- 这些文献记载都反映了天文观测对于

中国早期的国家活动和城市建设是十分重要的- 而史实比文献中的记载要丰富得多,在

这些与天文学有关的各种活动中,中国文明独特的宇宙观逐步确立起来-

但是目前对于中国早期天文学的研究还很不够- 现代学者对于春秋以降2特别是汉

代以来有系统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中天文学的发展过程已经作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但是

对于没有系统文献记载的汉代以前2特别是春秋以前的早期天文学的研究可以说还是处

在初级阶段- 然而,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到汉代已形成自己的体系,这个体系不是从天上掉

下来的,而是经历了从史前的起源期和早期发展期逐渐积累形成的- 越是在文明的早期

阶段,天文学越是与文明的其他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文献的记载也越是稀缺2零散而

难于辨识- 要认识早期文明中的天文学,最重要的手段是从各种考古遗址中解读其中的

天文学内涵- 这就要利用考古天文学方法-

上世纪 )# 年代中国学者开始提出#考古天文学&的说法,但其后的研究大多是对出

土的或传世的个别可能与天文有关的文物进行研究和考证,对于遗址本身的研究仅见于

仰韶文化濮阳西水坡 *, 号墓和红山文化的祭坛- 近年来冯时2陆思贤和李迪等著有专

著,都以#天文考古&为题,其内容都是以考古发现结合古文献中的记载探讨中国天文学

的发展0",*1

- 他们的方法与根据天文学原理研究古代遗迹的性质还是有所不同,尽管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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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关系密切- 也有学者开展实地调查,对蒙2藏2彝2傣等少数民族天文历法进行研究,再

从文献中记载的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来推断中国早期的天文学0,,(1

,这实

际上相当于民族志研究的外推,难称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天文学&- 过去对考古遗迹的天

文意义重视不够,主观上是主流学者认为天文学是高深的科学,不太可能为史前的先民所

掌握,因此考古发掘中对遗址2遗物的天文意义很少注意,从而忽视了遗址可能存在的某

些天文功能- 客观上考古学家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对考古遗迹的天文学功能做出判断

的确是非常困难和棘手的.而天文学家没有考古学家的提示与引导,几乎不可能主动介入

日常的考古工作去寻找天文功能遗存-

'##" 年何驽等在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现并发掘出一座半圆形的建筑基址,随后天文

学家和考古学家深度合作,利用天文学原理探究其天文功能,初步认定是史前观象台遗

迹0!1

- 席泽宗院士说,这真正标志着#中国考古天文学的诞生&- 由此,中国的考古天文

学确定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沿着这一思路对更多的考古遗址进行天文学调查,

有望揭示出遗址所蕴含的更多的天文学内涵-

图 +$#陶寺史前遗址的考古天文学研究&课题组考察遗址分布及线路图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提出对中国古代一些重要的遗址尤其是中心聚落进行考古天文

学考察,主要考察史前遗址的天文环境,寻找其可能的天文观测的标志点及其天文准线,

同时对一些疑似与敬天祭日宗教祭祀有关的遗迹进行考察,探究其是否具有天文观测的

功能- 这项工作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肯定不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 作为这项工作的

起步,我们选择一些著名的遗址进行考察- 我们#陶寺史前遗址的考古天文学研究&课题

组成员 , 人,于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对一些遗址进行了考察!图 +"- 它们是+内

蒙古赤峰市城子山遗址.辽宁建宁牛河梁遗址2喀左县东山嘴遗址.黑龙江双鸭山宝清县

炮台山遗址2友谊县凤林城址.山东烟台龙口市归城遗址2莱山月主祠,威海荣成市成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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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青岛胶南市琅琊台遗址,日照东港区两城镇遗址2莒县大朱家村和陵阳河遗址.河南登

封王城岗遗址2登封观星台2禹州瓦店遗址等- 本文是这次考察的调查报告,综述遗址的

基本情况,并公布测量的原始数据,提出初步分析结论,以作为下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

9@内蒙古&辽宁红山文化&黑龙江地区的天文遗迹

考察队于 '##- 年 ) 月 +( 日出发,首先进行内蒙古和东北一线的考察-

9A9@城子山遗址

城子山遗址是我们考察的第一站- ) 月 +! 日,在敖汉旗博物馆馆长田彦国的安排

下,考察队考察了赤峰城子山遗址- 该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萨力巴乡与玛尼罕

乡交界处,L++-c,#d+!a!e,0*'c')d,,a)e-

城子山遗址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块垒砌城墙的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似可分成

中心2东2西2南2北2东南六小区片,有内墙隔开- 西北至东南总长约 *!) 米2东北至西南

宽约 "*# 米,面积约 +, 万平方米- 石围墙宽 +(' 米,残高约 #a, 米- 城子山遗址是夏家

店下层文化典型的石垒山城遗址,时代为距今 *###(",## 年0)1

-

城址内有建筑遗迹 '') 个,祭坛与房址混杂,石土芯圆形或方形建筑很可能是住

房,数量最多.而用石块堆砌的圆形或方形建筑应为祭坛,有些祭坛中心立有一块长方形

或三角形石块,石块的一面正中或偏下有一个圆窝- 圆形祭坛建筑直径 '(+" 米-

遗址南区南侧外围主墙中部有块巨形山岩,半似天然半似人工雕琢,形似猪首,发现

者称之为巨形石雕猪首- 经我们仔细观察!何驽曾两次考察城子山遗址"该巨岩,初步认

为系人为有意选取自然独体山岩,经过人为刻意劈裂!可用火烧浇水"粗略加工造型而

成,虽未见明显的斧凿雕琢痕迹,但是巨岩前端吻部及颊部一些劈裂形状,似乎在自然营

力和侵蚀作用下很难形成- 因此发现者的观点基本可从- 巨岩猪首顶部有小片磨光痕,

当系人常站立于此的踩踏痕-

考察队以巨岩猪首顶部踩踏光面为第一测点进行观测- 巨岩海拔 )"* 米,L++-c,#d

+!a!e,0*'c')d,,a)e- 测量巨岩猪首南面正向的鸭鸡山的天顶角!lQ"和方位角!Ql]"-

鸭鸡山在城子山遗址南面,距城子山遗址直线距离 ! 公里,为该地区最高山峰,孤立突兀,

由双峰及其间的鞍部构形,颇具醒目特征,因而或称丫髻山- 鸭鸡山西北侧峰高海拔

)!(a, 米,北侧缓坡上!面向城子山方向"有三个石祭坛,小者直径 , 米,大者直径 +((

+- 米- 东南侧峰高海拔 )"" 米- 双峰及鞍部的方位测量!图 '"数据如表 +- 数据表明,

鸭鸡山总体位于巨岩猪首的南方- 我们猜测,城子山遗址与鸭鸡山祭祀遗址的建造当有

统一的设计构想- 当时可能已经采用天文方法确定正南方!图 ""-

表 9@城子山遗址猪首处测量鸭鸡山数据

编号 lQ Ql] 磁偏角修正后的Ql]

+ )-c#)d +)#c,-d*'e +!'c,)d*'e

' )-c",d +)+c"!d*)e +!"c"(d*)e

" )-c""d +)'c,+d+-e +!*c,#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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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城子山遗址猪首处鸭鸡山测点示意图

$

图 "$城子山遗址模型

图 *$城子山遗址发现的岩石平面上的

星点位置2尺寸及形状

城子山遗址另一处非常特殊的#祭坛&

位于东区东南墙外山坡上,由三块大型平台

状自然山岩组成,呈东北(西南向排列,表面

由于人长期踩踏而形成光面- 中间一块石平

台最大,长 "a, 米2宽 ' 米- 其上南边有一人

为圆洞,直径约 +, 厘米,深约 !() 厘米- 圆

洞以北 +a, 米处为该石平台的北边,有一人

为方洞,边长约 +" 厘米,深约 !() 厘米- 该

石平台光面上有若干浅窝,直径 '(" 厘米,

深仅 #a!(#a) 厘米- '##) 年经多年从事玉

器工艺研究的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用便携

式显微镜仔细观察判定为人工琢成- 这些浅

窝深浅不一,浅者漫漶不清,因此整体分布图形不甚清晰,比较明显者有两组,北组为七个

窝,大致组成北斗七星形状- 南组由三个等腰三角形窝,组成三星- 星点位置2尺寸及形

状如图 *-

这石台上人工琢成的浅窝点很可能代表了天上的星星- 北斗七星的形状虽不那么准

确, 但也可以辨认- 至于三星图案代表哪个星宿,目前还无法确定- 这种带星象的石板

有可能与史前的镇墓石有关- 在史前的欧洲2中东2东北亚等地区都发现有镇墓石- 镇墓

石常琢有星象,代表了远古人类敬天的崇拜- 特别是在东北亚的朝鲜,发现了大量的镇墓

石,有的带有星象图,有些带星象的镇墓石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 "### 年至公元前 +###

年之间- 朝鲜半岛发现的镇墓石的星图,大多有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是古代镇墓石星象

图上表现的一个主题- 后来的墓室壁画星图上也常见这一主题- 这次在城子山发现的石

台星象,上面的星象与朝鲜发现的墓室壁画星象相似!封二",但年代要早得多-

此外,在红山文化的其他地点,也有发现刻有北斗七星的岩石- 同样的北斗星图案布

局在黑龙江双鸭山市炮台山祭坛上重现!见下文"- 说明北斗七星崇拜在东北亚源远流

长, 城子山的石台星象,很可能是镇墓石星象图传统的史前遗迹-

既然这个石台上人工琢出的浅窝大约为城子山人所观测的星图,因此该石平台有可

能作为观测星象的#观星台&- 考察队以城子山#观星台&中央石平台为第二测量基点,测

远山 ( 个显著的山峰,看在这些位置的日出是不是可能标志某些重要的时节- 观测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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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 所示- 依观测点的地理纬度,考虑黄赤交角的长期变化,当时冬至的日出方位应在

+'"c左右,位于第 " 第 * 峰之间的山谷- 如果古人观测日出方位,这些山峰轮廓可以构成

一个参照体系,但标志不是很明确-

图 ,$城子山石平台测点示意图

表 =@城子山石平台测量远山数据

编号 lQ Ql] 磁偏角修正后的Ql]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需要指出的是,城子山城址是方圆 ( 平方公里以内夏家店下层 +# 座石垒山城城址群

当中最大2海拔最高!),,a( 米"者,其北坡和西坡陡峭高峻,不易上下,而南坡沟谷常年风

大,城址所在位置不适于日常生活居住,并非居址理想选址,由此我们初步推测,城子山遗

址有可能是当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一个祭祀中心城址,城内的房屋可能是服务于宗

教祭祀人员的住房,观测祭祀台和祭坛则用于祭祀-

总体看来,城子山遗址所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很可能没有观测日出日落的太阳历

法和相关的崇拜,似乎以观测星辰为主要历法依据和崇拜对象- 城子山人可能已经掌握

了用天文主法确定正南正北的方法- 石块星象图需要进一步研究-

9A=@牛河梁遗址群

考察城子山遗址之后,我们驱车赶往辽宁朝阳-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雷广臻书

记热情接待了我们,为我们安排好住宿- ) 月 +) 日上午在雷书记带领下,我们考察了牛

河梁遗址群-

牛河梁遗址群是著名的红山文化大型祭祀中心,位于辽宁省凌源和建平两县交界的

山地中,以牛河梁为中心,有 "# 余处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在方圆 ,# 平方公里范围内- 遗址

群L++-c"#d,0*+c'#d- 核心区有 +( 处遗址沿沟谷呈反#>&状分布!图 (",分布面积为

+a' 平方公里- 上北以 + 号地点#女神庙&为头,东部左翼有第 )2- 号地点积石冢挡护,西

部右翼由 (2! 号地点积石冢护卫- 反#>&主线南端以 +" 号地点转子山高台!俗称#金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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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

塔&"收尾,东部左翼有 +*2+, 号地点积石

冢拱卫,西部右翼由 +( 号地点积石冢护

卫- 女神庙与转子山之间由 ' 号地点祭坛

与附积石冢和 "(,2+#(+' 号地点积石冢

如珠串一般连缀起来,布局非常有序,有明

显的规划意识,体现出某种宇宙观- 遗址

的主体年代大约距今 ,,##(,### 年-

经过考古发掘的遗迹有 +2'2"2,2+(

号地点-

第 + 号地点为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

梁顶部,由庙址建筑和石土坛组成- 庙

址由南北两组半地穴式建筑构成- 北组建筑总长 +)a* 米2残宽 (a- 米,分主室2侧室和

前2后室,结构复杂.南组建筑单室,长 ( 米2宽 'a(, 米- 庙址地面经过火烧硬化,墙体为

木骨泥墙,表面有赭红2黄白相间的几何纹图案- 庙内出土大型女性人物塑像残块和动物

塑像残块,一般与真人大小相近,或有三倍于真人者- 女神庙背后即北侧为石山台,南

北长 +!, 米2东西宽 +,- 米,表面零星分布红陶片和烧土块,应是祭祀方坛-

第 ' 地点为圆坛与积石冢相结合的遗迹- 在人工休整出的长 +,#2宽 (# 米的岗顶

上,以圆坛为核心,东西各置两座积石冢,坛北也有一冢- 圆坛用红色花岗岩岩桩包边填

土起筑三层台基,外圈直径 ''2中圈直径 +,a(2内圈直径 ++ 米- 冯时将此三环解释为#盖

天说&之#三衡&

0"1

- 积石冢则为方形坛状,墓里几乎不随葬陶器,多是玉器,其中云形玉

佩2鸟兽纹玉佩2双人首三孔玉佩等被认为表达通神观念0+'(+*1

-

第 , 地点积石冢0+,,+(1

2第 +( 号积石冢的发掘 0+!1均出土了非常精美的玉器- 多数积

石冢都有一座中心大墓,被若干中小型积石墓所围绕- 所有积石冢几乎不随葬陶器,许多

积石冢的各层台阶的内侧以竖排桩的形式排列红彩陶筒形器0+)1

,有人认为是#陶鼓&

0+-1

-

随葬陶器的小墓则埋在积石冢下跟前,当属于附葬-

我们认为,牛河梁积石冢墓葬除了冢外附葬的小墓随葬陶器,积石冢上所埋墓葬均不

以陶器为随葬品,若有随葬品则仅为玉器,表明冢上埋葬的死者不是世俗社会阶层的人

物,而应是宗教阶层里的人物,不以世俗陶器为死后地下世界的物用,即使够不上用通神

玉器随葬的级别,也不用世俗的陶器来充数-

牛河梁第 +" 地点虽然未经正式发掘,但是地表便可看到这座圆形土丘底径约 *# 米,

加上外包砌石直径 (# 米0+)1

,现高约 - 米,顶部直径近 +, 米,称为#转子山&,俗称#金字塔

式巨型建筑&- 站在这座#金字塔&顶部,几乎可以看到牛河梁遗址群核心区 +( 处地点-

金字塔正南为#猪首山&!或熊首山",非常醒目- 自东北至西南有明晰山脊,自正北至西

北几无山脊-

考察队首先考察了牛河梁第 ' 地点- 鉴于冯时提出圆坛的三圈象征三衡,与天

文有关,我们以圆坛中心为第一测点,对第 ' 地点东南部的山峰轮廓!图 !"进行角度

测量- 测点坐标为 0*+c+-d+-a+e,L++-c"#d*!a+e,测得一系列山头的角度数据如

表 "-

#-"



$* 期 孙小淳等+中国古代遗址的天文考古调查报告(((蒙辽黑鲁豫部分

图 !$牛河梁第 ' 号地点圆坛东南方远山轮廓及测点示意图

表 8@牛河梁第 = 地点测量远处山峰方位数据

编号 lQ Ql] 磁偏角修正后的Ql] 备注

+ !!c (-c'+d 北山断头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测量数据表明,山峰轮廓的方位角范围足以标志从春秋分到冬至之间的日出- 但是

从圆坛中心向东南方看,没有明显的标志性山头来指示这些时间点的日出方位-

考察完第 ' 地点后,考察队参观第 + 地点女神庙- 从地形2山川形势2建筑结构看,此

地不大可能具有天文观测功能-

考察女神庙后,考察队试图前往第 +" 地点#金字塔&,却因修路断路没去成,十分遗

憾- 由于第 +" 地点东北2东南2西南皆有明显突出的山脊线,观测日出的可能性较大,而

且是没有积石冢的圆形高台,#猪首山&在其正南- 因此,在第 +2' 号地点被否定作为观

测地点的情况下,这里就成为牛河梁遗址群中最有可能作为天文观测遗址的地点了- 遗

憾的是由于此次行程安排很紧,断路至少三天修复,所以此次考察最终没有到#金字塔&

上进行测量考察- 今后一定要专程去考察一次,以确定其是否具有观测日出方位定季节

的条件-

9A8@东山嘴遗址

东山嘴遗址位于辽宁省喀左县,0*+c#!d+*a"e,L++-c*!d'+a)e- 遗址坐落在大凌河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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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山梁正中一缓平突起的台地上,占据了台地向南伸展的前端部分,高出河床 ,# 米- 遗

址东南方向,隔着大凌河,正对该县有名的马架子山和大山山口,四周为开阔的平川地-

东山嘴祭坛建筑群不仅面对山口,用意特殊,而且坐落在四周开阔平川皆能仰视到的山嘴

上,引人注目的选址意图显而易见- 如此选址,显然没有将选择日常居址需要考虑的避风

等因素作为首要因素来考虑,而更多地是出于某种宗教理念的考虑- 遗址发掘面积 '*##

平方米,年代大约距今 ,### 年,是红山文化的另一处祭祀中心,/

+*年代为 *)-, m!# 年,

树木年轮校正为 ,*), m++# 年0'#1

-

$图 )$东山嘴遗址分布示意图

东山嘴石砌建筑布局十分严谨而又有独

特之处!图 )"- 以中心建筑方形基址 D+ 为

轴心,制定一条南北中轴线- 中轴线的最南

端距中心基址D+ 约 +- 米处是三联圆形台址

D!- 台址D! 北 * 米处是圆形台址 D(,其周

围有陶塑像残块出土,其北 +, 米处即是中心

基址D+-

中心基址D+ 东西两翼对称设置东翼墙

D' 和东南翼石丛堆D*2西翼墙D" 和西南翼

石丛堆D,- 中心基址 D+ 内有三堆石丛堆,

系用锥状长条石成组立置丛状堆集,与东西

两翼石丛堆组成结构相同- 中心基址 D+ 内

中部烧土面上出玉璜一2石弹丸一,西北角和

东墙基北端各有骨料一件,南墙中段紧贴墙

壁发现双龙首玉璜一件,东外侧黑土层中出

土绿松石形饰- 这些遗物很可能是残留的

祭祀所用的特殊器物- 尤其是形制十分独特

的双头龙玉璜,很可能有特殊宗教含义-

中轴线上南圆北方的建筑布局2中心基址内和东西两翼的石丛堆,都显示出东山嘴建

筑群布局设计的不同凡响之处,迥异于普通的居址建筑群布局,很可能暗含着宗教意义-

东山嘴遗址东侧是大凌河,再往东 *(, 公里是一条山峰,从北往南轮廓清晰,对观测

日出定季节极为有利!图 -"-

图 -$东山嘴遗址从祭天台向东北2东2东南2南望去山峰测点示意图

考察队在地表有明确标志的直径 'a, 米的圆形台址 D( 中心点设置测点,测点坐标

0*+c#!d+*a"e,L++-c*!d'+a)e- 以此为基点测东方山峰,测了 , 个点,数据如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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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东山嘴遗址东方山峰方位测量数据

编号 lQ Ql] 磁偏改正后的Ql]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从图 ) 和表 * 的方位数据可以看出, 东山嘴遗址东面由北向南延伸的山体轮廓构成

了一个比较理想的观测日出定季节的地平参照点体系- 冬至2夏至日出方位角的变化范

围内都可找到明显日出方位标志-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当时只测量了 , 个靶点-我们觉得

将来有必要对东山嘴进行更详细的测量-

9A:@双鸭山炮台山祭祀遗址与凤林古城

'##- 年 ) 月 '# 日,考察队在双鸭山市文物局王学良局长的带领下,冒雨考察了炮台

山祭祀遗址-

炮台山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七星泡镇,0*(c",d'!e,L+"+c,#d+#e,海拔

++-a( 米- 七星河在这里自西南流向东北- 炮台山遗址在七星河右岸,北距七星河 '##

米,隔河与友谊县凤林古城相望,二者时代均为魏晋时期-

炮台山遗址坐落在七星河中游北岸的一座孤峁上,以人工削切山体和堆筑台顶的方

法相结合,做成三层台状,并围以上2中2下三重城垣-

下层城垣最大,挖土堆筑,底宽 +, 米2顶宽 ) 米2高 +(+a, 米- 城址形状不甚规则,

城内长 (,# 米2宽 ,"# 米- 有 * 座城门- 城内有可能原本为半地穴式房子的浅坑 "- 个,

直径 *(+# 米- 城内发掘的大房子W+ 面积约 '"# 平方米,时代为滚兔岭文化,相当于中

原两汉时期,而灰坑X+(X" 时代则为凤林文化时期,相当于魏晋0'+1

- 炮台山遗址使用

的上限可能起于两汉,结束于魏晋以后-

城外东南附有一座大致呈长方形的小城址,城内长约 "## 米2宽约 +', 米,面积 "a!,

万平方米,功能不明-

城址总面积约 *) 万平方米-

中层城垣在半山腰上,呈椭圆形- 城内长径 +,, 米2短径约 ++, 米,面积约 ,a( 万平

方米,城内没有任何遗迹-

上层城垣保护的就是台顶,呈长方形,长 (, 米2宽 ", 米,面积 ''!, 平方米- 台顶北

部偏西有一处高平的台面,长 +- 米2宽 +* 米,面积 '(( 平方米,被认为是祭坛- 根据遗址

前期勘察,围绕祭坛有 ) 个浅圆坑,似按北斗七星形状排列,大坑直径 ) 米2小坑直径 ( 米

!0''1,'*(', 页"- 伊世同认为0'"1

! 个坑排成北斗七星图形,第 ) 个坑位于北斗七星北

侧,显示当年北极星的位置!图 +#"-

与炮台山城址隔河相望的是凤林古城!图 +#",位于友谊县成富乡凤林村,0*(c"(d

+"e,L+"+c,#d*,e,海拔 )"a- 米- 北距炮台山祭祀城址 +a(, 公里- 凤林古城呈不规则形

状,总面积 +'# 万平方米,是整个三江平原四百余座汉魏时期城址中最大2等级最高的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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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古城城垣皆为堆筑,可分为 - 个区!0''1,""(", 页"- 其中第 ! 城区基本为正方形,

有深壕高墙环绕,边长 ++'(+'* 米,四角有角楼,面积约 +* 万平方米,貌似宫城- 但是城

内于 +--) 年清理出半地穴式房子 , 座,面积在 +((+) 平方米0'(,'!1

,等级似乎并不很高-

图 +#$凤林古城2炮台山祭祀遗址航拍图及炮台山北斗七星图案分布图

与凤林古城2炮台山祭祀城址文化属性相同2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原魏晋的城址和遗址

在黑龙江省东部地区分布广泛,大约有 ("# 处,其中城址 '!# 处0')1

- 其中以凤林古城最

大,且七星河流域有十余处遗址或城址拱卫凤林古城,所以可以判定凤林古城是该文化

!或称凤林文化0'-1

"的中心聚落,带有都邑性质- 黑龙江学者基本认为凤林文化时代为

魏晋,即史籍记载中的#挹娄&

0"#1

,属古肃慎族系,是后来女真族的先祖- 凤林古城便具

有挹娄#都城&的性质-

炮台山城址当为附属于凤林古城的祭祀中心城址- 于是,炮台山顶小城内的几个坑

便有天象崇拜的可能-

考察队仔细考察现已长满荒草的炮台山顶部,发现围绕长方形石土坛,有 ! 个圆坑

大致排列成北斗七星形状!图 +#"- 第 ) 个坑位于上述排列的北侧,紧邻#天权&,伊世同

曾判定是#极星&

0'"1

,我们认为也有可能是取土筑坛和南墙的取土坑,边缘十分模糊牵

强,值得怀疑- 不过赤峰城子山遗址#观象台&上的星图北斗大约也是 ) 个窝,#多余&的

窝与炮台山#多余&的#极星坑&同样贴近#天权&,二者相互印证,似乎东北地区在夏商时

期至魏晋时期崇拜的北斗七星图可能有 ) 颗星- 伊世同分析认为,炮台山星象承传的是

*,##("### 年前的北极星象0'"1

,城子山遗址年代大约距今 *###(",## 年,恰在此范

围内-

北斗七星坑的排列总长度东西近 (# 米- 城顶中央靠北处北斗七星拱卫的位置,就是

发掘者和以前的研究者认为的祭坛,或可称为瑶台2天台-

0"+1我们认为,这里很可能是北

极的象征,以北斗七星拱卫在其南-

由于暴雨将至,考察队急匆匆在天权设立测点,测量玉衡方位角,为 ',+c!含磁偏

角",而后撤离炮台山- 我们建议双鸭山市文物局,来年春季将炮台山顶部杂草清除,将

所有坑的边际确定清楚无误,进行精确测绘和高空摄影,最后再来确定山顶几个坑到底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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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什么样的图形,代表什么星象-

下午考察队考察了凤林古城- 内城北面是大片居住坑,还有街道2城墙等的遗迹,可

见凤林古城在当时是一个规模不小的都城- 这样规模的都邑有大型的祭天之所是合理

的- 北斗七星很可能是祭祀的主要对象- 在以凤林古城为核心的七星河中游谷地,炮台

山地势非常惹人注目,从多方向2多角度都可见到其孤峰耸立的身影,更增添其神奇之感

!图 +##炮台山&"-

=@月主祠&成山头&琅琊台遗址

)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封泰山之后,#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

仙人羡门之属- 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 其祀绝,

莫知起时-&八神主及其祠是+天主,祠天齐.地主,祠太山2梁父.兵主,祠蚩尤.阴主,祠三

山.阳主,祠之罘.月主,祠之莱山.日主,祠成山.四时主,祠琅邪- 本次考察去了其中的莱

山月主祠2成山头日主祠2琅琊台四时主祠-

=A9@月主祠遗址

) 月 '( 日,从北京出发到达山东龙口- 龙口博物馆的马志敏馆长接待了我们-

) 月 '! 日,在马馆长的安排下, 我们考察了月主祠遗址-

考察月主祠之前,首先考察了归城遗址- 归城是周代东莱国的都邑- 现正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调查试掘- 我们看到南侧宫城城墙尚存,

高处达 !() 米,搭棚保护- 站在城墙东南角远眺,东南有一座明显突出的小山,方位

+'#(+', 度,有可能作为冬至日出方位的标志点- 此外没有其他明显的标志-

归城遗址南面就是莱山,即月主祠的所在- 我们驱车沿着山路上去,再步行上山,来

到月主祠遗址-

月主祠遗址位于龙口市东南 +" 公里处的兰高镇莱山庙周家村南 "a, 公里的莱山北

麓- 遗址传说始建于周代齐国- 秦时,始皇帝曾两次亲临,祭祀月主- 遗址建于山头平台

之上- 据记载其大殿坐北面南,有两厢山门- 大殿内有泥塑月主神像,#文革&期间被拆

毁,现已荡然无存- 地表见有秦汉时期的瓦当- +--+ 年 , 月龙口市人民政府于此处立碑

为记,+--' 年被列为龙口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 年 +' 月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以往的试掘发现有西汉时期的祭祀建筑遗迹-

月主祠遗址三面环山,北面正对归城古城址- 东2南2西三面山峰错落起伏,很有利于

观测日月星辰的方位- 正西小山头据何驽看似有人工堆的金字塔形台,可能与月主祠为

统一体系的建筑,将来有机会当专程考察-

月主祠附近住着一位隐居之人- 据他说曾在下午 ' 点左右看到日月同辉- 我们考察

当天为七月初八,正好是比较有可能在午后看到月亮的时间段- 下午 '+"# 分,我们突然

看到上弦月从山后面升起来!图 ++"- 在下午这个时刻能看到月亮是不太容易的,只有在

山间这种特殊的山谷中,天空晴朗,空气宁静才有可能- 这说明古代选这个地点做月主祠

不是偶然的,而是已经考虑了适合观测月亮的观测地点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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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成山头遗址

) 月 ') 日,我们考察了成山头遗址- )史记/封禅书*说八神中#七曰日主,祠成山-

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

成山头遗址位于山东荣成市成山镇成山头,总面积约 *# 万平方米,为秦始皇2汉武帝

东巡礼日成山的遗迹,现存祭日土坛和日祠建筑遗址- 日坛位于成山头海洋观测站场内,

原有 ' 米高的土堆,曾出土秦2汉时期的两组 ! 件祭日玉器- 日坛西北面有秦汉时期的日

祠建筑遗址,面积约 ' 万平方米,曾发现铺地方砖2陶质排水管道和祭祀遗迹- 遗址附近

尚有始皇庙2望海台2邓公祠2娘娘宫等建筑-

日主祠在海边悬崖处,风景奇美- 海中却没有任何标志以供日出观测- 看来所谓日

主祠没有观日测时的功能,仅具有大陆最东端点最早迎接日出的祭祀功能!图 +'"-

图 ++$'##- 年 ) 月 '! 日莱山月主祠下午 '+"#

月亮升起在山谷上

图 +'$日主祠所在#成山斗入海&景观

离开日主祠,找到秦始皇刻日颂德处,因军事训练上不去- 只看到#汉武帝观日台&

的石牌一座-

$图 +"$从琅琊台遗址看日出, 海面东偏北为灵山岛

=A8@琅琊台遗址

下午驱车至胶南- 琅琊台管理处的毕长增和王秀峰接我们到琅琊台的山脚下招待所

住下-

) 月 '- 日在毕处长的带领下我们考察琅琊台遗址- 早晨 *+*# 出发,到台上观日出-

不巧遇阴天- 站在琅琊台上向东北方

向眺望,可见远处一列长岛,称为灵山

岛- 东南方向近处是斋堂岛- 我们在

琅琊台上,利用下层平台即今秦始皇

群雕所在平台,以始皇像前为基点,向

东测量 !图 +" "- 测得琅琊台测点

0",c")d,(a"e,L++-c,*d+)a(e,从测点

!其中 +() 为灵山岛的山头,最后一

个数据是斋堂岛北端"看灵山岛一系

列山头和斋堂岛的方位测量结果如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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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琅琊台遗址灵山岛测点示意图

表 X@琅琊台遗址灵山岛和斋堂岛测量数据

编号 lQ Ql] 磁偏角改正后的Ql]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斋堂岛北端 -*c#"d+*e +"#c'+d",e +'*c,d",e

灵山岛看来有可供观测夏至日出的条件- 岛的最北端方位角约 (# 度,正是夏至日出

方位- 东南方向的斋堂岛距琅琊台太近,有近在咫尺的感觉,应该没有观测日出的意义-

琅琊是八神中的四时主祠之地,也是战国到秦代一个重要地区- )史记/封禅书*

说+#琅琊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 )水经注*卷 '(+#琅邪,山名也- 越王勾践之故国也-

勾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邪- 秦始皇二十六年灭齐,以为郡,城即秦皇之所筑也- 遂登

琅邪,大乐之山,作层台于其上,谓之琅邪台-& )五礼通考*卷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

郡县''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 复十二岁,作琅琊台-&可

见按文献记载,琅琊本是越王勾践的国都,后秦始皇登琅琊,作琅琊台-

我们简单调查了琅琊台及其周围- 发现有秦汉时期的板瓦及陶片,从裸露断面和剖

面看,琅琊台应是原山势之上在山顶上人工夯筑而成,夯层明显,今仅余夯土台基,且最高

处部分被破坏- 由简单调查看,通常所言琅琊台观日出之处确实存在一处约秦汉时期的

夯土建筑,出土过完整的#千秋万岁&秦代瓦当以及陶器2铜器2钱币等遗物0"'1

,很可能即

是文献载秦始皇观日出活动所在,汉时或许仍有此类活动- 此外,秦始皇刻石已毁,秦二

世刻石尚存-

随后毕局长又带领我们考察琅琊台东侧山根下的一座夯土台基,时代为秦汉,长宽约

!# 米左右,大约 ,### 平方米,台基依山坡而建,似有两层,总高约 '# 米- 大约属于琅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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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建筑群中的建筑之一- 台顶后坡地层中见绳纹大板瓦,不知是废弃堆积还是陶管道,被

压在废弃营房水泥地圈梁下- 台基受到近代村民取土的严重破坏- 台基面向东北,可暂

称之为#琅琊东殿&- 是斋宫还是行宫难以判定,生活垃圾太少,废弃堆积也没见到,作为

行宫的等级可能略差,似乎是略微简朴的斋宫,距琅琊台直线距离大约 +,## 米-

8@山东日照史前遗址

8A9@日照两城镇遗址

在琅琊台测量调查之后,我们驱车赶往日照- ) 月 '- 日下午,在日照博物馆李凯的

带领下,我们考察了日照两城镇遗址-

$图 +,$日照两城镇遗址东面小山

日照两城镇遗址是山东龙山文

化遗址,面积约近 +## 万平方米,于

上世纪 "# 年代开始发掘,至今已发

掘 +### 余平方米,发现有房子2墓葬

和环壕,出土了精美的蛋壳黑陶,无

疑是山东龙山文化最重要的中心聚

落之一- 我们找到遗址中部偏北的

汉墓冢上考古队测量基点,观看周匝

地势,正东北 *,c为琅琊台山,北偏东 (#c左右有小山!图 +,"- 西南有山,可用于观测日

落!图 +("- 我们在汉冢上对遗址东面和西面的山峰进行了测量,测点坐标 0",c"*d,-e,

L++-c""d"*e,海拔 )E- 测量结果如表 - 和表 +#-

图 +($日照两城镇遗址西山!河山"

表 Y@日照两城镇东山方位测量数据

编号 lQ Ql] 磁偏角修正后的Ql]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 ))c'!d )'c+!d

总的来说,两城镇遗址东面和西面的山峰山脊线较平,缺乏系列的起伏,不太适合用

于观测日出方位- 但东山第 ' 点的方位接近夏至日出方位,西山第 * 点的方位接近冬至

日落方位,西山正西山谷接近春秋分日落方位- 所以,生活这里的先民是可以有较明显的

地平标志观测二分二至的日出或日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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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两城镇西山'河山(测量数据

编号 lQ Ql] 磁偏角修正后的Ql]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8A=@莒县大朱家村遗址

) 月 "# 日,我们来到莒县,在莒县博物馆原馆长苏兆庆的带领下,考察了莒县大朱家

村遗址和陵阳河遗址-

考察队首先考察了大朱家村遗址- 大朱家村遗址位于莒县东约 !a, 公里大朱家村西

侧,面积 !# 万平方米- 遗址 '# 世纪 (# 年代发现,+-!- 年秋考古发掘0""1

,发掘墓葬 "(

座,以大汶口文化墓葬为主,出土大量陶器2石器等遗物- 考察队在苏先生的带领下考察

完遗址后,直接去了苏先生通常观察屋楼崮山日出的地点,但苏先生的观测地点地势比较

低,而且不固定- 峰回路转,在近处发现有一丘台,且台面最高处较平,称为豆家岭- 对丘

台的调查令人兴奋,竟是一处人工丘台,不失为大朱家村遗址的新发现- 丘台上零星见有

大汶口文化2龙山文化的陶片,遗址周围断面或裸露剖面也显示出人类活动堆积特征- 丘

台处于遗址外围东南部,似乎与遗址关系密切而又是相对独立的区域,地位突出,时代与

遗址同时,且地势明显高于周围,考虑到它是人工堆积成的丘台,或许正是当时人们观测

日出屋楼崮山以定春秋分冬夏至地点所在,这一发现意义重大-

这块台地是大朱家村遗址外侧东部的一个特殊区域,不在遗址内部,却与遗址有着必

然的联系- 陶片少说明人不常在此活动,而陶片的存在又说明是人工堆筑的可能性较大-

这意味着这片专于观测屋楼崮山春秋分日出2或许还包括一年中每一天的日出的台地是

人工有意识堆筑的,很有可能是兼观测和祭祀为一体的人工坛台建筑,与陶尊刻划的山上

日出#陶符&相互印证,说明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便已经脱离了随机的祭祀日出的常祭,

而开始人工筑台观测日出定二分!或许还有二至或一年中的其他日期的日出方位"并配

合祭祀了,这开了黄河流域史前#观象台&建造之先河,开始蕴含太阳历的成分了- 这不

能不说是大汶口文化关于天文观察与天文崇拜探索的一个重要的实质性进展-

我们在高台上进行了测量- 测点的坐标为 0",c",d+!a+e,L++)c,,d'(a,e,海拔 +,#

米- 测得对面屋楼崮!图 +!"的数据如表 ++-

图 +!$莒县大朱家村屋楼崮测点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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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9@莒县大朱家村豆家岭高台对面屋楼崮测量数据

编号 lQ Ql] 磁偏角修正后的Ql]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从表 ++ 中的山峰方位数据看, 从正东到东南可以构成一个山峰山谷系列观测春秋

分与冬至间的日出- 大朱家村遗址应当具有天象祭祀功能,豆家岭有可能就是大朱家遗

址的太阳观测祭祀台-

8A8@日照莒县陵阳河遗址

)月 "#日下午前往陵阳河遗址- 陵阳河遗址位于莒县东南 +# 公里陵阳乡大寺村西

侧2陵阳河南岸,与大朱家村遗址距离较近,面积约 ,# 万平方米- +-(' 年发现,+-(" 年秋首

次试掘,清理墓葬 +#座- +-!!年春再次清理墓葬 ( 座- +-!- 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清

理墓葬 *,座0"*1

- 陵阳河遗址出土大量陶器2石器2骨器等遗物,以大汶口文化遗存为主,另

见有龙山文化墓葬和岳石文化2周文化遗存- 一些大口陶尊上发现刻有 或 的图案,前

者象征日2月!云气",后者象征日2月!或云气"2山,与天文观测日出有关- 苏兆庆多次观

察,发现春分时太阳从遗址东边的屋楼崮山最高峰处初升,陶尊图象可能描绘的正是这一

天象-

本次调查在遗址较高处用全站仪对东面的寺崮山!图 +)"做了简单测量与观察- 测

点坐标为0",c"+d,"a#e,L++)c,"d+'a)e,海拔 +"*E- 测量结果如表 +'-

总的来说,近处的寺崮山基本从东北到正东方向,中间缺乏系列的山峰和山谷,东南

方向没有山峰,因此作为连续观测日出的对象不太理想- 但是大致正东的方向有山峰!"2

*2, 号靶点",可能用于观测春秋分日出,而 ' 号点接近夏至日出所在- 杜癉云曾经指出

从陵阳河看东面的寺崮山!杜氏原文称寺岗山"可进行春分观测,陵阳河出土大汶口文化

陶尊 符号意为#春&

0",1

- 通过对山东境内古代疑似天文遗址的考察,我们初步认识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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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莒县凌阳河遗址东面寺崮山测点示意图

表 9=@莒县陵阳河遗址东面寺崮山测量数据

编号 lQ Ql] 磁偏角修正后的Ql]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大汶口文化可能流行春分日出崇拜,比较重要的中心聚落会选择合适的春分观测地点,观

测春分!秋分"日出确定祭祀日期,并将相关的信息刻画在祭器陶尊上如 2 等- 但

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大汶口文化使用完整的地平历观测系统,只有春分和秋分的观测是

不能建立哪怕是最简单的历法体系的- 因而大汶口文化的春分!秋分"观测日出,天象崇

拜宗教意义远远大于天文历法意义- 而山东龙山文化似乎也不使用地平历观测系统,其

天象崇拜主要的对象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次考察未能解释这一问题- 秦汉时期

的荣成成山头日出祠没有观测功能,莱山月主祠2胶南琅琊台四时主祠虽有部分观测功

能,却并不严格,总起看来这 " 处遗址以地望和山海形胜的附会意义来选址,宗教象征意

义远大于天文观测功能-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

在莒县考察之后,我们赶往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的杨朝明教授接待了我们- 在他的

安排下,) 月 "+ 日上午我们考察了孔府2孔庙和孔林- 下午我们赶往郑州,准备考察禹州

瓦店遗址和登封王城岗遗址-

禹州瓦店遗址和登封王城岗遗址都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型遗址,许多学者认为

是夏代早期的都城所在- - 月 + 日上午,我们在方燕明的带领下,考察了这两处遗址-

:A9@禹州瓦店遗址

瓦店遗址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火龙乡瓦店村东南部和西北部的台地上,L++"c'*d

+!a)e,0"*c++d+*a)e- 颍河由遗址的西北向东南流去-

瓦店遗址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 +-!- 年进行颍河两岸考古调查时发现的- '#

世纪 )# 年代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先后进行了几次考古发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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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研究#早期夏文化研

究&专题组根据课题研究工作的需要,对瓦店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经已有

的考古工作获知+该遗址以地面起建的大型建筑基址和奠基坑为代表的遗迹,以精美的陶

酒器2玉鸟2玉璧2玉铲和大卜骨为代表的遗物,表明其在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规格很高-

'##! 年 - 月至 '##) 年 + 月考古学家对瓦店遗址进行了新的考古工作,通过调查和大规模

的考古钻探得知+瓦店遗址由西北台地和东南台地两部分组成- 西北台地面积约 ,# 万平

方米,东南台地面积约 ,( 万平方米,瓦店遗址现存总面积达 +## 余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

河南境内的大型龙山文化遗址,也是龙山时代颍河中游地区的中心聚落之一- 在瓦店西

北台地发现了大型环壕!XD+",其防御是由人工壕沟与天然河流共同构成的- 目前所知

环壕围成的面积达 *# 万平方米- XD+ 的使用年代当为河南龙山文化中的王湾三期文化

晚期- 在瓦店西北台地环壕范围内,发现^U'W+ 夯土基础- 瓦店遗址出土遗物丰富且等

级高,以列觚!可能为度量衡器"2刻划符号!鸟纹"2白陶或黑陶!蛋壳"或灰陶的成套酒

器2玉器等为代表- 瓦店遗址中龙山文化晚期环壕和大型夯土建筑的发现以及精美陶器

的出土,均表明该遗址的等级很高-

史书中记载夏人在今豫西地区活动甚多,特别是文献中的夏禹2启的记载大多与禹州

有关,禹州瓦店遗址有可能即与夏禹2启居阳翟和启之钧台之享有关-

瓦店遗址四周没有明显山峰,我们没有用全站仪测量-

:A=@登封王城岗遗址

- 月 + 日下午到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察-

王城岗城址位于登封市告成镇八方2王城岗一带,嵩山南麓颍河与五渡河之间- +-!!

年发现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城址0"(1

,今通称为小城- 小城由东2西相连的两座方形城址

组成,西城面积近 + 万平方米,

西城内中西部较高处和东北部一带,发现有多处夯土建筑基址- 由于后期的严重损

毁,残存的夯土基址只是一些夯土奠基坑2夯土坑2夯土残片-

'##' 年至 '##, 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期间,王城岗又发现了一座王湾三期文

化晚期的大型城址0"!1

,通称为大城- 大城位于王城岗遗址中部,复原后的城内面积达

"*a) 万平方米左右- 城内发现多处大面积夯土基址2祭祀坑2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遗迹

遗物-

王城岗小城时代属于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并使用至三期,东城略早于西城,西城很

可能是东城被河水或山洪冲毁后,又修筑起来的城址- 大城晚于小城,使用年代相当于王

城岗龙山文化三期- 王城岗二期的/

+*数据有 ' 个,一是公元前 '+"'(前 '#)# 年,二是公

元前 '+')(前 '#)* 年- 此外,发掘者推断王城岗大城使用年代为公元前 '#(# 年

前后0")1

-

王城岗大城是目前在河南境内发现的最大的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城址,王城岗遗址是

这一时期嵩山东南麓颍河上游的聚落中心,应属于一处都邑遗址- 王城岗城址与文献中

的#禹都!居"阳城&及#鲧作城&有着一定的关系-

考察队观察发现,王城岗遗址周围山峰不明显,东面近处只有几个山峦起伏,相对比

较明显,更远处隐约可见具茨山.南面有箕山,但看不清楚- 我们选择一个比较高的地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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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遗址周围的山峰作了测量- 测点坐标0"*c'*d#*a*e,L++"c#!d"+a'e,海拔 '," 米- 测量

结果如表 +"-

表 98@登封王城岗遗址东方及正南方向测量数据

编号 lQ Ql] 磁偏角修正后的Ql]

+ ))c#-d,#e ("c'*d+)e ,-c##d+)e

远处具茨山!隐约可见"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 ))c**d+)e ++(c'*d'#e ++'c##d'#e

箕山主峰 ),c#-d',e +)!c*+d**e +)"c+!d**e

总的来说,王城岗遗址周围的山距离较远,山形隐约,不太适合作为观测日出方位的

坐标- 从天文学发展顺序上看,陶寺文化很可能已经有了正午圭表日影测量,王城岗遗址

与陶寺文化时代相当,应该也有了正午测影-

考察王城岗遗址之后,我们就近考察了元郭守敬所建造的登封观星台- 参观过程中,

有关圭表测影立中2#地中&意识形态2王城岗大城都邑性聚落与地中的关系2早期#中国&

名称的含义等等问题,在考察队每个成员的脑海中久久纠结,大大激发了我们进一步探索

这些奥秘的热情-

C@结@语

这次考察的范围包括内蒙古2辽宁2黑龙江2山东2河南,行程 (### 余公里,考察遗址

的时代跨度从 ,###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 +!## 年前的魏晋时代- 这是在中国境内

第一次大范围的考古天文调查-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建立起了一批重要考古遗址的考古

天文学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我们提出对史前文明

中心遗址的#天文环境&进行测量和探讨,这包括考察遗址周围有无适合观测某些特定日

期日出的山峰轮廓,考察遗址在建筑朝向或布局上有无特定的天文意义- 夏家店下层文

化城子山遗址从城体总体布局和猪首石方位来看,可以推测当时已知用天文方法正南北-

其石板上的北斗星象,反映了北斗星崇拜的悠久传统-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和东山嘴遗

址发现的石块堆砌的圆丘, 很可能具有宇宙图景的意义- 东山嘴遗址地势高出,东面山

廓明显,是理想的#地平历&观测系统- 大汶口文化可能有春秋分日出天象崇拜,宗教图

腾意义重大- 大朱家村遗址的豆家岭,有可能就是大朱家村遗址的太阳观测祭祀台- 山

东龙山文化两城镇遗址和王湾三期文化!旧称河南龙山文化"王成岗遗址都似乎没有明

显的#地平历&观测环境- 我们的研究表明,陶寺文化兼有#地平历&和圭表测影系统!见

本期黎耕2孙小淳文"- 红山文化2大汶口文化早于陶寺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和王湾

三期文化大致与陶寺文化同时,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史前天文观测技术经历了从观测日

出方位向圭表测影的演变3

秦汉时期的月主祠2日主祠2四时主祠的选址更多考虑地理位置和山海形胜,天象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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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功能在其次,更多地反映了先民对天的崇拜,宗教意义突出-

此次考察只是我们这项工作的第一步,考察一些有代表性的遗址,有一些有意义的发

现- 这次考察的时间还比较短,遗址的数量还不够多,有些结论目前还只能算是猜测- 测

量还只是大致的测量,需要进一步精细的测量- 但是通过这次考察,我们对中国古文明的

#天文环境&有了一些比较直观的感悟- 我们相信中国考古天文学研究是一片尚未开垦

的处女地,这一领域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起源以及中国远古文明的起源,意

义重大- 我们还将继续组织考察,把中国考古天文学研究深入进行下去-

致$谢$衷心感谢雷广臻2田彦国2王学良2刘国祥2马志敏2侯建业2王守功2李凯2苏

兆庆2王骏2毕长增2王秀峰2杨朝明2方燕明2栾兆纬2李安国等先生,他们为本次考察的顺

利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感谢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2辽宁朝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2辽宁喀

左县人大2辽宁喀左县文化局2黑龙江省文物局2黑龙江双鸭山市文物局2山东省文物局2

山东龙口市博物馆2山东胶南琅琊台管理处2山东日照市博物2山东莒县博物馆2山东曲阜

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为本次考察提供的一切便利2协助

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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