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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亦胜

抢救发掘 惊人发现

2006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在
县公安局曹旭东大队长的带领下，
专家组一行又风尘仆仆地赶赴位
于天子湖工业园区的五福村，对古
墓葬盗掘现场进行司法鉴定。

现场土墩直径约7、8米，相对
高度近2米，土墩不高规模也不大，
但盗洞深达 10 米，洞底还存有一
块漆黑发亮的椁板。根据以上情
况，吴志强处长当即决定，由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与安吉县博物馆联
合组成考古队，尽快对该古墓葬进
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2006年11月28日至2007年
1月20日，考古队对该墓进行了近
两个月抢救性考古发掘。

五福村坐落于西高东低的自
然岗地区，其西端为上马山，远靠
牛头山（海拔297米），面对笔架山

（海拔 251 米）。墓地地貌为自上
马山向东分出的三条垄岗，其间为
农田。两侧的垄岗向东延伸，比中
间一条长约180米左右，该墓即分
布于中间一条东西长约 1200 米、
南北宽约300米的岗地上，高出南
北两侧农田5—8米不等，墓地垄岗
的地表显示自西向东共有 5 座土
墩，其中遭盗掘的这座墓（临时编
号为五福一号墓）位于墓地垄岗的
中间部位。

五福一号墓建于垄岗脊线上，
系原垄岗脊背平整后挖坑营建。现
存封土高1.5米，顶部呈椭圆形。封
土系当地黄土拌少量黄砂堆筑而
成。由封土、墓道、墓坑和墓室四部
分构成。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
呈甲字形。方向273度。

墓道在墓坑西边正中，长 830
厘米，宽 135 厘米，两壁垂直稍内
收。墓道为斜坡，坡度29度，其墓
坑尽头高出木椁顶20厘米。

墓口东西长530厘米、南北宽
460 厘米，墓口下 310 厘米处设二
层台。南、北台面宽各51厘米，东、
西台面宽各40厘米。台面外壁东
西长520厘米，南北宽454—459厘
米。台面内壁，即墓室东西长440
厘米，南北宽352—357厘米。

墓坑上部填土系坑土回填，是
带有砂质的“五花土”，墓坑下层填
土土质黏性较大，呈灰色。墓坑底
部及木椁四周和木椁面填青灰色
膏泥，考古专业名称为青膏泥。墓
道口之木椁面的填土中发现一具
遭到盗墓者部分破坏两手张举呈
跽姿式的木胎泥塑偶人。

墓室葬具由木椁、木棺及垫木
组成。棺椁置于墓室中间，一椁一
棺，东西向 273 度。棺椁用料讲
究，均为整木加工拼装而成，包括
垫木共用木板36块。木椁之木板
系锛凿斧锯，平正方直，除2根垫木
外其余的底板、盖板及墙板和箱间
档板厚度基本一致，均为 18.2 厘
米。制作极为精致。

棺椁结构严密，36块木板不用
任何金属嵌钉。结合方法大致分
为扣接、套榫接合两种。

椁室盖板间、四方墙板及箱间
的档板与底板间均采用高低子母
口扣接而成。椁室上层四边所套
的罩框即采用边缘扣接并结合套
榫组成，即“四边大格角”，用于盖
板边框转角处，平面斜线45度，转
角两板的其中一板为榫头，另一板
为榫孔，使转角两板互相交叠承托
又互相套连紧固。一张工艺精湛、
文饰精美的精编竹簟（竹席）满铺
于椁面。

木椁东西长368厘米、南北宽
238 厘米。椁室内共置 5 箱，其中
棺箱居中。边箱置于棺箱四周相
互穿插循环紧连。棺箱及边箱口
均扣盖有2厘米厚的顶板，与椁室
墙板和棺箱档板顶面齐平，然后再
在顶板上的罩框内盖椁室盖板，椁
室盖板盖后与罩框面齐平。椁盖
面满铺整张竹席。

木棺为长方形箱式，长212厘
米、宽 66 厘米、通高64厘米；内部
长 188 厘米、宽 45 厘米、高 45 厘
米。棺的外表遍涂棕黑色油漆，素
面无纹饰，棺内涂朱漆。棺盖与棺
体为子母口顺棺体纵向抽拉式扣合
而成，棺盖面粘贴一层黑色素面绢
帛，再横缠三道宽4厘米的帛束。

墓坑没有积水，只在椁室下面
有一层薄薄的因水渗入而成糊状
的灰色黏土。该墓于8月底遭盗掘
破坏，天窗式的盗洞祼露至11月底
才得以覆盖。这层糊状灰色黏土
应该就是雨水从盗洞注入所致。

墓坑盗洞呈长方形，位于墓坑
中部偏西北方向，盗墓者撬开其
中一块椁室盖板，正好在棺箱部
位，同时撬破棺盖和北边箱及西
边箱的局部盖板和顶板，三个边
箱内的随葬遗物基本被盗空。腐
败的尸体被拖至棺外，头颅在西，
脚在东，黑黑的眉毛、胡须仍然可
见，满嘴白牙整整齐齐。尸体全
身裹着虽已变质但仍能分辨的厚
达 4 厘米左右的黄色丝绢类织
物。清理并妥善处理了人体遗骸
后，在北边箱发现并出土了一件
遭破坏折断但丝带仍挷扎于柄端
的青铜戈，还发现了大量类似于
楚国郢爰金版（战国时期楚国的
镇库金币）的陶质冥币，币面统一
钤印“史信”二字。

值得庆幸的是可能由于仓促，
盗墓者没有破坏东边箱。

2007 年 1 月 11 日，东边箱开
箱清理。当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曹锦炎所长和陈元甫副所长、李
小宁副所长及鉴定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柴炫华研究员等一行赶到现
场指导。相继清理出土了木雕漆
虎子、木俑、陶钫等 9 件珍贵文
物。其中特别珍贵的是一件木雕
虎子，提梁为小虎（子），本体为大
虎，为虎子这一男性夜尿器命名
之正名溯源，提供了形象而又明
确的实物依据。

2007 年 1 月 13 日，在清理二
层台内椁外填土时，意想不到地在
西北角发现一件用块石架起的木
质髹漆坐便架。这是至今为止国
内出土发现的唯一一件坐便器具。

至此，遭盗掘破坏的五福楚文
化贵族墓抢救性发掘工作告一段
落。公安追缴、抢救清理出土文物
累计共72件（套）。一座墓葬同时
出土如此大量的楚文化因素的漆
木制品，尤其是漆木虎子、漆木坐
便架类卫生洁具，及漆木瑟、案、
几、博局类娱乐用具的出土，在浙
江乃至太湖流域均为重大发现。
为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
的实物资料。

据曹旭东大队长事后向我透
露，在侦破五福古墓葬盗掘案中，
实际破获了两个文物犯罪团伙，抓
捕犯罪嫌疑人 7 名。2006 年 8 月

下旬，以刘某为首的盗墓团伙，在
溪龙上山林场一土墩盗掘至近3米
深时，发现全是巨大的块石（因石
室土墩墓之封口巨石坍塌所致）无
法下挖，不死心的他们寻找到五福
古墓继续盗掘。第二个晚上，当挖
至5、6米深时，又遇到了巨木的阻
挡，于是粗暴地用斧子劈开一个洞
钻了进去。发现棺材内还躺着一
具尸体，既兴奋又恐惧，此时天已
亮只得作罢。次日，他们请来一位
所谓的文物收藏专家，当晚带他下
到墓坑。此人看了墓内情景后，极
度恐惧地说：“这座墓不得了，尽快
爬出去，否则我们所有人的全家老
小，不死于法律也必死于这个屈死
鬼。”于是他们急匆匆地从地下爬
上地面，第三天晚上再次作罢。毕
竟，他们都是混迹于盗墓犯罪道上
的同行，清楚这个所谓的文物收藏
专家是鬼得很的老狐狸。第四天
晚上，刘某团伙虽不敢贸然继续下
坑，但伏于古墓一侧的草丛中窥
探，伺机行事。朔月前后的子夜时
分，夜黑人静，他们隐隐看见有几
个人鬼鬼祟祟地进了盗洞，一会儿
便不见了踪影。刘某知道是所谓
的文物收藏专家想吃独食。于是，
他们有意等对方将已凿开的椁室
空间扩大后再下坑交涉。过了一
会儿，刘某团伙第四次钻进盗洞，
所谓的文物收藏专家提出帮助联
系转手，得款共同分赃；在双方达
成协议后，便主动撤退了。而后，
刘某一伙疯狂盗掠，居然因漆木瑟
太长无法从盗洞取出，而将其锯成
三截，除尸体外认为值钱的东西统
统掠走。直到 11 月 17 日，刘某在
德清转手文物的重要线索被安吉
公安获悉，随即派员赶赴德清；在
当地公安机关的大力协助下，于
18 日凌晨成功将刘某抓获。公安
民警当即开展审讯，经过 10 多个
小时的较量，迫使刘某交代出了
被盗文物的去向，其在五福楚墓
中盗得的几十件文物，以 27 万元
的价格卖给了德清下柏的一位石
矿老板。虽然该特大盗掘古墓葬
犯罪团伙案得以破获，但遗憾的
是仍有一批同墓盗掘出土的珍贵
玉器流失在外。

溯源探析 惊现传奇

墓葬的文化属族
安吉在商周时期主要为越国

管辖的吴越文化区，虽然在越王句
践三年（公元前494年）吴败越，至
越王句践二十四年（公元前 473
年）越灭吴的二十年里被吴国霸
占，但其文化属性基本未变，仍为
吴越文化。只是到了越王无疆二
十三年（公元前333年）楚败越，这
里为楚国辖地，之后楚文化渐渐渗
入太湖地区，尤其是在葬制方面受
楚文化的椁分箱影响最为突出，并
一直延续到西汉时期。作为一种
有数百年历史传统的民族文化
——吴越文化，要被外来文化所替
代，决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两
种文化必然会相互对立、彼此消
长，特别是楚败越的初期——战国
晚期。两种葬制并存的现象仍较
普遍，但当地的越人在楚人的统治

下，不得不接受楚人的葬制采纳了
椁分箱，可是随葬遗物仍按越人的
传统以原始瓷、印纹硬陶器为主要
陪葬品的现象也同样普遍存在。
五福一号楚墓，不仅葬制是典型的
楚制椁分箱，而且随葬器物更是典
型的楚式遗物，以精致的木胎漆器
和木俑为主，即使是仿铜陶礼器
鼎、盒、钫，同样是典型的楚式器
物。五福一号楚墓，其葬制为楚制
的椁分箱，随葬器物为楚式的遗
物，据此判定，该墓的文化族俗为
楚文化毋庸置疑。

墓主人的族俗及身份
根据本地以往发掘的战国晚、

西汉初墓葬资料，结合该墓的葬制
及随葬遗物分析，五福一号墓的墓
主人绝不会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吴
越文化族俗之越国人，而应该是楚
灭越后楚国派遣到越地尚未被吴
越文化同化的楚文化族俗之楚国
人。另据史书记载，楚灭越后，楚
国为加强对越族的统治，于楚考烈
王十五年(公元前248年)将春申君
改封于吴，即太湖周围的苏南、浙
北、上海、皖西南之“江东”地区。
地处太湖南岸、钱塘江之北的早期
越国都邑——鄣地，当为春申君封
地。春申君为统治太湖南岸重地，
防止越族残余作乱，将原吴国和越
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列为楚
国的重镇或军事城堡。鄣城（今安
吉古城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就是当时的楚国重镇之
一，安吉古城城址区出土大量的，
也是浙江乃至太湖南岸唯一出土
的战国楚金币“郢爰”，已证实故鄣
城即为楚国重镇。与此同时，春申
君还充分利用这里的三江五湖之
利，开发申城（今上海）和下菰城

（今湖州）。据此，五福一号楚墓之
墓主人就应该是居住在当时鄣城
内的某一个官僚。墓葬出土的楚
金版郢爰状的，钤印“史信”二字的
陶质冥币，证明了墓主人姓史名
信。对照湖北、湖南及安徽等地发
现的战国晚期楚墓研究资料推断，
该墓墓主官阶为大夫一级的贵
族。那么，这个史信是否即为春申
君派遣驻鄣城开发下菰城的一位
重臣呢？有待考证。

墓葬的年代
首先从墓葬出土器物分析。

五福一号楚墓出土的泥质彩绘陶
鼎与苏州真山D2M15所出陶鼎基
本相似；泥质陶豆
与湖南常德县黄
土山大山 M45 出
土的陶豆相同；该
墓出土的三螭三
禽 重 菱 纹 镜 与
1952 年长沙扫把
塘 728 号墓所出
三龙菱形镜基本
相同；青铜剑、戈
分别与湖南常德
黄土山板栗岗楚
墓 群 M65、M74
出土的同类器相
同。该墓出土的
漆木瑟和六博与
湖北荆州天星观
二号墓出土的同

类器相比则显得先进些，但与长沙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木瑟相
比则显得原始一些，特别该墓出土
的黑地朱彩漆耳杯为桥形方耳，而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为圆耳，该墓
出土彩绘陶鼎为高直蹄足、钫为侈
口，无领，长颈，斜肩，硬折腹，高圈
足外撇，而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
漆鼎为矮蹄足、漆钫为直口，有领，
弧肩鼓腹，直圈足，从这两种器物
造型比较，五福一号楚墓比马王堆
一号汉墓明显要早得多。

再从五福一号墓墓群区的其
他墓葬资料对照分析。该墓所在
地的高禹五福及紧邻五福的良朋
上马山丘陵区，是安吉战国晚至汉
六朝时期墓葬的主要分布区，区内
原有大大小小的墓葬土墩数百
座。为配合工程建设已陆续发掘
了百余座。在已发掘的墓葬中，发
现有一椁二箱随葬以漆耳杯、木俑
为主，陶礼器鼎、盒、钫组合的楚文
化葬制战国晚期墓葬6-7座，西汉
早期的墓葬则更多。这两类墓葬
存有一定的共性，但也有明显的个
性。其共性是都为坚穴土坑椁分
箱，但前者木椁木棺均保存完好，
后者虽为椁分箱，木椁木棺均已腐
烂坍塌，只能根据板灰痕迹判断出
椁箱的大致情况。它们的个性在
于，前者随葬遗物为漆木器和泥质
陶仿铜礼器高蹄足鼎和盒、钫为组
合，不见任何钱币；后者则为原始
瓷仿铜礼器矮蹄鼎和盒、壶、瓿加
弧肩鼓腹钫及实用器印纹陶罐、
坛、瓮，伴出铜质半两钱币。二者
泾渭分明判若云泥。为此，笔者认

为五福一号墓墓主是战国晚楚灭
越后，楚国派遣到越地的楚人，这
些精美的黑地朱彩漆木器则有可
能就是当时的楚人随身所带的生
活用品。

根据该墓出土遗物，及上马
山、五福墓群区的墓葬资料，结合
史书关于春申君封吴的史料记载
通盘分析，五福一号楚墓应该晚于
湖北荆州天星观二号墓，而早于长
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及其上马山西
汉初期墓。据此推断，该墓的下葬
时间当在楚灭越的初期，即战国晚
期后段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
248 年）春申君黄歇封吴后的战国
末年。

收获与思考
——五福楚文化贵族墓的发

现和发掘，为进一步研究安吉古城
遗址及春申君黄歇的活动踪迹提
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工艺精湛、文饰精美的精
编竹簟（竹席）的出土，作为全国闻
名的竹乡安吉，对于研究安吉竹制
品加工手艺的历史，无疑提供了极
其珍贵的实物依据。

——卫生洁具漆木坐便架及
虎子的出土，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
的战国时期，安吉先人已具备良好
的卫生习惯，对当下开展培养全民
良好卫生习惯，增强全民健康体质
的活动，可提供最具说服力的历史
信息和实物资料。

——这一发现，尤其是一整批
精美的漆木器及其漆木瑟、漆木六
博均为浙江及太湖南岸地区首次
发现，为研究楚文化的分布注入了
新的血液，对于研究战国晚期楚国
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政治、经济、文
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五福楚文化贵族墓的发现、发
掘，无论是考古发掘揭示出的葬
制、葬俗资料，还是出土随葬遗物
的质与量，在安吉乃至太湖东南岸
及浙江地区均为重大发现，收获丰
硕，得到了考古界、历史学界的高
度关注。

五福楚文化贵族墓的发现与探析五福楚文化贵族墓的发现与探析 ((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