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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汉墓惊现 听取“哇”声一片
菏泽孙大园堌堆文化遗址发掘墓室达198处，冲上热搜引发全网热议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郭春雨

“山东菏泽发现百余座连片
汉墓”冲上热搜，山东尤其是菏泽
的网友们更为兴奋。然而，与网友
们“喜大普奔”相比，业内人士显
得非常淡定。

山东博物馆馆长郑同修告诉
记者，近年来通过一系列考古发
掘，陆陆续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
龙山文化以及很多汉代墓葬群。对
于山东来说，依据中国文献记载和
历史传说，菏泽区域属于“中国之
中”，属于文化腹地，在历史上非常
重要，尤其是到了两汉时期，菏泽
地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等更
为重要，因此此次山东菏泽发现吕
陵镇古墓并不意外。

“在2000多年前，这里是经济特
别发达的地区，所以会出现大量的
汉代墓葬群。”郑同修介绍，目前吕
陵镇正在发掘的墓葬群可能只是一
些平民墓葬，“这个规模的平民墓
葬，不仅在全国很常见，在我们山东
都很常见，甚至更大的墓葬群都有
很多，这并不稀奇。”郑同修告诉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他曾参与发
掘有2000多个平民墓的墓葬群，也
曾在滕州一带发掘出几百上千座古
墓的大量墓葬。

“这次墓葬的发掘可以说是
山东历史上很普通的一次墓葬发
掘，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可能跟现在全国上下的考古热有
关。”郑同修说。

网友“喜大普奔”
专家非常淡定

本报菏泽4月13日讯（记者
时培磊 张九龙 荆新年 袁文
卿） 大片汉墓发掘出土，菏泽孙
大园堌堆文化遗址火了，一时间
喜提热搜，成为全网热议的大事
件。13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从考古现场了解到，该遗址发
掘墓室已经达到198处，系发掘
汉墓最多的堌堆文化遗址。此外，
现场还发掘灰坑203处，新石器
房址6个，水井6个。

孙大园堌堆文化遗址位于菏
泽市高新区吕陵镇。13日下午，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考古现场
看到，孙大园遗址位于正在建设的
魏楼水库底部的位置，占地不多，
面积1 . 3万平方米，但墓坑十分密
集，几乎都是紧挨着，较大的墓室
在三十多平方米。

工作人员正在大大小小的墓
坑内作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水
库挖过之后的地面，实际上这些墓
坑埋在地下达七八米深。”据孙大
园堌堆遗址考古队执行领队孙启
锐介绍，考古工作仍在进行，发掘工
作已经接近尾声，目前墓室数量已
经达到198处，有东周的，但大部分
都是汉墓，随着发掘工作进行，墓室
数量有可能进一步增加。“目前来
讲，这应该是堌堆文化遗址里发现
汉墓最多的地方。”

孙大园堌堆出土了一批有价
值的文物和遗迹。据孙启锐介绍，
遗址内发现了一批北辛文化和龙
山文化的遗物。尤其是发现了北
辛文化时期的房址和灰坑，比较
珍贵。“鲁西南地区北辛文化的发
现比较少，遗迹、遗物也非常少，
这次发现相对算是比较多的。这
里可能是北辛文化一个相当重要
的分布区。”

目前来看，此处遗址属于平

民埋葬墓区，发掘的汉代墓有土
坑墓，也有砖室墓。其中土坑墓多
为土坑砖椁，均设有脚箱，陶俑陪
葬，在一些墓地，还发现了彩绘的
陶器。砖室墓多为带墓道的“甲字
形”夫妻合葬墓。“它的埋葬形式，
包括一些随葬品，对我们研究汉
代的埋葬风俗还是比较有意义
的。”

此外，据孙启锐介绍，汉代人
择高而葬，形成了比较集中的连
片墓地。特殊之处在于，经勘测发
现，孙大园堌堆遗址墓地周边一
圈在以前是一片沼泽地。“我们现

在想弄清楚，这片沼泽地跟这里
的人的活动有没有关系，或者说
这种环境跟埋葬的风俗有没有关
系。”

据孙启锐介绍，一般重大基
建项目建设之前，都需要进行文
物考古调查及勘探。2020年4月
至7月，为配合魏楼水库基础建
设，考古工作队对魏楼水库建设
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吕陵镇堌
堆遗址正是对魏楼水库进行勘探
时发现的。这次勘探总面积48万
平方米，共发现遗址点3处，分别
为侯庄堌堆遗址、侯庄西遗址、孙

大园堌堆遗址。2020年7月份勘
探完毕以后，开始进行遗址挖掘。

“以前这片地是种庄稼的，要不是
建设水库，还发现不了。”

据介绍，挖掘工作已接近尾
声，目前该遗址面临保护的问题。
据了解，目前水库工程已基本完
工，工程建设和文物保护之间如
何协调，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地
方。“这种遗址一般都是原址保
护，但是它又在水库中间。这个需
要出具一个保护方案，现在还没
有确定。原址保护的成本会很
高。”

菏泽古墓群背后的“堌堆”是啥来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向阳

菏泽堌堆遗址密布
全国独一无二

堌堆，看起来是个陌生的词
汇。可在菏泽，堌堆是个常见的地
名。字典上解释：“堌堆，大土堆，用
于地名。”在菏泽的方言中，“堌堆”
就是土丘，虽然满是“土味儿”，但
对研究鲁西区域古文明来说，堌堆
的重要性尤为凸显。

菏泽地处鲁西南，属于古河
济地区，为夏商错居之地，更有
商代最早的都城“亳”地在此一
说。在鲁西南这片土地肥沃、地
势平坦的原野上，分布着一个个
突兀隆起、大小不一、高低不等
的土丘，当地群众称之为堌堆，
亦有称之为山，或称为丘。这些
土丘高度多在2—5米，也有的高
至8米；从面积上看，一般面积在
1000—8000平方米，小的数百平
方米，有的达两三万平方米。专
家推算，堌堆原有的面积、高度
应大大超过这个数据。

据统计，鲁西堌堆遗址总数迄
今共发现约400处，其中菏泽有184
个，占比接近一半。亦有学者统计，
菏泽历史上堌堆遗址近500处，至
今保存完好的就达100多处。如今，
菏泽以“堌堆”命名的村庄有100多
个，占全市“堌堆”的三分之二，主
要集中在东南部的成武县、中部的
牡丹区、定陶区和巨野县一带。菏
泽堌堆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布点

之密，在全国独一无二，在全世界
也是罕见。

躲避洪水的宝地
常有重大考古发现

堌堆遗址是古代先民留下
的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
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菏
泽堌堆文化遗址众多，一直备受
考古界关注。堌堆遗址的土层中
包含着大量的陶片、蚌器、骨器、
动物骨骼及少量的石器等遗物。
在很多堌堆上，一般都能采集到
龙山文化和商代的遗物，有的堌
堆甚至存有大汶口、龙山、岳石、
商周等各个时代的遗物，可见堌
堆沿用时间较长。

这些堌堆上，还多发现有灰坑
和房基等遗迹。像2018年3月至8
月，山东大学考古队对青邱堌堆遗
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远至新石器
时代、近至清代中期年代序列完整
的文化层堆积。2019年5月菏泽青
邱堌堆遗址入选“2018年度山东省
五大考古新发现”。

堌堆是怎么形成的呢？最为
普遍的一种观点是先民们避水
患形成的丘居：考古发现，菏泽
的一个个高出地表几米的堌堆，
绝大多数是古代村落遗址，且多
分布在中部地带，南、北边境较
少发现。这类村落遗址的形成与
分布，与黄河、济水等河流的决
溢、淤积，以及地势低洼、湖泽遍
布的地理环境和古代地貌有关。

自古以来，菏泽就是黄河危
害最大的地区之一。据文献记
载，济水河道在这一带经常为黄
河所夺。在古代，黄河无堤防，多
道主流，漫无边际地滚动，洪水
经常泛滥。每次洪水到来，人们
被迫离开旧居。然而由于这里土
质疏松、土地肥沃、易于耕作，被
先民“爱得深沉”。洪水退后，他
们又回到旧址上重建新的家园，
在一次次与汛期泽溢、黄河改道
等洪水灾害搏斗中，逐步积累了
将居住面增高可以避免洪水侵
袭的道理。千百年来，聚居地经
过有间断的长时期使用，文化层
堆积逐次增高，形成了一个个堌
堆遗址。

择高而居择高而葬
先民心中的“根”

除了菏泽，华北华东的黄河
故道地区河北、河南、安徽、江苏
都有以堌堆二字为后缀命名村
庄集镇地名的习俗。此外，有些
地区堌堆称呼也不相同。如在有
些地方称之为丘、墩、岗、堌、台、
冢等，尽管各地的堌堆遗址名称
各异，但就其性质和特征而言，
都是大致相同的。

目前看，鲁豫交界的濮阳、菏
泽以堌堆命名的村庄居多。但是，
菏泽的堌堆居住遗址绝大部分都
包括两个历史时期以上的文化堆
积，层层叠压，连续不断，时间之
长，是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

研究发现，在古代黄河流
域，先民抵御洪水灾害的能力相

对较弱，不仅是人们在洪水来临
时迁居高处，为了防止先人陵寝
免遭洪水，往往将故去的先人葬
于堌堆或者丘墩这类高阜之处。
顾颉刚在《说丘》一文中，统计

《春秋》《左传》中以丘命名的48
个地名，认为这些地名集中分布
在黄河下游宋、鲁、齐、卫等地的
丘墟聚落，与古人“居丘”以避水
患有关。

在潮湿的江南，与堌堆相似
的是丘墩，或称土墩、丘墩、丘墟
等，是适应南方多河流湖泊、地
下水位较浅的条件，流行于长江
下游太湖周边地区的良渚文化
中。考古专家认为，在江南地区
择高而居、择高而葬的现象，可
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崧泽文
化；而良渚文化中堆高的技术也
源于这个阶段。

中国先秦典籍中，“丘”“墟”
之类的古地名不乏记载，郑逢原
先生在《丘墟通证》一文中，列举
了河济之间近200个丘墟地名，
证明古代帝王诸侯皆作丘居的
史实；胡厚宣在《说“丘宅”》中考
证，大凡古之帝都，均名曰丘或
墟。帝王如是，诸侯封国亦如是，
封邑必择丘而建。

专家据此推断，堌堆或者丘
墩是远古人们聚居与活动的重
要聚落形态，丘墩是先民立社及
埋葬先人之地，是先民心中的

“根”之所在。它还是远古文明的
发源地和原始部落的宗教圣地，
并最终发展成为区域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对中国城市起源以及
中国文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山东菏泽发现百余座连片汉墓”冲上热搜，连带着“堌堆”也
火了。墓葬出土在菏泽市孙大园堌堆，那么，“堌堆”到底啥来头？

菏泽孙大园堌堆文化遗址发掘现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时培磊 摄

M119随葬品组合。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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