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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古角度解读“地
下文物看陕西”

民间素有“地上文物看山西，地
下文物看陕西”的说法。拥有周秦汉
唐故都的陕西省是中国第一文物考
古大省，无论青铜器、墓室壁画、唐三
彩等无不璀璨夺目。

在60多年的田野考古中，陕西
省考古研究院收藏了从旧石器时
代的各代遗址和墓葬出土的文物
标本18万余件(组)，是陕西省最大、
最重要的文物标本库。据2016年的
统计数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一天
平均出土60多件文物。依偎在秦岭
之侧的陕西考古博物馆，与唐代著
名的佛教祖庭香积寺相望，正是依
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历年来田野
考古工作实践和文物保护科技研
究成果，以考古学的学科发展为主
线，展示考古工作过程、技术方法、
研究思路等的专题博物馆。

为什么要叫做考古博物馆？它和
历史博物馆有何不同？陕西省文物局
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周魁英向公众进
行了解读。考古博物馆跟历史博物馆
最大的不同，历史博物馆是展示藏
品，而考古博物馆是展示出土文物；
到历史博物馆是学习文物和历史知
识；到考古博物馆是来学习考古知识
的。历史博物馆可以展示传世的、收
藏的、买来的、捐献的文物，考古博物
馆展示的文物则都是考古出土的文
物，而且除了有目前国内最大的文物
保护修复常设展厅外，该馆还有2000
多平方米的陶瓷、壁画、纺织品等专
项修复室。在远大于室内展厅面积的
室外展陈区域，则有田野考古主题展
示区、历代砖砌展示区、陶瓷石刻文
物展示区等。

在目前陕西考古博物馆展出的
文物中，90%以上为首次与公众见
面，有多件以全新理念和先进技术
进行保护修复的展品，如通过浇灌
石膏液体获得完整形态的周代木
俑、历经千年真颜仍驻的唐代牵驼
俑，还有整体“打包”后完整搬进博
物馆的西周时期车马坑和元代壁
画墓。此外，还不乏石峁遗址的石
雕与玉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汉
文帝霸陵陵区的陶俑、首次与公众
见面的颜真卿书丹《罗婉顺墓志》
等珍贵文物。

在这座按照考古博物馆概念建
造的博物馆中，观众不仅能看到各种
文物，还能在现场认识各种考古工
具、常识，理解考古学原理。如陕西考
古博物馆常设展览以“考古圣地华章
陕西”为主题，展厅内陈列有五种土
块，它们全部出自考古现场。它们一
块是红烧土，来自咸阳市的汉代陶
窑，经火烧之后成了红色。一块是夯
土，来自秦咸阳城遗址赛家沟6号建
筑基址，是在建筑地基或城墙上多见
的类型。一块是五花土，也就是墓葬
中的填土。一块是灰土，来自垃圾坑，
是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土色，很多东
西都是在这样的土里发现的。还有一
块是生土，就是自形成以来没有经过
人工扰动的。一般来说，当生土露出
的时候，就可以停止发掘了。

在常设展览的第三四展厅“考
古发现篇”，展出的都是获得过国

家考古类奖项的重点项目。其中，
展厅内展示了石峁遗址的外城东
门址遗址模型，可以看到目前所知
最早的城墙上的防御性构筑———
马面。展厅还模拟了一段石峁的墙
体，可以看到有石雕和石墙中的

“纴木”，纴木的作用相当于现在混
凝土中的钢筋。过去建筑学认为

“纴木”的运用最早始于汉代，石峁
纴木的发现将此技术提前了一千
多年。在城门基址上还分布了一些

“人头坑”，是被称作“杀戮祭祀”的
特殊现象，发现的头骨坑有六座，
这些头骨都是被直接砍掉的，部分
还有夯砸裂痕，展厅一处就模拟有
这样的“人头坑”，坑内有二十多个
女性头骨。

“西周第一豪车”沉浸
式呈现

陕西考古博物馆共展出文物4218
组5215件，其中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扎堆，“明星”文物亮眼，90%以上为首
次公开展出。这其中，既有如早期颜
真卿书迹真品《罗婉顺墓志》这样的
耀眼明星，也有石鼓山青铜牲尊等萌
宠可爱却彰显三代遗风的青铜器。

除了直观展示精美文物，陕西考
古博物馆还将文物保护的最新成果、
方法和理念，讲述给参观者。尤其是
被称为“西周第一豪车”的贺家庄车
马坑遗存，被直接打包搬入了博物馆
展厅，让观众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

“考古环境”，十分“硬核”。
从2017年到2019年，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文物保护人员对周原遗址贺
家村出土的青铜轮牙马车进行清理
保护。通过清理可以看到，这套马车
遗迹由车体和四匹马的遗骸组成。随
着清理和保护工作的逐步开展，这套
西周晚期的青铜轮牙马车逐渐揭开
了神秘面纱。这套马车不仅车辆形体
较大，而且装饰华丽复杂，车厢装饰
有大量镶嵌绿松石的青铜构件、薄壁
青铜兽面装饰以及玉器和彩绘构件。

测量数据显示，这套马车长3 . 13
米、宽2 . 7米、高1 . 5米。DNA分析结果
显示，与马车配套的四匹马不仅都是
成年公马，而且都是纯色的黑马。除
了装饰豪华，它最独特的地方在于整
个车轮的外沿全部由青铜铸造而成。
这是目前所发现的第二例，也是唯一
一套保存完整的“青铜轮牙马车”。研
究人员根据车轮上的痕迹判断，这辆
马车很少使用过，它不是用来作战的
战车，而是代表着某种西周高等级贵
族的礼制，是仪仗用车，仪礼性质的
车。参与考古的工作人员表示，“我印
象最深的就是绿松石，一件器物上可
能都有一两百颗镶嵌的绿松石。我们
不仅要保护好文物本身，还要把文物
所能反映出来的所有的信息保留下
来、保存下来，为考古学家做判断、做
研究，都是一个很基础的材料。”

这套出土车舆不仅车辆形体较
大，而且装饰华丽复杂，车身装饰构
件及车马器包括镶嵌绿松石的镀锡
青铜件、薄壁青铜兽面车饰、玉饰、蚌
饰及彩绘构件，搬家复原工程细致而
琐碎。单在2019年就主要完成了土体
及马骨加固、铜器制作工艺考察、马
车复仿制等工作；结合室内清理获取
的信息以及工艺调查研究，开展了马
车数字复原和实体复仿制工作。

蒲城元代壁画墓“打
包”入馆

微博历史博主“王朝的废墟”最
近一直在关注陕西考古博物馆展线
上的文物。在众多明星文物中，他对

“蒲城元代壁画墓”青眼有加。他在微
博中介绍：“个人觉得这件文物应该
是陕西考古博物馆展出的最有亮点
的一件了，将一座750多年前的元代壁
画墓完整搬迁到博物馆中，算是陕西

考古墓挖得多、挖得好这一特点最直
接的体现。”

1998年3月，陕西蒲城县东阳乡洞
耳村青年农民赵金戍在自家梨园浇
水时，发现一个被水浸而下陷的大
洞。他携灯下到深不可测的洞里，发
现是座墓室，墓室四壁全是精美的彩
画。他赶紧前往县城向文物部门报
告。经过文物部门勘察和发掘，发现
这是一座大型夫妇合葬墓，也是陕西
省首次发现的元代墓葬。这座元墓的
构造较为独特，有阶梯式的墓道，墓
室很像蒙古包，下部是八角形，顶部
为穹窿状，中部还有一个长方形的天
窗。据了解，此墓建于1269年，即忽必烈
统一中国的前两年。墓主是蒙古族的
中级官吏，籍贯河北宣化，夫人是汉山
西永济人。壁画绘于砖墙上0 .5厘米厚
的白灰上，面积达20多平方米，色泽浓
艳，内容有放牧图、轿图、童子戏莲及
如意纹等精美图案，且保存完好。

根据史料记载，早期蒙古人的坟
墓是“保密”的。不管是贵族的还是平
民的，尤其是皇帝和诸王的埋葬地，
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到了元朝，
蒙古人为了维护统治，虽然推行儒家
文化政策，各民族习俗不变，各依旧
俗行事。蒲城古墓中壁画由“堂中对
坐图”“行别献酒图”和“醉归乐舞图”
三大部分组成，总共有20多个人物，
其中男女都是蒙元时期服饰，衣物左
衽，衣物左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
标志，留的发式男的是蒙古婆焦发
式，女的头戴姑姑冠，也是蒙元时期
的标准打扮。要知道作为民族大融合
的重要时期，蒙元时期其种族之复杂
在中国历史上可说空前，蒙元墓葬考
古资料的发现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
现象。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蒙元墓
葬中有确切纪年的蒙古人墓葬数量
不多。

该墓室建筑形状保持了蒙古包
状，但下部却为八棱状，采纳了道家文
化的“八卦”形式。壁画中的人物衣着
风格、家具陈列、生活场景等对于研究
元代蒙古和其他各族先民在蒲城的活
动轨迹有着重要意义，也是少有的原
始资料。因此项目组经反复论证最终
决定采用“整体性保护”这一全新的现
场保护方法，在考古发掘现场完成了
墓葬壁画的所有保护修复工作，达到
展陈要求，最大限度保护了壁画的原
貌，确保了壁画的完整性，开创了墓葬
壁画现场保护的新模式，为墓葬壁画
的现场保护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得夸一下展陈方面下的功
夫——— 墓室上部的壁画被悬挂于展
厅顶部，参观者仰观壁画，就如同置
身于原墓之中，更容易被这件精美文
物被如此完整展现而震撼到。”观展
者会被完整展现的壁画所震撼，而更
多的学者、历史爱好者则可以通过近
距离地观看这些壁画，体味历史深处
被遗忘的细节。正如历史学家葛兆光
所说，“番族题画诗”“深檐胡帽”和墓
室壁画，这些过去关注并不充分的史
料，看上去不起眼，但被发掘出来后，
便有力地呈现了元明之际文化的巨
大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陕西考古博物
馆就像一本包藏着文化脉络的“立体
书”，更如同一座连接历史与当下的
桥梁，发掘各种文献，打捞历史细节，
恢复过去的场景，把历史长河中诸多
文化变迁的真实图景，从漶漫不明重
新修复到清晰生动。

元代壁画墓(新华社发）

考古文物整体搬迁与保护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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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国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 陕西考古博物馆正式建成，并官宣4月28日至
7月31日对外试行开放。被誉为迎来中国考古“陕西时刻”的这座博物馆早在2009年便提出
概念，由师从梁思成的张锦秋院士亲自操刀设计，内藏诸多最“新”出土、首次公开的珍贵
文物，引得众人期待。为什么在博物馆林立的陕西要再建一座博物馆？考古博物馆和历史
博物馆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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