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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铸鼎原，
探秘黄帝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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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秋天，一个惊人

的消息在灵宝市铸鼎原地区

的西坡村传开了，考古队在村

东的苹果园里，找到了老祖先

轩辕黄帝的宫殿，西坡就是黄

帝时代的京城。

灵宝市位于豫晋陕三省

交界的河南最西端，北濒黄

河，这里一直以浓郁鲜活的黄

帝文化而著称，伴随着一次次

仰韶文化的重大发现，它成为

世人瞩目的焦点。铸鼎原在

历史上一直叫荆山黄帝陵，20

世纪 80 年代，为和陕西桥山

的黄帝陵有所区别才更名为

荆山黄帝铸鼎原。

相传，农历二月初九是黄

帝诞辰，农历九月初九是黄帝

升天的日子。每逢这两个重

要的日子，铸鼎原周围的群

众，都会来到这里的始祖殿烧

香拜祭。当地人说，这个风俗

是祖辈一代代传下来的，流传

至今已有上千年了。随着考

古工作的深入，村民们越来越

坚信，这里，就是远古时期华

夏先祖轩辕黄帝建功立业、铸

鼎铭功的地方，自己的家乡就

是轩辕黄帝的都城。

全国著名文物专家许顺

湛，考察铸鼎原之后说：“铸鼎

原按文献记载属于黄帝铸鼎

原，与黄帝是有关系的。根据

考古材料和文献结合起来考

虑，黄帝时代大约距今 5000

年至 6000年之间。”他推断，

黄帝部落的族庙和祭坛应该

就设在铸鼎原上，黄帝后期的

大型聚落遗址可能就在铸鼎

原周围。

灵宝市地势复杂，由山地、土塬、原涧
和河谷阶地所组成，随着海拔变化，自南而
北一路滑跌，呈现出中山、低山、黄土丘陵
原、黄河阶地和河谷平原等不同的面貌。
这里自古“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所以得名

“灵宝”。在这片肥沃丰裕的土地上，魔幻
般滋养着中华文明的源头，孕育着中华民
族的优秀子孙。

铸鼎原是灵宝市六大塬之一，位于灵
宝市西北 17公里的阳平镇。它自南面的
秦岭绵延向东北，呈长条形展布，状如静静
憩息在灵宝盆地中央的一只卧虎，而黄帝
陵正居于虎头之上（当地群众称铸鼎原北
部为黄帝陵）。铸鼎原全长 10公里，总面
积约 150平方公里。这里的磅礴气象，在
整个黄河流域都很罕见，在铸鼎原以东，有
蜚声中外的仰韶村遗址和庙底沟遗址；向
西，有声名远播的西安半坡遗址；向北，过
黄河则有著名的芮城西王村遗址。它们环
绕在铸鼎原周围，形成跨地域的文化吸收
与辐辏之势，成为豫晋陕仰韶文化最繁盛
的“金三角”，而灵宝，即是这个金三角的中
心区域之一。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用一个完
整的神话传说，记载了黄帝铸鼎荆山下，鼎
成他骑龙升天的故事。为了纪念黄帝登龙
升仙之处，后世把此地称为“鼎湖”，把黄帝
留下的弓称为“乌号”。所谓“鼎湖”，是指
铸鼎原周围的大湖、小湖、灵湖三峪汇流后
的“湖水”，也就是现在的阳平河，汉代称此
地为湖县。传说黄帝汲取湖水铸鼎，所以
得名“鼎湖”。

铸鼎原西南部有一条沟，长满了龙须
草，人称龙须沟。相传黄帝升仙的时候，龙
须被臣民拔下，纷纷掉落在沟中，长出了龙
须草。铸鼎原上，与黄帝这一时期有关的
古地名很多，民间传说也很多，集中反映了
三皇五帝的历史活动，有力印证了史书中
记载的历史故事，民间流传的有关黄帝时
期的种种神话传说，如黄帝铸鼎、夸父追
日、女娲补天等。此处的古地名有荆山、首
山、夸父山、夸父墓、轩辕台、蚩尤山、鼎湖、
炉底、桑园、龙须沟、太阳沟以及周围的三
圣村、五帝村、稠桑村等，每一个延续至今
的古地名，都述说着一个神奇的历史故事，
记载着三皇五帝的一段经历，对于探索中
国史前黄帝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和现实意义。

唐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所刻立的
《轩辕黄帝铸鼎原碑铭序》石碑，是目前发
现最早记述黄帝的石碑。原碑立于铸鼎原
旧址，由虢州刺史王颜撰文，大意是说，湖
城县界有铸鼎原，是轩辕黄帝鼎成升天之
所在。铸鼎原曾隶属阌乡县治，治所在铸
鼎原西北10公里处，现改属灵宝市。清代
梁溥在《重建铸鼎原奎楼记》碑中又说：“县
治东南，秀出一峰，为黄帝铸鼎原。原之
上，旧有黄帝庙。”铸鼎这一确切的位置，亘
古未变。

许顺湛在《河南仰韶
文化聚落群研究》中说，近
些年来的考古调查表明，铸鼎
原周围散布的仰韶文化遗址
早、中、晚各期都有，它们相距
之密集，面积之巨大，包含物
之丰富，无不令人惊异。

以铸鼎原为中心的300余平方公
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北阳平、西坡、东
常等30余处仰韶时期的古文化遗址，
它们之间的直线距离平均不到 10公里，其
分布的密度，几乎相当于现代村落，是我国
目前已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中数量最
多、遗址等级最全、文化年代最集中的聚落遗
址群。

2001年 6月，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
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该遗址被
列入“十一五”期间国家资助的全国 100处重
点大遗址保护专项，其中的西坡遗址，被列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六大首选遗址。

西坡遗址面积约 40万平方米，坐落在灵
湖峪和夫夫峪两条小河之间的黄土塬上，隔灵
湖峪可北望铸鼎原黄帝陵，南距秦岭北坡仅
2.5公里。

2000 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组建的
联合考古调查队，在此进行考古发掘。遗址上
有一条宽 8米的城乡公路穿过，将遗址划分为
南北两个区域。首次发掘的房基址 F104，正
好在村民的苹果园里，每天发掘时一抬头，就
能看到对面荆山下东西并列的蚩尤山、轩辕台
和夸父山。

F104 地基约 106 平方米，无论从布局结
构，或建造工序等方面看，均显示出一种十分
成熟的建筑水平。让发掘者更为激动的是，在
F104之下，又意外看到了另一所房子的居住
面，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领队魏兴涛说，
基本上可以断定，叠压在F104之下的，是一座
更大的房基址，编号为F105。

F105距地表仅 1米左右，面积是 F104的
三倍多，周围分布着层层打破房址的灰坑和近
代墓，构成一幅毁灭与重建、兴盛与衰亡的密
码大拼图。初露峥嵘的大房子给人的印象是：
面积宏伟惊人，布局井然有序，结构复杂严
谨。谁知，后面还有更为令人瞠目结舌的壮丽
奇观。

2002年新年之后，魏兴涛率考古队迫不及
待地开进了西坡发掘工地，考古队在F105大房
子的外围，又发现了一些大而深的柱洞，并呈直
线排列。经过几个月的忙活和劳累，终于，一座
四周带有宽阔回廊的特大型房址露出神秘的尊
容，人们惊呆了！经测量，F105大房子占地516
平方米，是F104的数倍之多，真不敢想象，当时
的人们竟然是依靠原始的石斧，建立起这样壮
观、豪华和令人敬畏的庞大宫殿。

令人奇怪的是，这所大房子内部除火塘
外，并没有发现任何生活奢侈品，换言之，室
内没有生活过的痕迹，并且用辰砂铺垫了各
个角落和缝隙，这些均表明，这座豪宅不是普
通的民用建筑，很可能是一处具有宗教色彩
的大型公共活动场所，具有“议事厅”或原始
殿堂的性质。

此后，考古队又发掘到一座大房子，编号
F106。发掘者们根据古代建筑布局的特点，在
与F105和 F106相对应的地方，又探测出两座
大型房基。更为惊人的是，它们的门道共同朝
向中间的大型广场，严格遵循着统一的布局法
则。西坡遗址不间断的重大发现，无一不是以
一种大手笔、大制作的面貌出现的，立刻轰动
了学术界。

不久，考古队在聚落中心区域，又钻探出
了众多的大型公共建筑设施，其中结构、面积
与大房子相仿的就有 10座以上，它们争奇斗
雄、相互拱卫，共同构筑起规模盛大的礼仪性
建筑群体。

考古队找到轩辕黄帝宫了，西坡就是黄帝
时代的京城！一个个惊人的消息，风一般传遍
了西坡村的山山坳坳，闭塞平静的小山村一下
陷入从未有过的幸福和躁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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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坡遗址的发掘中，一挖就挖出一座大房基，或
者是一个大型灰坑，或是一个大型蓄水池。虽然每一次
都取得令人震惊的收获，可是总觉得像是盲人摸象，只
了解局部而无法诠释整体。为了全面掌握西坡遗址的
地下埋藏情况，考古队以5米一个探孔为间距，对整个遗
址进行了有目的、有计划、精确缜密的拉网式普探。钻
探结果是令人震惊的，表明在遗址南北两侧，各有一条
人工挖掘的大型壕沟，它们恰好与东西两侧的两条天然
河流相结合，构成一周防御性的设施。

2005年 4月，由原河南省文研所马萧林领队，著名
考古学家陈星灿、李新伟、杨海青等人组成联合考古队，
进行第五次发掘。钻探人员在南壕沟以南，约 1万平方
米的范围内进行了拉网式钻探，发现了一处墓地，其中
M8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长 3.95米、宽 3.09米、深
2.35米，是这批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出土了一件墨绿色夹
杂灰白纹理的玉钺。长方形玉钺长 22.9 厘米、宽 6.8厘
米、厚 1.3厘米，在近顶部还穿有一孔，管钻痕迹清晰可
见。它放置在墓主人右臂处，质地为蛇纹石，通体磨制极
其光滑。从出土的陶器特征看，墓葬在年代上要比居住区
挖掘出的几座大房子略晚，不属于同一时期的产物。

西坡考古炙手可热，一批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兴致满
怀，千里迢迢聚集到西坡。

2006年 3月，联合考古队发掘到一座超大型墓葬，
编号 M27，该墓口长达 5米余，宽约 3.4米，封泥中夹杂
棕红色斑块，似经过夯打，其中还夹杂有大量植物茎和
杂乱的树叶印痕。墓室位于正中，宽约0.7米，墓主人为
一成年男性，骨骼保存非常完好，没有任何腐蚀的痕
迹。遗憾的是，他身边未见任何随葬品。

占地516平方米和240平方米的特大房址相继出现，
随后又发现了公益设施区、居住区、作坊区、墓葬群、大型
人工壕沟等，并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玉器、编织
物以及成套的生活器具，考古工作者基本理清了仰韶时期
聚落的区划布局，填补了国内外多项史前文明研究的空
白，被国内外考古界誉为“仰韶文化灵宝现象”。

专家认为，黄帝“往来迁徙无常处”，在国内建有多
处都城，而铸鼎原聚落遗址，是黄帝时期建造的最后一
个，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都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写道：“铸鼎原聚落遗址群，是仰韶时
期中原地区的中心聚落，也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中心。它的影响北过长城，南达长江，在史前中国
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具有较强的辐射
力和影响力。”

2004年，国家在制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
方案时，在全国范围内众多古文化遗址中，选定了
河南郑州大师姑遗址、灵宝西坡遗址、登封王城岗城
址、新密新砦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及山西襄汾陶寺
遗址等6处遗址，为第一阶段重点发掘和研究的中心
性遗址。专家在考古发掘和调查研究中发现，
其他5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夏、商时代的遗迹遗
物，它们年代先后衔接，大致涵盖了公元
前 2500 年至公元前 1500 年的历史信
息，距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源头相去
甚远。唯独铸鼎原聚落遗址群内的西坡
遗址，属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 5500年
至4500年，是唯一能够和中华文明的源
头相衔接的遗址，也是综合显示社会复
杂化、阶级、国家和人类文明萌芽等诸多
因素最早的一个遗址，对于研究中华文
明史起源的确切年代具有重要的历史研
究价值。它产生的影响力，是目前任何
同时期的古遗址所不能替代
和比拟的。4西坡遗址F105第三次发掘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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