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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圈红砖低矮围墙，围起了方形的平粮台古城遗址。
进大门右手边，是一座狭长的南北向延伸的红砖单体建
筑，门头上写着“平粮台遗址博物馆”几个大字。馆内陈列
着部分平粮台出土文物。平粮台古城遗址博物馆副馆长
郑大勇说：“博物馆新馆正在筹建中。平粮台出的东西太
多了，博物馆面积再大一倍也放不下。”

除了博物馆，就是遗址区。乍看上去，遗址区就是一
大片旷野地，有坡度不大的起伏，地面长满野草。初春的
低温天，旷地野风劲吹。

遗址区细细看来，还是有清晰区分的。发掘现场展示
区，上面架设着遮雨棚。等待回填的新发掘区，全区域都
覆盖着塑料布和草苫子。已回填的发掘区，比如排房区和
房屋基址区，会立上标牌，简要记载发掘情况。

古城遗址的南北城墙中段，各设一座城门，两门相连
基本上纵向中分城址，俨然是中轴线了。

这个中轴线，与正北方向，偏差仅六度。
我们先来到南门，顺南门向北，沿一条红色陶砖小路

走到北门，北门已无城门遗存，两道土堤中间是个巨大豁
口。南城门北城门直线距离 185米，步行纵穿全城，不过
十余分钟。

整体上看，城址规模不大，它平面呈正方形，城内使用
面积共计 3.4万平方米，若包括外侧城壕，总面积近 10万
平方米。

继它之后，河南又陆续发掘了一些龙山城址，比如登
封王城岗新发现的大城面积达 30余万平方米，新密新砦
城址也比它大。但它发掘时间早，是中国最早发现并确认
的史前城址之一。

此地距嵩山主峰有 200公里，地势降至海拔 40米左
右，颍河平原一马平川，斜向东南，城址就坐落在颍河北的
一处低丘上。

这座城，正方形的城址规划开了我国古代城市方形建
制的先河，此后，（长）方形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
划的一个根本思想和原则。它因此被称为中国方形城的

“鼻祖”。“在所有已发现的方形城址中，淮阳平粮台是最规
整的一个。这样的地形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按既定设想进行
平面设计。”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撰文称。

它有中国最早的“门卫房”，中国最早而且独一无二的
公共排水设施。

遗址南门处地面上，可看到白线框出的两间门卫房位
置，“门卫房大小7平方米，两座门卫房两门相对，地面火烧
硬化，屋角有灶台，两房之间有1.7米左右宽的小路。房屋
最早用土坯垒砌，平时应有卫兵把守，门禁森严，表明这是
一处重要场所。”郑大勇解释。

南门中间路土及附近城墙下方，敷设有三组（六根）陶
质排水管道，每组排水管道皆有坡度，城内有进水沟或洼
地，城外通过沟渠排向外侧壕沟。穿城墙向外排水的管
道，装饰着篮纹、绳纹、方格纹，两端有子母口，节节套合，
构思精巧。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设计制造最
为先进的史前排水系统。

考古人员发现，三组排水管道，分多次敷设。考证发
现，平粮台古城使用到晚期，城内有内涝，淤塞了排水管
道，以致要拆毁部分城墙排涝。洪水过后，补上缺口再次
敷设排水管道。

“这一动态的筑城、排涝、修补、维护过程，形象展示了
平粮台龙山时期居民的智慧和生活场景。这应该是迄今
所知中国最早的公共排水设施。”河南省考古专家曹桂岑
说。1979年到1989年，他是平粮台考古发掘主持人。

遗址内还发现 10余处建筑，大多是用土坯垒砌的长
方形连间式排房，都是东西向排房，房屋门都朝南，十分规
整，有的建于一米高台上，房间有回廊，房子有夹墙，保暖
防潮。许宏分析“这样的建筑已相当壮观”。

城内还发现有陶窑，出土过冶铜渣土，还有埋葬牛的
祭祀遗迹，反映了一种层级较高的聚落生活。

□本报记者 张冬云

一个半残的黑衣陶纺轮一个半残的黑衣陶纺轮（（先民纺织工先民纺织工

具具），），带我们回到带我们回到43004300年前的旧时光年前的旧时光。。

陶纺轮是厚重的黑褐色陶纺轮是厚重的黑褐色，，上有点点绿斑上有点点绿斑，，

本为圆形的器物残剩一半本为圆形的器物残剩一半，，像半个玉璧像半个玉璧。。其其

上上，，有白色清晰的刻画符号有白色清晰的刻画符号。。

张志华张志华，，淮阳县平粮台古城遗址博物馆淮阳县平粮台古城遗址博物馆

第一任馆长第一任馆长，，在这里他工作了在这里他工作了 1717年年。。他清晰他清晰

记得发现陶纺轮的经过记得发现陶纺轮的经过：“：“20062006年年55月月2323日日，，

我带着专家去平粮台遗址考察我带着专家去平粮台遗址考察，，遗址东北部龙遗址东北部龙

山文化层断壁上山文化层断壁上，，我发现了它我发现了它。”“。”“这个陶片一这个陶片一

‘‘字字’’抵千金抵千金，，之前从来没见过之前从来没见过。”。”

带带““字字””的陶纺轮的陶纺轮，，很快被送到著名历史很快被送到著名历史

学家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手中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手中。。李学勤撰文李学勤撰文

称称：“：“使我极其惊讶的是使我极其惊讶的是，，纺轮上的符号可谓非纺轮上的符号可谓非

常清楚的卦象常清楚的卦象，，是离卦是离卦。”。”他又称他又称：“：“淮阳自古传淮阳自古传

说为伏羲所都说为伏羲所都，，伏羲画卦之说脍炙人口伏羲画卦之说脍炙人口，，陶纺陶纺

轮刚好出土于淮阳轮刚好出土于淮阳，，确实是发人深思的确实是发人深思的。”。”

陶纺轮出土地平粮台陶纺轮出土地平粮台，，位于淮阳县城东位于淮阳县城东

南南 44公里大朱庄村西南部公里大朱庄村西南部，，东临新蔡河东临新蔡河，，是中是中

国最早发现并确认的史前城址之一国最早发现并确认的史前城址之一。。曾激发曾激发

了中国考古学界关于文明和国家起源等问题了中国考古学界关于文明和国家起源等问题

的讨论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考古学大家石兴邦认为考古学大家石兴邦认为：“：“平粮台古城的平粮台古城的

发现发现，，是考古上的重大突破是考古上的重大突破。”。”

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主张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主张：“：“平粮台城门口平粮台城门口

有门卫房有门卫房，，有铜渣和陶排水管道有铜渣和陶排水管道············看来三代看来三代

时期时期（（夏商周夏商周））城市型聚落龙山晚期已具雏形城市型聚落龙山晚期已具雏形。”。”

19881988年年，，平粮台古城遗址被公布为第三平粮台古城遗址被公布为第三

批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2016 年年，，列入列入

《《大遗址保护大遗址保护““十三五十三五””专项规划专项规划》》名单名单。。

自自 19791979年到年到 19891989年年，，它曾持续大规模它曾持续大规模

发掘过发掘过 1010 年年。。新的发掘周期是新的发掘周期是 20142014 年到年到

20302030年年。。持续不断发掘中持续不断发掘中，，它不断给世人新它不断给世人新

的惊喜的惊喜。。

平粮台现已进入第二个发掘期，仍在持续取得丰硕成果。
在平粮台遗址现场，由现在的发掘队所建的文物保护室，

里面仪器配备齐全，工作人员正忙碌工作。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现任发掘队长曹艳朋说：

“我们改变以往依托单位实验室进行文物保护的模式，在发掘
工地建立文物保护室，配备专业文保人员，将保护工作前置至
发掘工地，有效解决了文物保护的时效性。”

平粮台遗址当下的考古工作，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模
式，开展包括考古年代学、古人类学、同位素分析、动物考
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景观考古和成分分析等方面的合
作研究，各项工作均有专人负责，有序推进。他们召开学术
研讨会，组织“龙山时代的中原——以墓葬为视角学术研讨
会”。还在河南博物院举办“手铲释宛丘——淮阳平粮台遗址
考古发现成果展”。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在全国找考古基地，平粮台有房有城
址有墓葬，符合要求，2016年，此地成为北大学生的考古实习
基地。“北大文博学院学生三年来实习一次，实习生是大三学
生和部分研究生，来此实习半年，回去写论文。工地给每个实
习学生开个 5米×5米的小方，配两个民工进行发掘。”郑大
勇说。

新的发掘时期里，新发现多多。
工作人员发现，古城外存有龙山晚期环壕，外围壕沟宽度

一般在25米以上，南门外壕沟宽度明显变窄，初步推测，可能
是因为此处正对进出古城的南门，为方便跨越壕沟，有意将壕
沟变窄。这体现了古代先民科学的规划意识。

2011年，工作人员做遗址周边遗存调查，发现平粮台古
城遗址周边存在一个同为龙山文化时期与城址相关的约 50
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台地。

工作人员新发现了多组排房，更多的陶水管道、陶水井
等。还发现了层层叠压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道路，至少可以
分为四期道路。第二期道路垫土中，发现一片玉冠饰片状
残片，透雕，表面平整。它的发现，是平粮台重要价值的又
一佐证。

除此之外，还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多座墓葬。
更为惊人的是，2015年，发现了疑似“中国最早的车辙痕

迹”。
城内南部偏西位置，工作人员发现有碎陶片铺垫的龙山

文化时期道路，已发掘探方暴露的部分长约4.4米，宽约 3.25
米，局部保存相对较好的路面之上，有四条疑似车辙的痕迹，
其中一条比较明显。之后，北大文博学院专家到现场察看，从
形态各方面观察，基本认可是车辙遗迹。

“如果能确认这些痕迹确系龙山文化时期的车辙，那将把
我国用车的历史由二里头文化二期，提前到距今4300年左右
的龙山文化晚期，将我国古代用车历史向前追溯了几百年，学
术价值很高。”曹艳朋说。

文明形成的四要素，是城市、文字、青铜器和大型宗教礼
仪型建筑。考古专家李伯谦教授所著《感悟考古》一书中认
为：“淮阳平粮台城址门卫房、大型殿址和陶排水管等设施的
出土，如果不是国家产生的象征，又该作何解释？”

许宏认为：“以平粮台为代表的早期城市是在大规模的社
会改组和重建中诞生的，汇集诸种代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
展最高水平的文明要求于一处，是具有权力中心性质的高级
聚落形态。这一时期的城市具有规模小、独立性强、存在时间
较短、城乡分化不甚明显等特点，呈现出城市初期所特有的
面貌。”

平粮台遗址发掘中持续的收获，给人们不断带来惊喜。
笼罩在这座古遗址上的诸多谜团，将会逐步被揭开。1

在平粮台，感受中国最早的方形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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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粮台遗址一经发现，引发海内外学者关注。它是一处
什么性质的所在？

有学者认为，平粮台古城遗址为寻找太昊故墟宛丘提供
了重要线索，此地很可能是太昊伏羲之墟、炎帝神农之都的古
宛丘。

罗泰教授是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著名学者，他推
测平粮台应是一处享有特权的地方，一处有意兴建的“门禁社
区”，贵族阶层借此有意把自身及其活动，从与大众的冲突中
分离出来。

平粮台遗址被发现，十分偶然。
此地，相传是《诗经》讲到的古城宛丘，《诗经》中《陈风·宛

丘》描述：“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坎其
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是个有浪漫的美丽
爱情故事的地方。

到了战汉时期，作为平原上罕见高岗，此地变成王公贵族
墓葬区。平粮台东侧四五百米是新蔡河，这是条运粮河，运粮
船队走到这儿，会在此装卸粮食。作为粮食中转站，宋代称这
儿为储粮台，民间叫平粮台。后来老百姓附会为包拯陈州放
粮的地方。

1977年，相关部门搞文物普查，在此发现一把青铜剑，考
古专家曹桂岑将剑的铭文摹出，寄给李学勤，李学勤鉴定为越
王剑。之后在平粮台又发现多把珍贵越王剑。1979年，淮阳
大朱庄村民建了七个砖窑取土烧砖，大量墓葬出露，农民拿青
铜器换东西没人要，要砸成碎铜块卖废品。平粮台的抢救性
发掘，迫在眉睫。

为做好平粮台的保护性发掘，河南省首届文物干部训练
班在此开班，被称为“河南考古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们
在此地实习了4个月，发掘了一批重要的楚汉墓群，出土了错
金、错银越王剑，巴蜀剑，玉璧等数千件文物。直到这时，人们
仍认为它就是个埋藏丰富的墓葬区。

1979年 9月 8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秋雨绵绵，地下水位上涨，因几座古墓积水无法发掘，曹

桂岑临时改了发掘点，选地势较高、没积水的平粮台东南部和
西南部发掘。发掘一个灰坑时，出现长方形、断面花土、分出
许多均匀小层的东西，这是什么？时逢著名考古专家安金槐
来工地，他很肯定地说：“这是土坯。”

土坯的出现，是先民建筑技术的一大进步。很快地，平粮
台东南部发现了三排建于夯土台上的土坯建筑。

曹桂岑认为，有了夯土技术，此地先民就能筑台，能筑台，
就能筑城。难道这座土台子，是座龙山文化古城址？

城墙就这样发现了。最终发掘出的城墙底部宽 13.5米，
上部宽8至10米，残高3.65米。

1980 年，考古人员在西墙和南墙开了两条探沟，后又
开了 8 条探方。为找到城墙缺口（城门处），工作人员在南
城墙正中开一个探沟，发现了陶质排水管道，“灰色，陶质
较厚，上拍印绳纹。”曹桂岑回忆。再向南发掘，开一个探
方 ，两 个 门 卫 房 出 现 了 ，又 出 现 了 新 的 陶 质 排 水 管
道。

因为平粮台挖土烧砖不止，它的保护迫在眉睫。曹桂岑
进京汇报，去国家文物局争取保护经费。“汇报后仅仅过了12
天，国家文物局批复了 10万元保护经费，国家将土地全部征
购，平粮台遗址得救了。”曹桂岑回忆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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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粮台出土的陶鸟

▼平粮台出土的刻符陶纺轮

▲平粮台出土的陶甗

平粮台大型土坯排房遗址

门卫房

图示处为陶质排水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