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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望京楼 夏商“双城记”

□本报记者 张冬云

1965年春季的一个早晨，新郑新村
镇孟家沟村民孟振声，喊着本家三兄弟，
去填平村西头的水沟。四人在就近的土
坡取土填沟。挖了近一天，孟振声一锹
下去，挖出个小洞口，几个人精神一振：

“洞里会不会有啥东西？”天色已晚，几人
把洞口埋起，第二天一早又开挖，挖到中
午时，“当啷”铁锹发出撞击金属之声，很
快，有闪耀淡淡绿色的器物露出，同时露
出的还有骨骸。

孟家兄弟把挖出的部分器物上交新
郑文化馆，四兄弟留下一些卖掉了。孟
振声分得一件铜钺，幸运的是，这件铜钺
被卖到了开封文物商店，几经辗转，现珍
藏在河南省博物院。

这件青铜钺，通长 34厘米，刃宽 39
厘米，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体量最大的
商代青铜钺之一，至今保持着全国范围
内出土的商代铜钺最宽的记录。著名考
古学家邹衡评价“孟家沟出土大型铜钺，
说明在夏商时代，该处应有较大贵族居
住，证明是当时比较重要的邑聚”。

这批器物尤其是青铜钺，引起了新
郑文化馆重视，在器物出土处开始钻
探。之后若干年，经多次规模不等的考
古发掘后，新郑望京楼夏商遗址最终呈
现在世人面前。

望京楼夏商遗址位于新郑市北，孟
家沟位于遗址东部，黄水河从遗址西侧
流过在遗址西南角折向东，遗址东西长
约 1100 米，南北长 1520 米，总面积约
168万平方米，在遗址区发现了夏代城
址和早商城址，夏代城址大，早商城址
小，早商在夏代城池内新筑城墙、大型瓮
城和沟壕。发掘遗迹包括两重城墙、两
重护城河及城门、道路、大型夯土建筑基
址、房基、墓葬等计 200余处，出土有精
美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等遗物。

望京楼夏商遗址的发现，是中原地
区继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夏代城址、偃
师商城和荥阳大师姑夏代城址之后，在
夏商大型城址方面又一重大发现，对研
究中原地区早期城市群发展演变和国家
起源，意义重大。

望京楼遗址作为夏代城址，它是二
里头王朝的东方据点。作为商代城址，
它是保护郑州商都的军事重镇。一座遗
址，变幻着夏商王朝的盛衰兴亡。

考古工作者与古遗址“一眼千年，相
隔千年宛如初见”。考古工作者用手铲
释读出的无字地书，把数千年前两个王
朝的生活图景，展示在我们面前。

◎雪后探城址
2020年深冬，去新郑踏访望京楼

遗址时，正值雪后初晴，寒风凛冽，田
野上覆盖着片片积雪，乍看如浓霜，

“这是今冬新郑下的第一场雪。”新郑
文物局工会主席宋守杰说。

先来到望京楼遗址西南角的望
京楼夯土台，它长宽分别为 60米、50
米，高 10米左右，从侧面能清晰看到
一层层夯土痕迹。它在遗址区是制
高点，遗址因它得名。它诞生于什么
时期？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宋守杰说：“2010年，郑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进行考古发掘时，曾猜想
它是否在夏商时期就已存在。因为
夯土台基需要保护，发掘队只能通过
钻探了解情况。钻探发现它早期夯
土范围远远大过现今战国时期夯土
范围，只能推测它在早期应是大型祭
祀台或瞭望台。”

除了望京楼夯土台，168 万平方
米的望京楼遗址保护区内，只有大田
地、矮平房、多条道路，景观和周边乡
村无二致。我闭上眼睛，努力想象着
数千年前的城墙、瓮城、环壕、护城
河，想象着那时的征战杀伐，那些惊
心动魄的往事，仿佛就在身边上演。

下了望京楼夯土台，沿田间小路
向北走，这条小路地下就是望京楼商
城西城墙遗存，沿小路向北走到西北
城墙拐角处，再折向东来到东北城墙
拐角处，因地面上有铁丝网，无法向
南抵达城墙东南角。再驱车沿遗址
中部郑新快速通道向南行，抵达商城
城址东南角。望京楼商城遗址四个
城角，都走到了。

望京楼商城城址东城墙外侧，并行
着南水北调干渠。古城址长满野草杂
树，弥漫着荒莽气息。而南水北调干渠
修砌整饬，水流清碧。一古老一现代，
一沧桑一崭新。但在更长的时间维度
里，南水北调干渠也会由崭新现代变得
沧桑古老，很可能也会成为“国保”吧，
像它身边的望京楼遗址一样。

回到郑新快速通道上，车如流
水，呼啸而过。这条通道曾两度改
线，并因其改线，最终导致夏商双城
的发现。

◎发现夏城
钻探商代城址时，发掘队员发现了一件

怪事，在商代城址护城河外又发现一道城墙
及城壕。与第一道城墙相同，它也是向南向
北两个方向延伸，也同样在城墙东北角、东南
角开始拐弯。难道是一座城址拥有双重城
墙？

进一步发掘中，最终确定了这道夯土城
墙属于夏代。从现场来看，商代城址护城河
直接挖破了夏代城墙。现已无法推断夏代城
墙原有宽度。夏代城墙现存宽度为1米至 3.5
米不等，较之商代城墙，它的夯窝大而稀疏，
夯土结构不甚紧密。

距望京楼夯土台北约 50米处，发掘队钻
探到一处较大淤土坑，平面为椭圆形，坑壁和
底部涂抹青膏泥，坑西端有向坑内引水的水
沟。它是一座夏代蓄水池，经常从黄水河中
引水供夏代居民使用。水坑内出土有汲水器
陶器等物。

在夏代城址道路上，还发现了双轮车车
辙，再次证明了中国在夏代确有双轮车。

新线上发现夏商两座城址后，时任郑州
市文物局局长阎铁成惊喜之余，有了新困
扰。有关部门在新线上已投入几百万元做基
础，但新线上发现了夏商城墙，咋办？

阎铁成说：“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不能
马虎，必须再调线。我把市委市政府有关领
导请到现场，详细解读遗址价值。最终领导
们达成共识，将郑新快速通道路线又调回原
线路，调回后虽从遗址区穿过，但采取了将路
面变窄等措施，尽最大可能降低了对遗址区
干扰。而珍贵的夏商城墙遗迹也得到了保
护。”

调线的初衷是为保护遗址，美好的初衷
导致了更美好的结果——幸运地发现了夏商
城墙。有些考古发现存在偶然性，但此次考
古发现，偶然之中有必然，郑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对这个遗址的信心与坚持，最终促成了
惊世大发现。

◎“双城”猜想
2010年自秋至冬，郑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共揭露遗址面积3000余平方米，完成
了望京楼遗址勘探发掘工作。

商代城址东城墙偏南发现城门和道
路，整座城门占地 2000平方米，是目前我
国发现早期城址中规模最大、形制最完备
的城门。它包括两道城门、两道护城河、门
前广场、岗哨室等。从城门结构看，堪称后
期瓮城雏形，它将中国瓮城出现，前推到了
商代前期。

夏代城址位于商代城址外侧，城址平
面亦为方形，其护城河紧贴城墙，宽约 11
米。它南北东三面有护城壕，西面很可能
假黄水河为壕。河、沟壕组成封闭空间，形
成一座防御色彩极浓厚的城址。

商人占了夏人城址重新改造利用，最
终商代城址是如何被毁的呢？

吴倩说：“钻探及发掘结果表明，商代
城址周边有一些宽 20-30米、深 3-4米的
水沟，商代宫殿及城门，均被这些水沟冲
毁。这座建造坚固的城，很可能建成不足
百年，就被毁弃了。”

事物有两面性，优缺点可能会互相转
化，望京楼夏商城址三面环水，利于防御及
城内居民生活用水。但如遇雨季，洪水泛
滥，也会对城址有巨大破坏。吴倩因此称
它为“淹没之城”。

2011年 1月 5日，河南省文物局邀请
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单位专家召开论证会，专家指出，望京楼夏
代城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仅次于夏代
都城偃师二里头，初步推测它可能为夏之某
一方国都邑；望京楼商代城址远大于建于同
期的其他商代城址，彰显出高等级的聚落地
位。夏代城址和商代城址位于同一地点，对
于探讨夏商历史、夏代晚期文化与商代早期
文化更替及中国早期城池建设等问题都具
有重要意义，是极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这座
城址的发现，再次证明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
文明的源头和核心区域。

2011年 6月，它被评为2010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

夏代为何建此城？商代又为何改造利
用夏代城址？

著名考古学家、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刘
绪教授认为：“几乎在整个夏代，夏王朝外
族威胁主要来自东方‘九夷’部族，新郑望
京楼遗址位居夏王朝腹心之地（即偃师二
里头）以东，属夏王朝东部重镇，建在郑州
——新郑一线，防范东夷是主要目的。望
京楼商城北距郑州商城25公里，郑州商城
是成汤亳都，很明显，望京楼商城属亳都南
郊卫星城。”

从2010年到 2021年，十一年过去了，
阎铁成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他提出了
一些新认知。

郑州地区已发现七座夏代城址，发现
八座商代城址，其中夏商都用的城址有望
京楼、大师姑、西史村、东赵四座。这四座
城池，自南向北排列，形成了夏代商代势力
范围分割线。阎铁成说：“这四座城池，坐
落在夏都二里头和商都郑州商城两大政治
阵营中间位置，城址的盛衰变迁，展现了商
汤革命取代夏朝的伟大进程。这四座城
池，证实了文献记载的西夏东商政治大格
局的历史存在，也令郑州商城为商代开国
之都的结论更坚实。”5

◎发现商城
时间回到1965年，孟家兄弟发现宝贝后，新郑在

出土器物处钻探。1973年，河南省博物院专家郝本
性再次钻探，确认是“一处文化层叠压很厚的遗址”。

1974年，孟家沟平整土地时，又发现了一批青
铜器和玉器，有件铜援玉戈为和阗玉打造，工艺极精
美。它和之前的那件大铜钺，再度印证此地绝非一
般聚落遗址。2006年，望京楼遗址被公布为河南省
文物保护单位。

2010年，郑州市修建郑新快速通道，最初设计
路线要从望京楼遗址区通过。虽有文物部门已先勘
探过，未有新发现，但基于对“省保”的保护，交通运
输部门在文物部门要求下，还是将设计路线绕开遗
址，向东挪了70米。

调线后，时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松林
心中仍然放不下，他说：“我想再去遛遛红薯（指在挖
过的红薯地里捡漏）。”旋即，精兵强将开赴了现场。

郑州市文研院对这个遗址寄予重望，是有道理
的。它地处中原腹心，西有嵩山余脉具茨山，四周有
溱水洧水支流，凭险易据，水源充足，土地肥沃。与
《管子·乘马》中“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
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相符合。后来的郑、韩
都建都于此，与此地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

一星期后，张松林果然遛到“大红薯”：发现城了。
11年前这跌宕起伏的一星期，当年参与考古发

掘的吴倩回忆起来历历在目：“进入设在新线上的工
地，仅仅三天，钻探队负责技术的马胜利拉上我和周
明生，神秘地说，刚探出的土很特殊，不像普通遗迹。”

吴倩将探出的土块拿在手里细看，黄色，质硬，
含料礓和细小碳粒，不是生土，莫非是夯土？几个人
反复看，确认就是夯土。

中国古代未出现烧制砖瓦前，古建均用夯筑。
当考古工作者见到夯土时，会马上意识到将要出现
的不是墓葬，就是夯土建筑或夯土墙。

随着钻探的深入，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夯土层
向西南、东北不断延伸，向北在靠近万邓公路的树林
里向西拐弯，钻探长度已近百米。在夯土层东部还
发现淤沙、淤泥。吴倩说：“ 我们断定，这就是城墙
和护城河了，马上向院里汇报。”

接下来一个月里，这处城址城圈基本确定，它埋
藏于地表之下约一米处，城址较完整，城址平面近方
形，南北长度约590米，东西长630米，城址面积约
37万平方米，城墙保存完好处厚1.5米。四个城墙
角夯土还奇迹般留存着，吴倩笑言：“或许它不甘心
毫无痕迹地消失在历史长河里，拖着残缺的身躯一
直等待被唤醒吧。”

这处古城址的城墙，由主城墙、护城墩、护城坡构
成。主城墙是用版筑法分段分层夯筑而成，护城墩在
城墙两侧规律分布，长方形，长3米宽2米，间距约为
17米。吴倩说：“护城墩具备现代‘墙筋’的作用，是其
鼻祖。用来加固城墙。”最后在主城墙和护城墩的外
围修筑梯形护城坡，作用是再度加固城墙。主城墙夯
土层是用红褐色黏土夯筑而成，两侧护城坡，由黄色
土和夹杂碎陶片料礓石的灰色土夯筑而成。

“无论从城墙的建造方法，还是夯土包含物及直
接的地层叠压关系，都有力佐证了此城墙属商代。”
吴倩说。

经密集钻探，考古队在这座城址中南部又发现
夯土带，揭露出一座大型宫殿基址，它平面呈回字形
结构，中间为开阔庭院，四周建房，北面为正殿，其余
为南庑、西庑、东庑，吴倩说：“从遗留的排列整齐的
柱基石洞，可以想见当年的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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