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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于旷野中的这座 5300 年前的城，带
给今人的震撼是多方面的。

“从形状来说，它是仰韶环壕与龙山方城
的过渡形式。这个城圈，方向感不强，西门北
门都偏离圆的中轴线，可能那时人们还没有对
称观念。它的筑城术，则要比其后确认的湖南
城头山古城址筑法先进许多。西山人创新版
筑木框，这是思维质变的结果，好比雕版印刷
和活字印刷，不可同日而语。”张玉石、郝红星
撰文称。

西山城池创造性地采用了挖槽筑基、夯
打、版筑等一系列最先进筑造技术，奠基了中
国古代营造技术的基础。

西山城池是使用版筑技术铸就的我国迄
今发现的伴壕而生的最早圆形城池，标志了城
防设施从以环壕为重心，到以夯土城垣为重心
的重大转变，在军事防御史上也有重大意义。

这座城池，深得当时人们的钟爱，建筑上
的诸多细节都体现了这一点。比如注重城内
建筑与城池布局统一协调，比如西城门外水清
如带，为跨越它搭建了木桥。比如北城门外设
置的护门墙，又能御敌又能挡风。以西山城池
为标志，中国城市建设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它
也拉开了郑州城市建设史的帷幕，令郑州成为
世界城市群中，具有五千年发展史的城市。

西山城池是黄河流域迄今发
现的时代最早的城池，是当时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

阶段的产物，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具有标尺
意义。

中国史前社会从距今 6000 年开始，各部
落集团对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争夺日趋激烈，
促使早期国家政权的诞生。

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组织
下，保卫部落成员人身和财产
安全的城池产生了，它预示
着长期稳定、繁荣统一的
氏族社会结束，群雄并
起、万国林立的古国时
期开始，以城池为核
心的古国出现，标志
着文明时代的形成，
西山城池向
人们证实，在
5300 年 前 ，
郑州地区率
先开启古国
时 期 ，开 始
迈 向文明时
代。5

□阎铁成

1995年 9月，《中国文物报》发消息称：“在郑州西山，经国家文物

局考古领队培训班连续三年的发掘和探索，发现迄今我国年代最早、

建筑技术最先进的古城遗址，考古学年代为仰韶文化晚期。”中华文明

源起时间，因西山古城的发现推向5300年前。西山遗址因此入选了

199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二十多年过去，西山古城依然是中国已发现时代最早的版筑古

城。带着对它的敬仰，在山花烂漫的春日，我再一次走近它，聆听远古

文明的回响。

西山遗址，位于郑州市古荥镇孙庄村一
带。此地北面是高耸邙山，南面是古老旃然
河（今名枯河），东面是大平原，古代是宜居
之地，也是适宜经济交流形成区域中心的地
方。西山遗址，坐落在旃然河与西山汇合处
的向阳山坡上。

1984 年，因为要在西山建中原石刻艺
术馆，前期文物勘探中发现了西山遗址，
1985 年，郑州考古研究所进行调查，确认

“西山遗址东西长约 400米，南北宽约 500
米，总面积 20万平方米左右。是仰韶文化
中具有地域和族别特征的独立类型”。

在郑州周边，仰韶文化遗址太多，西山
遗址面积不大地位不突出，人们并未对它多
加关注。

1993年到 1995年，国家文物局考古领
队培训班连续三年在郑州现场教学，西山遗
址是其中一个教学基地。这个培训班，被戏
称为考古界的“黄埔军校”，今天全国考古领

域的领军人物，有很多人出自这个班。
为了教学需要，也考虑到可借机廓清西

山遗址真面目，负责培训班工作的乔梁、张
玉石，在西山遗址确立坐标基点，对遗址全
面布方。

发掘开始时选择了在遗址西北边缘区
布方。这一决策，令发掘开头就有大收获，
发现了夯土和壕沟。再经过 1994年、1995
年的持续发掘，一座以城池为核心的仰韶文
化遗址赫然面世。

最终呈现在考古工作者眼前的西山遗
址，面积达20万平方米，西山城池居于遗址
中心，平面为圆形，这是中国古代城池发端之
初的基本形态。城池北部保存完好，南部被
旃然河冲毁。结合遗址内文化堆积判断，西
山城池至少建于距今5300年前，此前考古发
现的城池不过4000余年，西山城池面世，将
中国筑城历史向前推了1000余年，成为当时
中国发现的最早城池，被誉为“中华第一城”。

顺郑州市江山路北行，过枯河桥是西山
路，沿西山路西行，穿越京广铁路地下隧道
后，逶迤起伏的邙岭南坡映入我的眼帘，路
边土坡上立有西山遗址标志碑。

沧海桑田，西山古城已被岁月深埋于地
下。我的眼前，是漫山遍野的嫩绿，夹杂着
各色小野花的绚烂。

我站在遗址中心位置，一个问题涌上心
头，西山人为啥要筑城呢？

时光回到5300余年前，当时的西山，气
候温暖湿润，周边多河流，东南是草原，西边
是森林。专家通过对西山人人骨的检测，发
现西山人以小米为主食，配合吃一些肉类，
营养和发育水平都不差，不愁吃喝之余，西
山人需要担心的，就是氏族部落成员人身和
财产安全了。

西山地理位置较其他水网地带的遗址
如青台、汪沟、大河村等要优越很多，那些地
方遇内涝或洪灾，恐怕要去地理位置优越的
秦王寨、西山一带就食（抢食）。面对来势汹
汹的就食者，挖一般的环壕不起作用，西山
人只能动用聪明才智，开始想法筑城保护自
己了。

西山人所筑古城址，由外环壕、内环壕、
城墙三道防御设施组成，平面呈圆形，城墙
内面积约 35000平方米。城池南部被河水
冲毁，仅存北部部分城墙和城壕。残存外环
壕现存长度超过 600米。残存内环壕现存
长度约 260余米。城墙残存 265米，也是环
形，分西墙、北墙、东墙。北城墙西北城隅段
是保存最完好的一段，基底宽 11 米，存高
2.50 米，现存高度平面宽约 8米，比别处城
墙都宽都厚。城墙拐角处往往是防守薄弱
地带，此处加宽加厚，显然是为了提高它的
防守能力。

西山城墙是用版筑技术夯筑而成，这是
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用版筑技术建造

的城墙。
所谓夯土版筑，是用木棒

（亦称夯杵）将黄土用力夯打密
实变硬后再建城墙或房

舍。从考古发掘看，我国夯筑技术最古遗
例，出现在河南省汤阴县白营子，它是七八
千年前的新石器末期遗址。

西山城址城墙，是怎么建造的呢？
西山人先在拟建区段挖筑倒梯形基槽，

采用方块版筑法分层夯筑城墙，至少使用了
三种版筑方法：第一种是以立柱固定夹板，
四面版块同时夯筑。第二种是依次逐块夯
筑，夯筑完一块抽掉夹板，再夯筑另一块。
第三种应用于墙体中心，在版块内直接填
土，稍经夯打而成，夯层较厚。

版筑城墙夯层厚约 4—5厘米，中心版
块夯层厚度达8—10厘米。夯窝圆形，多呈

“品”字形分布，应为三根一组集束棍夯成。
版筑城墙上下层版块交错叠压，为增加凝聚
力，版块间会夹垫植物茎叶。城墙随高度增
加逐级内收，形成台阶状，为防止攻城者顺
台阶攀登，又建造堆积层斜压在城墙上，堆
积层上涂抹光滑泥浆。西山城池的挖槽筑
基和版筑技术，在中国城垣建筑史上均是开
先河之作。

西山城池的城门建设，体现出军事防御
功能的多项创造，展现了西山人的卓越智慧。

西山城池发现了西城门和北城门，形制、
结构有较大区别。西城门现存门道宽17.50
米，相对应城壕深约2.50米，壕内两侧建半圆
形土台，这是架设城门桥的墩台，无战事时架
桥通行，有战事时拆除桥板防御。西城门北
侧城墙上保留基槽，槽内密布柱洞，推测这可
能是望楼等建筑留下的柱洞。

北城门现存门道宽 10米，东西两侧为
三角形城台，令门道平面形状呈外“八”字
形。西城台外侧还建有守门人瞭望台。

北城门外侧正中横筑了一道护门墙，有
点像现在的影壁墙，它夯筑坚硬，既能防止
入侵者长驱直入，也可藏兵于护门墙内杀
敌。其作用相当于后世的瓮城。

护门墙南侧正对北门处，是联通城内外
的南北向道路，现存长度为 25 米，宽度为
1.85米，路土厚约 0.40米，粗沙和红烧土碎
粒与细沙质黄土相间，分8层铺就。

看着这条 5300余年前的大路，令人浮
想联翩。当年都是谁奔走于这条大路上？
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呢？

考古工作者发现，两个城门门道处都有
奠基遗存，以鼎、罐、大口尖底缸、环形平口尖
底瓶等为葬具，内有幼儿尸骨。收纳骨骼不
完整，有的仅存头骨或部分肢骨，显系杀害肢
解后再行埋葬的。黄展岳在《古代人牲人殉
通论》中称：“西山城墙和房基建筑中的奠基
杀婴埋置现象，应是当时建筑过程中，举行的
某种特殊意义的祭祀仪式。”

杀婴奠基留下诸多谜团，比如这些婴孩
是本氏族还是从外氏族掠夺来的？他们是
祭奠给皇天还是后土的？这些问题，有待于
更多的研究发现才能揭开谜底。

西山古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大的
城内发掘出大量房基、窖穴、灰坑、墓葬、祭祀
等遗迹，揭示出昭然有序的先民生活状态。城
内公共建筑、居民住房都经过精心设计，让现
代人领略到遥远时代的先民，仍有丰富的社会
生活。

考古工作者在城址内发现房屋建筑遗存
200余座，西城门内东侧的 84号，是一处大型
房屋夯土建筑基址，它呈扇面状，东西长约 14
米，南北宽约 8米，84号北侧是面积达 400平
方米的广场，84号建筑周围，还有数座房屋环
绕。84号显然是西山人的公共活动中心，在这
儿可完成很多公共活动。

西山遗址房屋建筑技艺精湛，为平地起建
的长方形或方形房屋。建筑方法是先清理基
底或挖筑基槽，多层垫土，再开挖墙基槽，槽内
埋设木柱，构建木骨泥墙，之后架设梁架搭盖
屋顶，最后修整地坪。地坪多用料礓石多层夯
筑，坚硬平整。

西山城池内外发现两处墓地，均按规划布
局。第一处墓地位于城外西部，均为单人葬，
不见随葬品。第二处墓地位于城内北部，有成
年男子和婴儿合葬墓，有成年男女合葬墓，还
有一次葬与二次葬的成年男女同穴分层合葬
墓。专家认为，通过墓葬反映出在西山遗址中
后期，家庭结构已发生变化。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人骨检测分析，发现西
山人龋齿、牙周病、关节炎等疾患普遍。还发
现一具 25岁孕妇的尸骨，她应是死于难产，她
的宫腔中有清晰的婴儿遗骨。此类发现，对于
人类疾病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远古时代的祭祀活动极为频繁。先民认为
万物有灵，人类任何行为都会被神灵洞察和操
纵。人类通过巫术和仪式，用尊敬、讨好、屈从
等手段祈求神灵保护自己，这就形成了祭祀。

西山城址中发现了 2000 多个窖穴和灰
坑，20余座废弃窖穴中有大型兽骨架，有被腰
斩后埋入的半身牛骨架，还有被捆绑的猪骨
架，以及与兽类扔在一起呈挣扎状的人骨架，
都是频繁祭祀活动中的牺牲。在一些窖穴底
部发现了排列有序的数组陶、石器，显然也与
祭祀活动有关。“西山城址这些特点鲜明的奠
基和祭祀遗存，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民风民俗
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西山城址出土了众多陶器、石器、骨器、蚌
器等，陶器种类有鼎、罐、盆、钵、碗、壶、瓮、尖
底瓶、大口缸等。出土了多件美丽的彩陶器。
彩陶罐身上由平行线、弧线等组成优美图案。
白衣褐彩彩陶钵上，陶钵上腹施白色陶衣，更
以褐彩绘弧形三角纹加变形鸟纹，器物之美让
人惊叹。为我们了解西山人的社会经济生活
以及他们的艺术观念，打开了一扇窗户。

◎它是文明标尺

◎城池夯土版筑
◎城中生活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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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门北段城墙平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