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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本 报

《大河之北》系

列采访中，我

们接触了这样

一批考古人：

雄安新区设立

后不久，他们

就来到了这座

未来之城，带

着最新的考古

技术、理念，寻

找这片土地上

曾经的历史与

文化。

南 阳 遗

址，是雄安新

区面积最大、

文化内涵较为

丰富的一处全

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也正

是探寻雄安历

史文化的一把

钥匙。透过南

阳遗址考古，

让我们前往考

古一线，了解

真正的田野考

古是怎样展开

的，考古人如

何工作，他们

看到了什么，

又收获了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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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根据第三次文物普查结
果，雄安新区登记文物遗存
215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3 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8处，市、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 81 处。经第一次可
移动文物普查统计，国有收
藏单位文物藏品共 824 件，
其中珍贵文物38件。

除了容城县南阳遗址，
雄安新区还有两处少为人知
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雄
县宋辽边关地道遗址和雄县
三各庄遗址。

雄县古称雄州，北宋时
期的边关要塞，兵家必争之
地，也因此留下许多战争
遗迹。

其中，被誉为“沉睡千年
的地下军事奇观”的雄县宋
辽边关地道，最为典型。

宋辽边关地道遗址于
1964 年被发现，1993 年进行
了初步发掘修缮。通过发
掘，初步确定它分布于雄县、
霸州、文安、永清境内，东西
长 65 公里，南北宽 65 公里，
总面积达1300平方公里。

宋辽古战道规模大，结
构复杂，人们将之称为“地下
迷宫”。地道内结构复杂，有
掩体、放灯处、议事厅、藏兵
洞、迷魂洞、休息室、翻板等，
顶部还设有通气孔，堪称“地
下长城”。古战道发展了攻
城术，将地道用于军事防御，
应该说是我国军事史上的重
大发现。

2013 年 5 月，雄县宋辽
古战道并入廊坊边关地道遗
址，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同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还有雄县七
间房乡三各庄村的三各庄
遗址。

这处遗址主要为仰韶文
化、龙山文化两个时期，其中
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为
主，距今约6000年左右。

遗 址 西 距 白 洋 淀 500
米，东西长300余米，南北宽
100 余米，面积 3 万余平方
米，呈长方形，遗址略高于地
面，文化层厚约 1—2米。河
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到三各
庄遗址进行调查，采集到彩
陶片、泥质红陶、夹砂红陶、
磨光黑陶器残片以及骨器、
石器、角器等标本。

目前，该遗址尚未进行
大规模考古发掘。雄安璀璨
的历史文化，还在等待新的
考古发掘去探索发现。

整 理/河 北 日 报 记 者
李冬云

雄安文保

知多少

▼容城南阳遗址考古队
员查看勘探土样。

本版图片均由容城南阳
遗址考古队提供

◀容城南阳遗址考古队员使用
RTK测量仪进行测绘。

◀容城南阳
遗址考古队员正
在刮面。

考古不是“寻龙点穴”

2019 年 11 月 11 日，容城县南
阳村南，雄安新区文物保护与考古
工作站。

“来，看看我们的考古神器！”
南阳遗址考古队队长、河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晓峥一步两
个台阶，快步迈上二楼，打开一间
工具室的门，从墙角拎出一根一人
多高的细木杆。

“掂掂，铲头是用好钢打的，沉
着呢。”张晓峥摸摸木杆一头锃光
发亮的半圆形铲头，“目前考古钻
探，再高精尖的钻探仪器，也替代
不了它。”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洛阳铲，
中国考古钻探工具的象征。

张晓峥放下洛阳铲，走到窗前
向南眺望，刚刚出苗的广袤麦田之
下，就是南阳遗址 42 万平方米的
保护区。

南阳遗址，雄安三处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是一处东周、
汉代文化遗存。遗址保存面积较
大，是雄安新区东周时期燕文化重
要的代表性遗址，为探寻新区千年
历史文化，2017 年 5 月，定为首个
考古发掘地。

通过上世纪 70 年代出土的带
铭文战国青铜器和史籍文献，考古
队推断，农田之下，可能沉睡着一
座战国时期的城。

考古队要找到这座城，搞清楚
它的城墙、道路、城内建筑等布局
和使用年代。张晓峥戏称，南阳遗
址考古，主要是搞“不动产”。

搞“不动产”，要分三步走，一
调查，二钻探，三发掘。

“野外调查，我们叫拉网式徒
步踏察。隔上一段站一个人，每人
一部对讲机，手里拎个编织袋，并
排前进，捡到陶片、石器啥的就装
袋里。”张晓峥说。

徒步踏察，可不只是走走看
看，队员们得随时观察琢磨，究竟
从哪里钻探。

“盗墓小说里有一招‘寻龙点
穴’，看好了一挖一个准，你们有没
有类似奇招？”记者好奇。

“哪有那么玄乎？最靠谱的办
法就是用洛阳铲打、打、打，然后分
析铲子带出的土。”张晓峥说。

辨土认土，是考古人的看家本
事。不会看土，别说考古。

带上来“五花土”，下边多半是
墓，带上来致密夯土，根据夯土范
围，下面可能是人工修筑的墙或者
建筑基址。结合土的颜色，土里的
包含物，考古人就能大概分辨出是
什么朝代的遗址。

整个保护区，考古队按 5米乘
5 米打“梅花孔”，一共打了 2 万多
个，就像在田里扎“筛子”。

大规模地钻探，是为了确定下
一步发掘范围。南阳遗址至今 5处
发掘地中的 4处，都是这样“扎”出
来的。

不过，第 1发掘地夯土墙的发
现过程，有些特别，它用到的不是考
古人的辨土技能，而是“认草”本事。

2017年 8月的一个傍晚，钻探
收获不大，考古队员们用草帽驱赶
着蚊子，沿着乡间小路收工回站。

突然，技师康三林扫过路边一
块 1米多高的台地，眼前一亮——
是一片贴地长的尖叶草。

“这种草我叫不上名字，但知
道它通常长在致密的土壤中。致密
的土，很可能与夯土有关联。”康三
林顺手下了一铲，用手捻开洛阳铲
带上的土。

有惊喜！黄褐色、颗粒均匀、致
密，就是夯土，而且有六七十厘米厚。

“下面会不会有城墙？”本有些
疲倦的队员们一时兴奋起来。

南阳遗址考古寻找古城，有了
突破口。顺着这一发现，考古队最
终摸清了一道东西 700 多米的战
国、汉代城墙。

识得一株草，康三林觉得不算
啥。他说同行里，有能作诗、会画
画、懂乐谱的，有知天文、懂地理
的，还有能识骨、懂古文字的。

“不是我们学问多‘渊博’，考
古要不断积累工作经验，更需要交
叉学科知识做支撑，工作的性质就
逼着你多看、多学。”张晓峥说。

南阳遗址考古已历时两年半，
仍在继续。目前考古队已基本确定
了城的年代和规模：这是一座始建
于战国、沿用至西汉、边长 730 米
的战汉时期中型城址，是迄今雄安
新区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

考古不仅仅是“土里找土”

2019 年 11 月 11 日，南阳遗址
第三发掘地。

还没进考古现场，先看到发掘
地旁一座一房多高的大土堆。这些
土，是 2018 年 6 月起，考古队用时
一年半，一锹一铲挖、一车一车拉
出来的。

张晓峥掰指头算算，“得有
2500立方米了”。

这样挖土扒土、“土里找土”的
工作，就是考古人的日常。

考古人还编了句顺口溜自我
调侃，“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
的，仔细一问，是考古勘探的。”

“土里找土”，看似简单，其实
并不容易。

手铲，是“土里找土”最常用的
工具。一把手铲可以干很多事，最
主要的是“刮面”。

刮面，是考古人的又一项基本
功。把面刮好，才能确定是否有遗
迹存在，确定文化遗迹之间的关
系，谁压着谁、谁打破谁。

薛文龙，是刚到河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工作两年的 90 后。最初
学刮面，在探方里一次蹲得时间太
长，站起来两眼冒金星。

“用力得适当，太轻，刮不动，
太猛，土里虽硬却脆的文物容易

‘受伤’。”薛文龙蹲在第 5 发掘区
的探方里，手指顶着手铲的铲缘，
手掌攥紧手铲的短木柄，铲面和地
面形成一定角度，由远及近，一下
一下小心地刮。

一个探方从开始至结束要刮
上百遍，每一遍都要观察土质土色
的变化，直到没有人类扰动的生
土，才算结束。

不同土层，特征是不一样的。
刮面辨土，得调动多个感官。

“看土层颜色、包含物，触摸土
层软硬，听手铲刮过地皮时声音是
脆是闷。”两年多，薛文龙跟着老队
员学，摸出些门道。

这份细腻的工作，打磨出考古
人共同的气质：耐心大、干活细。

不过，如今的考古工作，已不
只是拿着手铲“土里找土”。“满身
泥土”的考古人，有了更多“高精尖
武器”辅助工作。

考古人员在地面踏察时，在雄
安上空，一架装载激光雷达测绘系
统的无人机，正在工作。

机载激光雷达测绘系统，是测
绘领域的一项先进技术，精度厘米
级，可快速生成多种类型的三维地
形地貌图。

“有了这个‘帮手’，我们能一
下获得大量数据，对遗址有相当准
确的宏观认识，这在十年前都是无
法想象的。”张晓峥说。

只用了 3天，雄安新区起步区
100 平方千米的测绘就完成了。生
成的地图上，建筑、道路、农田、河
流的形状、大小、位置清晰可见。

“天上找土”更高效，地上布方
也更精准、高效。

2019 年 11 月 11 日，南阳遗址
西侧第4发掘区。

发掘区内一个个规规整整的
方形探方，给人一种莫名的舒适感，
让人纳闷考古人都是“完美主义”。

“是我们的布方设备升级了。
过去用罗盘、皮尺布方，随着误差
积累‘跑偏’成平行四边形是常有
的事。”考古队员龚湛清从工具室
取出考古队的新“帮手”——一根
一人多高的杆子，头上顶着一个黄
色主机“大头”。

考古队员们叫它“RTK”，是一
个精度厘米级的三维定位测量仪
器，这家伙比罗盘、皮尺精准多了。

“罗盘、皮尺三天布完的探方，
RTK 1 个小时搞定，还不会‘跑
偏’。”龚湛清说。

如今考古队的工作离不开这
个“大头”，除了布方，对出土文物、
遗迹的地理空间坐标的精细化采
集、记录、测绘，都会用到它。

龚湛清喊记者到他电脑前，要
展示他们刚刚用实景三维建模软
件制作的遗址3D影像图。

电脑屏幕上，实体体积达数百
立方米的第 3发掘区，随着鼠标操
控，放大、缩小、翻转，看整体，遗址
形状、走向一目了然，看细微，夯土
墙直径5厘米的夯窝都一清二楚。

制作这张 3D 影像图，考古队
其实只用了小半天。

先给发掘区拍了 500 多张照
片，选取其中关键的百余张，用实
景三维建模软件给片中文物标记
三维坐标，之后将照片传入电脑
3D图像制作软件，合成。

“队里的年轻人，‘玩’这些新
技术，溜得很。”张晓峥感慨，就在3
年前，他参加新乐伏羲台遗址考
古，遗迹平面和剖面图还靠手绘。

“绘图也是考古人的基本功，眼看
要用不上了。”

现代化，正在渗入考古工作的
每个环节。

考古不是“挖宝”

2018年11月22日，农历小雪。
张晓峥和两名考古队员正蹲

在一个 4 米见方、2 米多深的试掘
探方里，用毛刷轻轻刷着一件露出
头的陶器。探方外，考古队员支起
的烤火堆火苗高蹿。

这是南阳遗址北 3.5 公里，考
古队另一处主要发掘地——容城
晾马台遗址，一处商周时期遗存，
省级文保单位。

北方考古，对气温有要求，每
年挖掘时间只有春、夏、秋三季。考
古队要赶在大地上冻前，挖完这个
探方。

三名考古工作者蹲在探方里
刷了半晌，终于小心翼翼捧出一件
器物。

“张队长，这是个宝贝？”考古
队雇的当地民工手揣在袖子里，好
奇地围上来。

“挖宝”，是许多普通人对考古
工作的理解。

这件器物是大半个陶鬲，直白
地说，是古人做饭的锅，残留了部
分口沿、腹部和足，残高 30厘米左
右。陶鬲的足部，还带有明显的火
烧痕迹。

民工们怎么看，都觉得没一点

“宝贝”的样子，一块灰头土脸的陶
片而已。

但在考古人眼中，这还真是
“宝贝”，而且是晾马台遗址考古的
重大发现。

“刚一出土，从陶鬲口沿、腹、
足部的造型看，就感觉年代比较
早，不像春秋战国的，倒像西周
的。”张晓峥说。

当时，包括雄安三县，整个白
洋淀区域都没有西周时期文物
出土。

不过，考古人习惯了有九分把
握说七分话，毕竟只出土了一件形
似西周的器物，他们忍住兴奋，现
场没做定论。

器物很快拿回工作站文物修
复室，修复完整。

“拿着修复件与十几件同出器
物一一比对后，我们才敢肯定地
说，就是西周。”张晓峥手一挥，仍
有些激动。

这件西周陶鬲一下填补了空
白，成为完善雄安考古学文化谱系
编年的珍贵实物资料。

南阳遗址考古队主要是搞“不
动产”的，最让他们兴奋的，是在遗
址中部偏北处，发现了一道宽近20
米的东西走向战国夯土城垣。

“不得了，当时越挖越吃惊，城
垣南北最宽处有 17.5 米。”张晓
峥说。

修建城墙，自古都是官方工
程。2000 多年前，一道如此之厚的
城墙，究竟要保护什么重要的人？

“没准城内会有大型建筑基
址！”考古队员们想到了史籍中有记
载，春秋燕桓侯迁都“临易”、战国燕
文公迁都“易”，位置都指向南阳遗
址周边区域，但至今没有找到。

南阳遗址，会不会与这两座城
邑有关？队员们都铆足了劲儿找大
型建筑基址。

1米、1.5米、2米、2.5米……
“我们在第 3发掘区发掘整整

一年半，把战国到宋金的遗存都翻
出来了，就是没有一点大型建筑基
址的遗迹。”张晓峥提起这事，忍不
住一声叹息。

“失望吗？”记者问。
“肯定啊！”张晓峥向后捋捋头

发，沉默了片刻，“但没有重大发现
才是考古工作的常态。”

不过，考古队可不是全无收
获，他们挖出了一把完整的文化层

“时空标尺”。
记者顺着第 3 发掘区的土台

阶下去，是 2 米多深的探方，探方
壁面上一道道起伏的白线间，贴有
字母、数字组成的地层标签。

“从下向上，是战国早中期、战
国晚期、西汉早期……魏晋北朝时
期、唐—宋金时期。”张晓峥点划着
一个个标签讲解。

被白线分开的土层，考古人叫
它“文化层”，是历史上人类活动留
下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
堆积层。

第3发掘区的文化层跨度时间
长，从战国到宋金，主要朝代不缺
环，而且各文化层都有器物出土。

“日后，这就是一把‘标尺’，周
边遗址如果有出土文物难断代，可
以参照比对这里的同类器物。”张
晓峥说。

事实上，几年来，考古
队已经勾勒出了一个以南
阳遗址、晾马台遗址为核
心、面积 20平方公里、由 13
处遗址墓地组成的、年代从
距今 4000 年龙山时代到宋
金时期的“大南阳遗址”，文
化发展连绵不断，延续3000
多年。

这，是雄安新区千年历
史文化的缩影。

“我们考古从来不是为
了‘挖宝’，而是要透物见
人，透过那些冷冰冰的遗
物、城址、墓葬，窥探它们背
后古人的生产生活和思想
文化，探寻历史，寻找我们
的来处。”张晓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