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汉时期考古
韩国河

２０１５年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有了新的收获和进展。出版发掘报告、报告集、
研究论著和论文集数十部，发表考古简报和研究论文数百篇。研究角度广泛，其中都城与

聚落、帝王陵墓、区域墓葬、美术考古、简牍以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发现与研究层出

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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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城

褚晓波、张童心以考古学文化面貌反映的文化族属认同角度，从以马莲花流域为中心

的义渠戎文化面貌入手分析，认为在秦国自雍城迁泾阳、栎阳以及定都咸阳的过程中，北

方部族向南扩散受到阻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北方文物》３期）。

（二）离宫别馆

刘娟通过梳理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认为阿房宫并未建成，并且一直维持其规划、建

造之时的 “临时代名”而称 “阿房宫”（《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２２辑）。２００９年 “关中

秦汉离宫别馆考古队”再次勘察了甘泉宫遗址，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梁云根据此次的

调查测量，对汉甘泉宫的形制及相关问题作了探讨 （《考古与文物》３期）。该考古队还
对千河下游进行了全覆盖式的调查，发现东周至秦汉时期遗址 ４０余处，遗物以砖瓦等建
筑材料为主，且多发现有夯土基址，调查者认为这些遗址可能是当时的离宫别馆 （《考古

与文物》３期）。

（三）长城与边城

张文平等人对之前认定的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灰腾梁之上的北魏御苑遗址

进行了复查，发现所谓的御苑其实是墙体、烽燧、障城齐备的西汉长城遗存 （《边疆考古

研究》２期）。甄自明、岳够明分析了鄂尔多斯地区汉代城址的分布、城址与长城、城址
与秦直道、城址与昭君出塞的关系 （《草原文物》１期）。

白光根据考古调查结果与文献记载相对应，认为河北丰宁县凤山镇土城子遗址即是秦

汉要阳故城城址 （《文物春秋》３期）。艾冲通过对历史文献、田野调查、考古资料的综
合分析和逐一判断，得出西汉时期上郡管领 ２３县的治城地望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２２辑）。
赵红梅对两汉时期在北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设置郡县的三类统辖模式进行了研究。



其中郡县设在两汉时期削弱了匈奴对东胡、乌孙等族的控制，特别是河西四郡的设置为张

骞出使西域创造了条件 （《北方文物》４期）。

（四）窑址

在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苗庄墓地发掘３座汉代陶窑，呈品字形排列，三座陶窑的形制
大致相近，由操作坑、窑门、火膛、窑室、烟道五部分组成；建造手法相同，均为由地面

向下掏挖形成。发掘者根据出土遗物等方面特征推测其可能是专门为附近墓地烧制修筑墓

葬所用青砖、瓦、空心砖等建筑材料的砖瓦窑 （《中原文物》５期）。李婉琪、索秀芬对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战国至秦汉时期的３５座陶窑进行了具体的形制分析并探讨了相关问题
（《草原文物》１期）。

（五）仓储遗址

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凤翔县博物馆编著的 《凤翔孙家南头：

周秦墓葬与西汉仓储建筑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介绍了仓储建筑遗址的形制、结

构和出土的遗物。

（六）玉矿遗址

２０１４年对甘肃马鬃山战国至汉代玉矿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中，在寒窑子草场和径保尔
草场两个地点发现矿坑、斜井、石料堆积、防御遗存、灰坑、灰沟、房址等，出土遗物主

要有陶片、石器和玉料等，对了解古代采矿规模和聚落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考古》７
期）。

（七）排水设施

林源、张文波介绍了秦建筑遗址中的排水设施，包括散水、排水沟以及由排水池、地

漏、排水管和渗井等组成的排水系统，并指出秦在建筑排水方面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

验，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排水做法，排水设施的生产制作也呈现出规律性，反映了秦的建筑

排水技术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华夏考古》２期）。

（八）其他建筑遗址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大兆汉宣帝许皇后陵北侧抢救性发掘一处

汉代遗址，发现陵园墙址、夯土建筑基址等遗迹，出土遗物以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为

主，另有陶质生活器皿、生产工具、钱币等。发掘者认为此处是西汉中晚期建筑遗址，可

能是许皇后陵园相关建筑的一部分 （《洛阳考古》２期）。
孟祥伟搜集了两汉时期河南的铸钱遗存，并分析总结了其特点，点明了铸钱遗存的研

究价值 （《中国钱币》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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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陵

２０１５年度相关帝陵的发现和研究相对薄弱，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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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始皇陵：关于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的专著主要是许卫红 《说说秦俑那些事：

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记事》 （三秦出版社）。这本书在整理发掘出土新资料

时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的前前后后，一方面

补充了专业发掘报告中不能反映的工作者的情感、遇到的困难和压力，如实记录了一个考

古工作者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应对困境的心路；另一方面又以通俗的文字介绍了考古新收

获，向普通公众进行文化知识的普及。这种角度的呈现和解剖显然更具亲切感，使读者易

于接受。

在陪葬坑方面，２０１５年陕西的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更为深入和综合的研究。其中，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坑考古队公布了 《秦始皇帝陵一号兵马俑陪葬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发掘简报》（《文物》９期），对一号坑局部建筑堆积、陶俑、车马和兵器进行了细致的记
录和描述。一号坑虽已进行两次正式发掘，但此次 Ｈ１的确认依然意义重大，或许会成为
一把打开俑坑被毁之谜的钥匙；盾、鼓、笼諹等材料弥补了漆器、纺织等领域研究的缺

环；修补痕迹纠正了以前盲目套用秦代 “物勒工名”制度的错误，有助于俑坑属性的正

确定位。冉万里在 《由弋射之矢看秦始皇陵车马坑》（《大众考古》１期）一文中通过论
证秦始皇陵西侧陪葬坑一号铜车马车舆之中铜箭箱内的４枚圆柱形镞头铜矢是用于弋射的
銲矢，同时将另外同出的 ５０枚有杀伤力、镞头锋利的铜矢判断为用于射杀猛兽的铜矢，
得出秦始皇陵西侧陪葬坑出土的一号铜车马的名称虽然仍然可以称为 “立车”也即汉代

的轺车，但是其用途却应该是用于田猎的田车。他认为这是秦始皇陵西侧陪葬坑出土的一

号铜车马和二号铜车马为秦始皇外出狩猎的田车车队的证据。武丽娜、付建在 《秦始皇

帝陵青铜水禽坑》（《大众考古》４期）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水禽坑 ｋ０００７发现的前后经过，
并细致描述了坑中所出天鹅、铜鹤、鸿雁和乐舞俑。文中结合水禽坑不远的鱼池遗址推测

水禽坑应该是五行学说在陵寝布局设计上的具体运用。

关于两汉帝陵：新报道的主要是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 《洛阳偃师东汉洛南

陵区２００８年考古勘探简报》（《洛阳考古》２期）。该简报对２００８年６～１０月在洛南陵区
内现存的部分封土墓勘探情况进行说明。其中封土直径在 １００米以上的特大型封土墓共 ７
座 （Ｍ１０３８、Ｍ１０４８、Ｍ１０５２、Ｍ１０５４、Ｍ１０５５、Ｍ１０７１、Ｍ１０７９），发掘者根据封土规模和
墓葬形制等推测 Ｍ１０３８、Ｍ１０４８、Ｍ１０５２、Ｍ１０５４以及此前勘探的白草坡 Ｍ１０３０应属于帝
陵级别；Ｍ１０５５、Ｍ１０７１较之以上墓冢略低，但远高于一般封土墓，墓主身份也可能为
帝后。

杨武站、曹龙在 《汉霸陵帝陵的墓葬形制探讨》（《考古》８期）一文中对汉文帝霸
陵的墓葬形制进行了探讨，并根据霸陵选址的地质、地貌条件及西汉帝陵传统，进一步推

测霸陵的墓葬形制为带 ４条墓道的 “亚”字形竖穴土坑墓，与其他西汉帝陵并无两样，

只是未建封土而已。从地貌上来看，霸陵坐落在黄土台塬上而非山地，缺少依山为陵的地

貌、地质条件，自然也不应是崖墓。西汉帝陵营建前有仔细的规划设计，霸陵营建也是如

此，若帝陵为崖墓，后陵不可能为竖穴圹墓；反之，窦皇后陵为带封土的竖穴土圹墓，帝

陵的墓葬形制肯定也是竖穴土圹墓，只是 “不治坟”。关于霸陵不起封土的原因作者认为

有二：一是文帝个人喜好和性格所致；二是大臣们敢言直谏使文帝改变想法，实行薄葬。

关于西汉帝陵的陵寝建筑研究，刘尊志在 《试论西汉帝陵的寝与相关建筑》（《中原

文物》５期）一文中认为寝园的设置可能始于景帝阳陵，基本是由一组、两组或多组建筑
组合成的综合性陵墓祭祀设施，其后又有发展与变化，垣墙或有或无，但均以寝殿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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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并对后世影响较大。随着陵墓设施的逐步完善和墓葬祭祀的不断发展，寝与相关设施

从陵园内迁出后，由一组、两组或多组建筑组合成的综合性陵墓祭祀设施。寝殿是祭祀的

主要场所，作为主体建筑，所属院落位置尊 （帝陵一般居西）、地位高、面积大，其他建

筑则服务于寝殿的功用。正因为这一建筑群体以寝殿为中心，故得名 “寝园”。寝一类礼

制建筑继承于秦并延续至东汉，东汉帝陵的寝园地位提高，寝殿作用得到加强，规模扩

大，并由此衍生出石殿、园省等相关设施，这也促成了以祭祀、朝拜为主要内容的封建陵

寝制度完全确立。可以说，西汉帝陵的寝与相关建筑在封建陵寝制度发展和逐步确立过程

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二）诸侯王、列侯墓

在新材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

《掀起西汉列侯的面纱》（《光明日报》１１月５日）、《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取得重
要发现》（《中国文物报》１１月６日）都对其进行了报道。杨军在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

墓园》（《大众考古》１２期）一文中对海昏侯墓的基本情况做了介绍。海昏侯墓位于今天
南昌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当时海昏侯国国都紫金城西南，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面积

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墓园。墓园由两座主墓、七座陪葬墓、一座陪葬

坑、门阙、祠堂、厢房等组成，平面呈梯形，有长达８６８米、保存较完整的墓园墙，总面
积达４万平方米。两座主墓为海昏侯 （Ｍ１）及其夫人墓 （Ｍ２），占据了墓园最中心的位
置，属同茔异穴合葬。此外，墓园内还发现有礼制性高台建筑、数处有踩踏面的道路和以

水沟为代表的排水设施。

此外还有收录在 《河北省考古文集 （五）》（科学出版社）中的 《鹿泉市北新城汉墓

Ｍ１发掘简报》是对河北地区西汉中晚期某代真定王王后或夫人之墓的详细报道。该墓与
Ｍ２南北并列，Ｍ２居北，为某代真定王之墓，Ｍ１在南，为王后或夫人之墓。 《平度六曲
山墓群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度调查勘探报告》收录在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编著的 《青岛

考古 （二）》（科学出版社）中。该文介绍了山东平度六曲山多座西汉胶东王墓葬的调查

情况，包括地面建筑、封土等内容，并就相关内容作了分析。龙朝彬在 《〈沅水下游汉

墓〉资料整理概况》（《湖南省博物馆馆刊》１１辑）一文中提到土坑墓Ｍ２０９８，墓室 （含

墓道）总面积５７平方米，葬具为双椁双重棺，为夫妻同穴合葬，带有两条墓道。该墓随
葬有铜鼎、盒、壶、钫等铜礼器，还出土了通常仅在王侯级别贵族墓中才出土的黄金饼六

枚，据此发掘者认为墓主可能属二千石级太守甚至是王侯级高级贵族。

在诸侯王墓研究方面，何旭红在 《长沙杨家山西汉 “刘骄”墓和 “杨子赣”墓考》

（《湖南省博物馆馆刊》１１辑）一文中从出土器物铭文、两墓相对位置以及杨家山乃至湘
江西岸西汉时期高等级墓葬的考古发现等方面分析，得出 “刘骄”或为封君、“杨子赣”

为翁主 （公主），并非过往认为的某代长沙王后，两墓为同茔异穴的夫妇合葬墓。黄展岳

《南越国考古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是其在南越国研究方面的论文汇集，

对于南越国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丁海祥在 《西汉闽越国贵族王陵区初探》（《福

建文博》１期）一文中对闽越国贵族王陵区的分布情况、结构类型、布局特点和随葬器物
组合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其中位于最北部的牛山一号汉墓应是闽越王陵之一。

聂菲在 《特殊空间：马王堆一号汉墓北边厢空间的营造与利用》 （《湖南省博物馆馆刊》

１１辑）一文中对幸免于盗墓骚扰的一号墓的墓内空间陈设进行研究，为研究西汉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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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礼俗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该文以一号墓北边厢随葬品为例，视其为墓葬的一部分

而加以分区、分类地梳理与分析，并尝试对随葬品的象征意义进行阐述，进而以随葬品的

组成方式及空间营造的特点为中心展开讨论，同时还对其源流进行考察，力图拓宽马王堆

汉墓的研究视野与范围。丁岩 《凤栖原西汉墓园大墓主人试探》（《西部考古》９辑）通
过对凤栖原大墓的墓园及大墓的特征和出土器物的研究，认为其时代为西汉中期，进一步

结合出土的 “卫将长史”和 “张”等文字资料和与文献记载相比照，推定大墓主人是西

汉中期的富平侯卫将军张安世。

刘尊志在 《汉代诸侯王墓动植物陪葬内容及相关问题浅析》（《南方文物》３期）一
文中将西汉诸侯王墓分为八个区，并以几座东汉诸侯王墓为例，介绍了两汉诸侯王墓动植

物陪葬的发现状况，分别归纳了动植物陪葬的品种和类别，对动植物陪葬形式进行总结分

类，进而得出动植物陪葬的八个作用或用途，包括财富的象征、食品、生活的反映与写

照、供奉祭奠的祭祀物品、镇墓或辟邪、其他器物的配套物品、与丧葬有关的物品、具有

特殊用途。该文文末在分析动植物陪葬内容体现的丧葬内容的同时，探讨了动植物陪葬内

容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西汉诸侯王墓用狗陪葬的相关讨论和东汉诸侯王墓陪葬陶质动

物的发展与变化三个相关问题。

（三）一般墓葬

２０１５年度整体报道的新材料较多，其中尤以河南、陕西、山东、湖南、重庆、江苏、
浙江等地区公布的新材料较为集中，其他省份亦有报道。有关汉墓的区域研究及综合研究

也有一些新成果的发表。

河南省是２０１５年度新发表汉墓资料数量最多的省区。由河南省文物局编著、科学出
版社出版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河南省考古发掘报告丛书共有五部出版：

《淇县西杨庄墓地、黄庄墓地Ⅰ区发掘报告》中对两个墓地发现的 ５２座两汉时期墓葬等
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淇县黄庄墓地Ⅱ区发掘报告》总结了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先后两次的考
古发掘成果，其中介绍了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墓葬 ３０座，对揭示淇县西部平原地区的汉
代墓葬制度具有一定意义。《卫辉大司马墓地》上编详细地公布了 ２００６年在该墓地发掘
的２６座墓葬，其中汉墓１座，为研究豫东北一带汉晋至明清时期丧葬制度提供了新的资
料，下编为综合研究，收录了研究大司马墓地考古材料的专题论文 ３篇，涉及小五铢等，
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这批材料所反映的币制、墓主身份、丧葬习俗进行了探讨。《禹州

新峰墓地》报道了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发掘清理的 ５０５座战国秦汉墓葬，该批墓葬在遗存特征
与埋葬习俗方面均有一定特点，对我们理解许昌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以及汉代许昌的社会

历史面貌具有相当价值。《淅川新四队墓地》在全面、系统介绍新四队发现的 ４８座墓葬
资料的基础上，对墓葬形制、陪葬品、墓葬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总结了

墓葬的时代特点、地域特征、等级归属及其合葬形式、墓葬分布、家族墓地等。

在新材料方面尤以淅川报道最多，包括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在赵杰娃山头清理的 ５座西汉
积炭墓 （《洛阳考古》３期）、２０１０年在王庄汉墓群发掘的１５座 （《华夏考古》２期）、在
仓房镇侯家村李沟墓地发掘的５７座 （《考古学报》３期）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西汉晚期
至东汉早期墓葬２座 （《江汉考古》１期）。郑州地区，２０１５年度出版有考古报告 《郑州

汉墓》（大象出版社），该报告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配合郑州商城的基本建设中，

考古发掘的十余处汉代墓葬区，涉及十二处墓地墓葬的详细介绍。其他资料有 ２００９年在

３９



郑州市四方汇清华·紫光园小区抢救发掘的 ４４座汉代砖室墓，时代分属西汉中期、西汉
晚期、新莽或稍晚时期 （《文物春秋》２期），以及２０１４年在登封东华镇袁村汉墓群发掘
的 Ｍ２，时代为东汉晚期 （《洛阳考古》２期）。开封市报道的新材料有在尉氏县大新庄清
理的西汉中期及稍晚空心砖墓１６座 （《文物》８期），和２０１４年在尉氏县后刘墓地清理的
１１座汉砖室墓 （《华夏考古》３期），年代为东汉早期前后，可分为单室墓和多室墓两类。
在洛阳孟津县朱仓村发掘了东汉晚期夫妇合葬墓 Ｍ１，为斜坡墓道单砖室墓，墓主人身份
为一般贵族 （《文物》４期）。禹州市主要介绍了杨庄墓地的东汉中晚期墓 Ｍ１０１，为研究
该地区生活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文物春秋》１期）。

在南阳市一中新校址清理的东汉中期墓 Ｍ１８９中出土了 １件用黑色黏合剂粘接修复的
瓷碗，这在南阳东汉墓中是首次发现，经检测黏合剂成分与大漆或生漆较为接近 （《中原

文物》１期）。宋蓉通过对南阳地区各类汉墓的综合考察，建立了该地区墓葬分期框架，
并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研究，考察不同时期各类文化因素对南阳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影

响程度及组合方式，在墓葬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学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南阳地区汉代

考古学文化的特点、发展历程及其形成模式等问题 （《考古学报》２期）。
陕西省新报道的汉墓资料主要有２０１１年在西安南郊郭杜镇发掘的 １座西汉早期至中

期墓 （《西部考古》９辑）、２０１２年在凤翔双眆村、三家店村发掘的 ３座东汉中晚期墓
（《文博》１期）。后者中的双眆大型汉墓出土鱼鳞式铁铠甲及多把铁剑等兵器，应是东汉
中期一位军事首领的合葬墓，对进一步研究东汉时期雍城屯驻营兵制度以及与西羌民族融

合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此外还有 ２０１３年在西安张家堡村清理的 ４２座西汉墓
葬，形制以土洞墓为主，个别为竖穴土圹墓，其中洞室墓以竖穴墓道土洞墓为多，出土了

一大批精美文物，Ｍ２９出土的彩绘铜镜直径超过 ２７厘米，为研究西汉彩绘铜镜提供了新
材料。该墓群墓葬规模较小，时代自西汉早期至中晚期，推测应为一处汉长安城内居民墓

地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４期）。
河北省报道的新材料主要有２００４年在张家口宣化东升路发掘的 ３座东汉土圹砖室墓

中的 Ｍ３，该墓为双墓道八室砖室墓，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形制特殊且保存较完整，根
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特征推断其年代为东汉晚期，墓主人身份应为有一定职级的地方

官吏或富庶士绅。发掘者认为这种墓葬形式的出现，很可能是为了满足家族迁葬时的实际

需要而设置的，Ｍ１～Ｍ３墓葬年代相同，距离相近，或许属于同一家族，为研究和探讨东
汉中晚期幽燕地区砖室墓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新的资料 （《文物》３期）。《河北省考古文
集 （五）》（科学出版社）中有关于河北地区中小型汉墓的报道，如 《河北安平后大寨汉

墓发掘简报》《藁城台西商、汉及宋代墓葬发掘简报》。此外还有 ２００６年在邯郸薛庄遗址
发掘的１座汉魏时代瓮棺墓 Ｗ１（《北方文物》３期）。宋蓉通过对冀中南汉墓墓葬形制和
随葬品的分析及对该地区汉墓文化因素的解析，探讨了其地域文化的特点及其与周边地区

的关系，并提出冀中南汉墓在两汉时期与三河地区联系密切 （《文物春秋》１期）。
北京地区２０１５年度新公布的主要有２００７年在平谷区东高村发掘的西汉中晚期墓 Ｍ２，

其形制为刀形竖穴土圹木椁墓，在本地区所见数量不多 （《北方文物》２期），以及 ２０１３
年在东城区西革新里发掘的竖穴土坑墓８座，时代为西汉早期至西汉中期，这些墓葬的位
置当处西汉蓟城东南，可对探索蓟城提供部分线索 （《北方文物》２期）。冯双元对 ２０１３
年在东城区土坑墓 Ｍ８中出土的西汉半两钱残范进行了研究，从钱模的尺寸观察当为四铢
半两，范上钱模的规格分两类，说明这两种规格的半两钱币是同时期流通的货币，而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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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并非明器，当为墓主人生前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汉文帝前元五年废除盗铸钱令的

史实，为研究西汉民间铸币及西汉经济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中国钱币》１期）。
山东省的新材料主要有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在济南市魏家庄发掘的９５座汉墓，这批墓葬普

遍规模较小，结构较简单，从形制上可分为土坑竖穴墓、土坑竖穴砖椁墓和土坑竖穴石椁

墓三种，随葬品种类丰富、数量较多、部分颇具特色 （《海岱考古》８辑）。济南市考古
研究所报道了２０１４年在济阳县白杨店村抢救性发掘的一座东汉晚期画像石墓 Ｍ１，该墓规
模较大，墓室结构较为复杂，制作考究，出土的画像石较多，是对山东地区东汉画像石墓

考古资料的有益补充，墓主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东南文化》６期）。莒县博物馆在
２００１年对浮来山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根据出土器物形制和印章铭文分析，其时代为
西汉中期偏早，墓主为西汉城阳国官员，这是莒县首次发现的可确认为城阳国高官的墓

葬，对研究西汉城阳国历史、莒地葬俗和汉代文化交流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南文

化》４期）。２００５年在滕州朱洼附近发掘的 ６９座汉墓年代从西汉中期延续至新莽时期，
为研究鲁南枣滕地区汉代墓葬形制、埋葬习俗、面貌特征以及历史文化等增添了一批重要

的实物资料 （《海岱考古》８辑）。《青岛考古》（二）（科学出版社）中收录有关于青岛
地区中小型汉墓的报道，如 《城阳区玉皇岭汉代墓地发掘简报》《黄岛区丁家皂户汉墓发

掘简报》，另外在平度市侯家庄村和马戈庄村还发现有东汉时期画像石墓门。此外还有

２０１０年烟台市博物馆在烟台开发区皂户头发掘的４座西汉土坑竖穴墓和 １座东汉砖室墓，
其中西汉墓 Ｍ１６壁龛随葬陶器，并砸碎覆以石块，应是当时的一种特殊葬俗 （《海岱考

古》８辑）。
辽宁省新公布的材料也较丰富。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羊草庄汉墓》（文物

出版社）集中介绍了２０１３年在鞍山市立山区沙河镇羊草庄发掘的７８座汉墓，时代为西汉
晚期到东汉中晚期，为研究鞍山地区汉代历史以及汉墓分期、断代和探讨两汉时期长城以

内地区的少数民族墓葬提供了新线索和实物资料。其中保存较好的 １２座石椁墓在墓葬形
制及随葬品组合上均存在着较高的一致性，年代应为王莽至东汉初年，这一类型汉墓在辽

宁境内发现较少，且较为零散，多集中在辽阳地区 （《边疆考古研究》１７辑）。辽阳市的
新材料主要有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在苗圃发掘的１９座石室墓 （《考古学报》４期）和４座土坑
墓 （《考古》４期）。其中石室墓可分为单棺墓、单室墓、三室墓和多室墓，多带有长方
形斜坡或竖直墓道，墓葬结构复杂，布局考究，砌筑坚固，可分为东汉中期、东汉晚期及

汉魏之际三期。４座土坑墓则可分为单棺墓、一椁双棺墓和一椁三棺墓等三类，时代为西
汉早期和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结合该墓地石室墓、砖室墓出土遗物可知，在辽阳地区西

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土坑墓和石室墓并存，土坑墓逐渐被石室墓和砖室墓所取代。

两湖地区新材料以长沙市报道最多，主要有 ２０１３年在开福区湖南日报传媒中心工地
发掘的４座汉墓 （《湖南省博物馆馆刊》１１辑）、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在青少年宫工地发掘的东汉
晚期墓 Ｍ１（《湖南省博物馆馆刊》１１辑）以及 ２０１３年在长沙识字岭发掘的西汉晚期墓
Ｍ３（《文物》１０期）。其中 Ｍ３规格较高，出土器物丰富，是近年来长沙地区发掘清理的
规模较大的西汉时期墓葬，墓主应是具有一定身份等级的贵族。２０１０年株洲市文物部门
在攸县皇图岭镇鹅形岭抢救清理了 １５座东汉砖室墓，出土了陶、瓷、铜、铁、琉璃器文
物４６５件 （套），其中３种纪年铭文墓砖的释读，大量罕见的铁 “Ｓ”形器，精良的槊、
刀剑等钢铁兵器，仅见的铜五铢衡器 “朋珥”，陶器普遍施贴印方格纹的器物组合和出土

信息的公布，提供了东汉晚期和末期的断代标尺，为研究湘江流域乃至江南地区汉晋历史

５９



文化系统提供了考古素材 （《湖南省博物馆馆刊》１１辑）。由彭佳主编、津市市文物局编
的 《而立集———湖南省津市市文物工作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岳麓书社）是一本反映津市

市文物局文物工作二三十年部分成果的文集，其中报道了一些汉代墓葬的考古资料，如

《湖南津市花山寺战国西汉墓清理简报》《津市肖家湖十七号汉墓》《津市市新洲豹鸣村东

汉墓》等，另外还有两篇综合性论述：《沅水中下游秦代墓葬概论》 《湘西北地区西汉墓

葬概论》。此外，龙朝彬介绍了考古报告 《沅水下游汉墓》资料整理的概况 （《湖南省博

物馆馆刊》１１辑），湖北省文物局编著的 《武当山柳树沟墓群》 （科学出版社），介绍了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时代跨战国、西汉、东汉、宋代和明清墓葬

１３４座。
２０１５年度川渝地区发表的资料相对也较丰富。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考古工作者在绵阳市

涪城区桐子梁崖墓发掘了崖墓１２３座，其中东汉墓葬 １１３座，以 Ｍ４０、Ｍ５０、Ｍ６７规模较
大，随葬品丰富，是较为典型的东汉晚期墓葬，在墓室两侧和顶部有墨线或浮雕并施彩绘

的图像和仿木结构建筑。桐子梁东汉崖墓的发掘为这一时期绵阳地区的文化面貌以及艺术

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四川文物》４期）。２０１４年在长宁县古河镇缪家林崖墓群发掘
的 Ｍ５，为研究四川地区汉墓、画像石棺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四川文物》５期）。
重庆市的新资料主要有２０１１年在涪陵区唐家坡、石院子墓地的发掘东汉墓葬 ８座 （《四

川文物》５期）、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在江北区四马溪遗址发掘的西汉早期至东汉初期土坑墓 ６
座 （《四川文物》３期）、２００８年在石柱县陶家坝墓地发掘的东汉晚期墓葬２座 （《四川文

物》２期）以及在丰都县麒麟包墓群发掘的２座 （《江汉考古》４期）。其中后者为研究三
峡地区东晋时期借葬前人墓穴并保留其遗物的特殊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此外，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和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的 《嘉陵江下游考古报告集》（科学

出版社）对该地域秦汉考古遗存有所涉及。

浙江省新公布的主要有 ２０１４年在德清县开发区胡堂庙区域发掘的汉六朝墓葬 ８座
（《东方博物》５５辑）、２０１５年在安吉汉代土墩遗存 （Ｄ１４）清理出的汉代土坑墓葬 ６座
（《大众考古》８期）、２０１１年在余杭区星桥镇里山发掘东汉砖室 （椁）墓２２座 （《东方

博物》５４辑）、２０１４年在永嘉县瓯北镇朱岙老坟山发掘的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砖室墓 １
座 （《东方博物》５５辑）及 １９９２年在东华山发掘清理的汉墓 １２座 （《东方博物》５４
辑）。《衢州汉墓研究》（文物出版社）一书共收录了１９７２年至２０１４年间衢州地区考古发
掘的１４９座汉墓和１８３０件随葬品的相关信息，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衢州汉墓墓葬结构形制、
出土随葬物品和丧葬习俗，填补了浙江地方汉墓研究的空白。星桥里山汉墓 Ｍ８出土了一
面天禄镜，是目前唯一一面经科学发掘获得的天禄镜，具有重要的文物和研究价值；东华

山汉墓系一家族墓地，位于中心的 Ｍ４８是浙江省内第一次发掘有明确身份的西汉高级别
大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江苏省的新资料也较集中，主要有２０１４年在新沂市高庄汉代土墩墓群进行的抢救性
发掘，共清理各类墓葬６８座，其中土坑墓、石椁墓年代处在西汉中晚期至王莽时期，砖
室墓年代多为东汉时期，推断此为一处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徐州地区的平民家族墓地

（《大众考古》６期）。２０１２年，南京市博物馆在六合区葛塘发掘的１座约为王莽时期至东
汉早中期的汉墓，墓道内随葬明器类铜车马器的现象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同时期墓葬中较

为少见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１２期）。此外，还有苏州破虏墩西汉晚期墓葬 ４座
（《苏州文博论丛》６辑）、２００９年在镇江市终家村墓葬群中清理的汉墓 ２座 （《东方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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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５５辑）、２０１３年在徐州贾汪新城小学清理的汉代墓葬 １６座 （《湖南省博物馆馆刊》

１１辑）。
两广地区新材料主要有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黄埔大田山发掘清理

的东汉砖室墓４座，从墓葬形制分析，这４座墓年代接近、风格相似，极有可能为家族墓
葬 （《广州文博》８辑）。２００７年在中山大学北校区清理的一批东汉三国至东晋南朝时期
的砖室墓，共计１４座，其中东汉三国墓 ４座，无论在墓室形制结构，还是墓葬随葬品组
合方面基本延续了本地区自汉以来的丧葬传统 （《广州文博》８辑）。张金国对中山大学
北校区砖室墓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墓葬在整体上东汉三国墓丧葬制度本土化倾向十分明

显，其中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值得注意，到晋南朝时期，外来丧葬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基本

改变了东汉三国墓丧葬本土化倾向 （《广州文博》８辑）。韩湖初通过研究考古发掘清理
的６００多座合浦汉墓及其中出土的重要文物，说明合浦汉墓群与汉代 “海丝”的开通和

繁荣时间是一致的，汉墓是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物证，从中可以窥见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大众考古》７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 《会泽水城古墓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综合报道

了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两次对会泽水城古墓群进行考古发掘的成果，其中共清理西汉末至东汉
初期墓葬２４座，为汉代政府在云南置郡县以后的遗存，对研究滇东北的古代文化和云南
的汉化过程有重要参考价值。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云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合作对陆良县薛官堡墓地先后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清理了一批古代墓葬，大部

分都为汉代或汉代以前与 “西南夷”有关的土著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共计 ２１０余座，
其主体年代应在西汉时期。此次发掘填补了西南夷考古的一个地域空白，对研究战国秦汉

时期西南夷地区特别是滇东黔西地区土著青铜文化的谱系及族群构成和分布等，具有非常

重要的学术意义。此外，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中包含不少外来文化器物或文化因素，有助于

探讨当时西南夷地区不同族群及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等问题，尤其是出土的铜镜、五铢

钱和铁器等更是为考察汉文化进入西南夷地区以及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等提供了弥足

珍贵的资料 （《考古》４期）。２０１３年在云南盐津县墨石沟发掘的１座东汉中期偏晚崖墓，
为云南东北地区崖墓考古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川文物》３期）。

安徽省、贵州省新发表的材料比较少。安徽省主要介绍的有六安经济开发区宝利嘉战

国—汉墓群中的西汉早期墓葬 Ｍ１８４，从填土中大量的青膏泥和墓葬形制来看，其明显受
到楚文化因素的影响 （《江汉考古》２期）。２００４年在安徽泗县前李墓地发掘清理西汉晚
期墓葬４２座，为研究该地区汉代墓葬分布范围、规律及丧葬习俗提供了第一手科学资料
（《华夏考古》３期）。此外 《文物研究》（２１辑）介绍了六安汉代王陵墓地附属墓葬群调
查报告和六安经开区宝利嘉二期西汉墓 Ｍ２６发掘情况。２０１２年在贵州赫章县可乐墓地发
掘了２座土坑竖穴墓葬，均属具有强烈地方土著文化因素的 “乙类墓”，时代大致为西汉

前期至中期。其中，Ｍ３７３为 “套头葬”；Ｍ３７４的规模较大，形制较特殊。这两座墓葬在
形制方面的新特点和新发现的器物类型，极大地丰富了可乐墓地的文化内涵，为研究可乐

墓地文化内涵充实了新资料 （《考古》２期）。
内蒙古自治区报道了２０１３年在察右前旗常家村东滩发现的 １座鲜卑墓，出土陶器颈

部饰纹体现了东汉晚期拓跋鲜卑的典型纹饰及饰纹风格，其墓葬文化性质更多地体现了文

化的融合 （《草原文物》１期）。青海省报道了 ２０１１年在西宁陶家寨发掘的 ２座砖室墓，
墓葬时代上限为王莽时期，下限为东汉中期。其中 Ｍ１出土的釉陶器为同时期青海地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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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见，是青海省截至２０１５年为止发现的最早一批釉陶器，还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现的
陶厕是目前所见唯一一座东汉早期单体陶厕，与现代青海农村习见的旱厕结构基本相同，

是否一脉相承有待进一步研究 （《文物》９期）。
此外还有学者对汉墓进行了区域或综合研究。刘慧中通过对江西汉代墓葬进行形制划

分、分期等的分析，阐述了汉代以后，赣境人们的信仰和风俗习惯各方面在与南迁的北方

文化各种思想的长期交流融合过程中逐渐趋同，以及汉代墓葬在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

展中形成了新的 “视死如生”的丧葬观念，说明赣文化已发展成带有中原文化特色的多

元区域文化阶段 （《南方文物》３期）。宋蓉通过对豫北晋南地区汉代墓葬的形制、随葬
品的类型学研究和文化因素分析，建立了该区的分期，讨论其文化因素属性，在此基础

上，考察各类文化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接触方式、影响程度，进而深入探讨豫北晋南地

区汉代考古学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历程 （《华夏考古》１期）。蒋璐在对广大北方地区汉
代墓葬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将其墓葬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并结合文献中汉朝对北方

边疆的经略，对北方地区汉墓格局演变与汉代边疆政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两汉时期

的边疆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区变化在该地区汉墓的格局演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华夏考古》３期）。张卓远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墓地建筑遗迹的研究，深入分析了
这些建筑产生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并指出汉画像墓葬墓地建筑现象是社会新兴地主阶级为

获得社会认同而对上层丧葬制度的一种仿效，这一过程客观上对整个社会具有一定的示范

作用 （《文物建筑》８辑）。韩国河、朱津对中小型汉墓研究的现状做了梳理，认为随着
中小型汉墓资料的日益丰富，其研究思路和体系需要拓展和创新，在研究广度方面，汉墓

的分区研究需要完善，要用更广阔的视野进行对比研究，在研究高度方面，需要对中小型

汉墓进一步解读，上升至对社会制度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在研究深度方面需更加细致

化，科技分析方法要更多地应用其中；并强调要在发掘和整理过程中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和

公布墓葬信息，在研究中应当树立一种 “人学”研究的意识 （《文博》３期）。
另有在 《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中收录有关秦汉时期研究

的文章包括：张卫星、曹玮 《秦始皇陵墓上建筑研究》，焦南峰、王东、赵旭阳 《咸阳严

家沟陵园时代及墓主考辨》，李银德 《西汉陵墓内房屋建筑的考察及初步认识》，刘兴林

《汉代土墩墓分区和源流》、姜万里、赵晓刚 《东汉西盖马县治考略》。高崇文 《古礼足

征———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中收录有其在秦汉帝陵和诸侯王墓丧

葬礼制方面的文章，例如 《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 《秦汉帝陵陵寝制度探

讨》等。

1"Z[67

关于美术类专题资料报道和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牛天伟等集录全 １０册 《中国南阳汉

画像石大全》（大象出版社），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南阳汉画馆馆藏画像石，在南阳汉画

像石的整理与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蒋英炬、杨爱国、蒋群主编 《朱鲔石室》（文物

出版社），将朱鲔石室画像石考察的结果，包括其地理环境、发现与保存著录的历史状

况，画像石所构成的石祠建筑结构以及石祠画像内容等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性

著作有：卜友常 《汉代墓葬艺术考述》 （上海三联书店）、何志国 《美术考古文存》 （中

国书籍出版社）、黄宛峰 《汉画像石与汉代民间丧葬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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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散见的研究中，以对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图像题材的研究为大宗，所包含

的图像内容种类丰富并且涉及汉代的思想、宗教、建筑研究等方面。如李清泉对带有

“天门”榜题的石棺画像和铜牌饰画像进行了界定，并探讨了其观念的渊源与流变，梳理

了天门图像的分布范围 （《古代墓葬美术研究》３辑）。巫鸿再一次对马王堆一号汉墓出
土的漆棺、屏风和帛画上几个璧或璧的图像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对比，认为这些璧可以分

为 “锁定”和 “穿过”两种。龙与璧之间不同的关系对应着以璧在安魂和引魂升天方面

的不同功能，透露出墓葬设计者对于宗教和礼制问题的细致思考，也反映了不同信仰在同

一墓葬中的有机结合 （《文物》１期）。肖贵田、滕卫对水陆神灵交战图类图像的渊源、
空间位置、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东方考古》１２集）。胡雪竹全面梳理了汉代的鸟、
龟图像，并重点对四神以外的鸟、龟组合图像的形式和意义开展了探讨 （《碑林集刊》２１
辑）。朱宏亮对汉画像中所呈现的阴阳五行元素做了梳理和归类 （《文物春秋》６期）。庄
小霞从鼎的形制、丹鼎图内容及丹鼎图的含义等几个方面考证了四川画像砖中所见的丹鼎

图像，认为其反映了汉代四川地区人们的 “太阴炼形”信仰，且这种信仰可能来源于山

东地区 （《四川文物》６期）。朱浒对山东滕州汉画像石馆藏的一块汉画像石的图像志进
行了分析，初步认定其为 “胡人礼佛”题材的汉画像石，指出其代表了早期佛教与中国

本土神仙信仰和儒家信仰在鲁南地区的碰撞和融合 （《中原文物》５期）。李亚利、滕铭
宇对汉画像中的亭榭建筑进行了识别及命名，并梳理了源流，结合画像内容和文献记载进

行了建筑功能和文化的讨论 （《考古与文物》２期）。马骥、宋红宇梳理了汉画像石、画
像砖上阙的图像以及现存阙的实物 （《湖南省博物馆馆刊》１１辑）。

赵碧玉分析了汉代画像石墓中祭祀墓主活动题材在墓中的具体配置及相关问题 （《洛

阳考古》４期）。王煜探究了陕西米脂官庄汉墓射鸟画像为后羿射日的表现，提出汉代的
射鸟画像至少可以分为后羿射日、射侯射爵、射猎娱乐和射猎生产四类，每类图像在具体

因素和画像组合上都各有特点。他还建议在汉画像的研究中应该注意对画像组合和画像场

景的考察 （《文博》６期）。孙彦分析了汉代农耕图题材的壁画是庄园经济发展、贵族地
主精神生活的体现，进一步探讨了壁画墓的起源问题 （《苏州文博论丛》６辑）。此外，
孔永红探讨了南阳地区汉画中农业生产图像稀少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汉代农民的生产水

平与农业的发展不均衡；二是农业政策与商业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三是受到了楚文化

与汉文化交融的影响等 （《农业考古》４期）。
王煜、唐熙阳探讨了西王母图像与西方女神像之关系与背景，认为西王母神像确与西

方女神像有一定关系，并在汉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和汉代西王母信仰的小背景下与西

方女神信仰和图像产生了一次生动的互动 （《考古与文物》５期）。孙良玉探讨了南阳地
区汉代画像石中所见的女性发式及发饰，认为发式主要有高髻、椎髻、双丫髻、圆髻等几

种髻型；发饰则主要有假发与假髻、 和帻、冠等，这些都体现了时人在头发审美上的追

求与认知 （《中原文物》３期）。庄蕙芷通过探讨早期山水画的功能和定义，论证了在汉
代已经诞生了中国早期的山水画 （《中国美术研究》１期）。郝利荣、杨孝军以徐州汉画
像石中自然灾害题材的图像为线索，结合历史背景和文献记载分析了自然灾害和灾异思想

进入汉代画像的过程 （《文物世界》１期）。练春海对河南地区出土的带有铭文的力士画
像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 “电转”应释读为 “申博”，并对申博图像的相关问题进行

了探讨 （《文物》５期）。季伟则介绍了汉代不同质别的弹琴类画像文物及长笛 （《中原文

物》１期、６期）。王娟考释了汉代画像石上菱形类纹样的演变 （《四川文物》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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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不乏其他类别的美术类专题研究，如由绍兴博物馆编、张宏林著 《鉴影觅

韵———铜镜中的文化与故事》 （文物出版社）一书中涉及 ６０多个与汉镜铭文和纹饰研究
有关的内容。曾蓝莹对汉代铜镜纹饰里有关马的铭文和图像进行了梳理和探讨 （《古代墓

葬美术研究》３辑）。刘晓则探讨了博局纹饰的文化内涵 （《四川文物》６期）。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 《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 （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

文集》（科学出版社）中收录有对汉代的玉器、玻璃、铜镜等方面的研究。冯时对于巴蜀

印章有关于其文字的考释 （《四川文物》３期）及严志斌、洪梅对钟形符号的考察 （《四

川文物》第５期）。总体来看，美术类的专题研究由器物描述逐步转向内涵研究的态势较
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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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方面的研究在２０１５年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不仅各地名简的研究十分丰富，
且对于秦汉时期简帛的内容、文法、语法乃至音法都涉猎甚广。新动态主要有启动编纂了

世界首部简牍学专科辞典 （《中国社会科学报》３月３０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山东
博物馆重启了银雀山汉简的整理 （《中国文物报》２月１３日、《美术教育研究》６期），湖
北随州周家寨汉墓发现了大量漆器和简牍 （《中国文物报》２月２７日），新报道了２０１３年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出土之简牍 （《国学学刊》４期），武汉大学携手国内多家文
博单位在秦简牍整理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湖北日报》７月１４日）。出版的著作有
由陈伟主编的 《秦简牍合集》（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贾丽英等所著的 《秦

汉家庭法研究：以出土简牍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其他论著具体介绍如下：

秦汉简牍中论著研究较多的是里耶秦简，在 ２０１５年度关于里耶秦简的研究大致可分
为古文字研究和考证类研究。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多是受益于 ２０１２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的 《里耶秦简》（一）及 《里耶秦简校释》（第一卷）二书。安徽大学的蒋伟男硕士即根

据二书中所公布的材料对 《里耶秦简》 （一）中所出现的所有文字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

理。湖南大学的温俊萍硕士则针对 《里耶秦简》（一）展开了书体研究，认为里耶秦简打

破了篆书 “婉而通”的书写原则，字体结构也更加稳定，奠定了现代汉字的基础。湖南

师范大学的刘薇硕士则以农仓管理和公物管理为中心研究了立业秦简与秦代地方行政。吉

首大学的廖燕硕士则研究了里耶秦简中的通假字、古今字。孔德超则根据 《里耶秦简》

（一）极强的真实性及其中所见的词汇现象，探讨了 《里耶秦简》 （一）对语文辞书修订

的重要价值 （《荆楚学刊》５期）。在考证类研究中，郑威对于战国秦汉时期里耶秦简的
历史地理做了较多研究：其一是考证了里耶秦简中所见的即墨，梳理了战国秦汉时期即墨

的演变历程 （《江汉考古》５期）；其二是考证了里耶秦简中所见的巴蜀地区，以及道
始置于秦、宕渠本为秦道、蜀郡官员转任三个问题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期］。王佳还研究了里耶秦简等出土文献中所见的秦南郡属县的一些问题 （《江汉考古》

２期）。同样对历史地理展开研究的还有鲁家亮，他主要补论了秦洞庭郡迁陵县下辖之三
乡的往来、与朝廷关系、在文书中的记载顺序等情况 （《国学学刊》４期）。张春龙等先
生研究了里耶秦简中的刻齿现象，认为可能代表数字，并由此试解读了岳麓秦简 《数》

中的未解读简 （《文物》３期）。杨芬研究了里耶秦简中所见官文书的开启记录，从而加
深了对于秦代公文制度的认识，并认为秦代文书的开启比汉代更为规范 （《四川文物》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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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赵粲然、李若飞等补正了 《里耶秦简》 （一）及 《里耶秦简校释》 （第一卷）中的

八处遗漏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期］。王佳则研究了里耶秦简中所见的
迁陵地区物价情况 （《江汉论坛》１０期）。

除了里耶秦简外，其他简帛方面的研究也涉及古文字、律法、经济、医学、音律等诸

多门类。

在古文字及书法方面，吴晓懿探讨了战国简牍书法与题铭艺术的字体，从书法美学的

角度出发，整理、阐明了不同地域字迹风格的差异等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２期），
此外吴晓懿还探讨了战国毛笔形制及其对简牍书法的影响 （《中国书法》１３期）。王伦信
探讨了纸本替代简牍过程中的教育文本变革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２
期］。王相帅、朱生玉研究了简帛文献语音研究中的通假字问题 （《理论月刊》５期）。申
红义以简帛文献中的否定副词 “弗”的主观化用语特征做一分析研究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４期］。
在经济方面，朱德贵分析研究了长沙走马楼汉简中所见的 “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及

其相关问题，并提出西汉中期田租征收的具体办法是依据平均粮食产量和一定的税率按亩

计征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期）。陈敏、曾玉婷从简牍记录中探析了中国古代的借
贷关系与性质 （《财会月刊》１２期）。

在官制方面，张俊民研究了西汉简牍文书中所见的职官长史，提出 “长史”有可能

最高官至八百石 （《国学学刊》４期）。
在律法方面，研究了秦汉简牍法律用语中的省称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２期）。魏

永康考论了秦简牍中所见的田制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５期）。徐世虹鉴别了出土简牍
中的法律文献的性质及类别 ［《中国优秀传统法文化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暨庆祝研究院

（所／中心）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上）（下）］。牛静总结了第四届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
究学术研讨会 （《法制博览》３５期）。

在医学方面，裴之祺介绍了汉代的 《仪礼》简、医药简牍和王仗简 （《文物天地》４
期）。王奇贤、张显成对出土散见的涉医简牍进行了研究综述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６
期）。庞境怡、张如青从出土简帛来看战国秦汉石器的中医外科学 （《中华中医药学刊》

１１期）。周祖亮考证了简帛中所载的医术药用酒文化 （《农业考古》４期）。
在制度研究方面，吴方浪、吴方基考论了简牍中所见的秦代地方廪食标准 （《农业考

古》１期）。刘太祥研究了简牍中所见的秦汉国有财务管理制度 ［《南都学坛》（人文社会

科学学报）３期］。
在简牍内容研究方面，各家论述颇多，不仅有材料公布，也有不少旧简新论。朱德

贵、庄小霞探讨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藏简牍中所见的 “奴婢廪食出入簿”文书的相

关问题，认为该文书应为官文书，并否定了以往秦汉奴婢可以立户的观点。另外，该文书

还反映了西汉 “编户齐民”为完成官府或君长所分配的徭役任务而分派自家私人奴婢从

事官府某一经济建设的历史事实 （《中国农史》５期）。曹旅宁通过考证认为长沙东牌楼
东汉简牍 “李建与精张诤田案”中之 “田一石”应相当于旧制的六亩三分，并为一计量

单位 （《平顶山学院学报》１期）。谢继忠探析了敦煌悬泉置 《四时月令五十条》的生态

环境保护思想渊源，认为主要有三，一是源于月令书，二是源于先秦诸子的生态环境保护

思想，三是源于秦汉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 （《农业考古》６期）。郝建平对尹湾汉墓
中出土的简牍进行了一个研究综述，并探讨了其对汉史研究之裨益 （《古籍整理研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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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１期）。
而２０１５年度关于帛画的研究相对较少，王煜认为马王堆帛画中心的双龙穿壁图像实

际应该是阊阖门的表现，而其上的平台则为昆仑悬圃，并提出升天成仙与昆仑为通天中心

的观念在西汉前期应已经形成 （《江汉考古》第３期）。
综上所述，２０１５年度对于简帛的研究新成果卓越丰富，内容研究深入且多样化，各

类主题的研究各有专攻，对于解决秦汉文献史中仍存在的问题应有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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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诸家学者关乎专题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各器类研究及各项考证等方面，兼有
部分理论研究、科技研究等。整体上展现了百家争鸣的态势，不仅各项研究均有涉猎，且

遍及全国各地。以下对各类专题研究做一简单介绍。

在考古理论研究方面，韩国河、张继华探讨了汉代聚落考古目前存在的若干问题，提

出今后应高度重视并着力探讨其与汉代基层社会组织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 （《中原文物》

６期）。徐承泰介绍了汉代考古遗存的埋藏学特征及其影响，认为汉代考古遗存的埋藏性
质以墓葬为主，因而坚持系统发掘、及时整理、全面报道并重视对陶器的研究 （《江汉考

古》４期）。万义广探讨了秦汉时期农商对立观念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农业考古》

３期）。
在科技类研究专题中，林永昌、陈建立等人通过邰城铸铁作坊出土铁遗物的冶金分析

初步论证了汉代关中地区铁器生产原料的来源与流通 （《考古与文物》６期）。邵安定、
梅建军等人科学分析了秦始皇陵园出土的青铜水禽泥芯以探讨其工艺特征，发现不同水禽

及同一水禽不同部位的泥芯应是使用了不同的泥料，且这些泥料并非来自秦陵地区 （《南

方文物》１期）。郭继斌、刘江卫取样分析了汉代彩绘陶仓楼，为制订科学保护方案及下
一步修复工作奠定了基础 （《中原文物》５期）。刘亚雄、陈坤龙等人分析了陕西临潼新
丰泰墓出土的 ２３面铜镜，并对这一时期铜镜制造中是否存在热处理工艺进行了探讨
（《中原文物》４期）。

在音乐考古专题研究中，薛梦潇介绍了 “五音”的配置与齐、楚月令之源流，分析

了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所揭示出的三种不同 “五音”配置差异存在的原因，并分析了最

终以 《吕纪》为代表的 “齐月令”成了秦汉的 “王官月令”（《江汉考古》５期）。
在各器类专项研究方面，主要有金属器具与陶器大两类。吴小平专注于战国秦汉时期

云贵地区青铜炊器的研究，认为可分为鼎、釜、双耳锅、釜甑及鍪五类，并通过类型学和

文化因素分析的研究进而分析了青铜炊具分布格局的变化及其背景 （《考古》３期）。张
逸枫、秦丽荣探讨了汉魏 “摇钱树”的相关问题，提出实际命名为 “钱树”较为合理，

同时从外观形态、文化渊源、文化内涵等方面对其展开了全面探讨 （《中原文物》６期）。
马艳研究了中国境内出土的涡纹牌饰，并由其出发探讨了我国长城地带及甘宁地区与欧亚

草原西部的互动 （《考古与文物》３期）。与国际视野相关的还有仝涛、李林辉介绍的欧
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而黄金面具的发现佐证了喜马拉雅地带并非闭塞不通，且

可看出铁器时代早期这一地区形成了一个较为统一的考古学文化系统。黄金面具作为探讨

该地区与整个欧亚大陆的关联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其代表了在广泛地区内的丧葬观、宗教

观及价值体系 （《考古》２期）。关于铁器的研究则有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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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四川广汉市所新发现的西汉纪年铁 “雒江桥墩”（《四川考古》１期），并由李映福
等人对该桥墩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考古》９期）。在陶器方面，李丽娜
探讨了中柱盂形器的功用和形制 （《中原文物》１期）。张卫星从 ２０１２年发现的 “宫臧”

戳印展开了对秦始皇陵一批陶俑的新认识 （《古代墓葬美术研究》３辑）。张延红从三门
峡出土的六博俑模型来探讨秦汉时期的博具 （《中原文物》５期）。韩冰研究了汉代建筑
上的屋脊装饰 （《中原文物》２期）。刘芳芳研究了镜台的渊源、形制演变等问题 （《文物

与考古》３期）。朱津探讨了汉墓出土陶灶的类型与区域特征 （《中原文物》２期）。陈杰
专注于三峡地区汉墓出土的九眼陶灶 （《四川文物》２期）。田鸣主要研究了河南许昌地
区的汉代陶器 （《中原文物》３期）。鲍颖建、刘丁辉初步探讨了荥阳娘娘寨遗址出土的
“大泉五十”钱范 （《中原文物》２期）。史晓雷通过两件汉代的陶作坊模型证明了我国汉
代已出现了较复杂的连机碓 （《农业考古》１期）。此外，还有黄儒宣系统研究了式图与
式盘，并提出式盘的起源与式图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都是式占模拟宇宙的产物

（《考古》１期）。朱和平、邓昶通过文献与实物的相互印证提出秦汉时期包装已有意识地
根据所包装的内容选取不同的包装材料 （《中原文物》１期）。郭靖介绍了南阳市博物馆
藏的三通汉碑 （《中原文物》４期）。

张建峰考证了秦汉时期的沐浴方式 （《考古与文物》６期）。吕劲松考释了秦始皇陵
中陪葬的骟马 （《农业考古》１期）。杜小钰、孙凯质疑和反驳了 “长信宫灯”最初的所

有者是 “长信尚浴”的说法，并通过各项分析论证得出其最初所有者应是 “阳信家”，且

此灯是皇太后让其宫官 “长信尚浴”和 “内者”制造并赠予阳信长公主的 （《中原文物》

１期）。
此外，涉及文字方面的研究，王伟对秦玺印封泥中涉及的职官地理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黄文杰 《秦汉文字的整理与研

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秦汉文字各种材料和各家研究成果的全面收集和分类系统

整理，在此基础上对秦汉文字形体特点和演化规律的探讨、对秦汉古体字的深入研究、对

秦汉文字中的异构字的详细分析研究，以及对秦汉文字文本的校读和对疑难字词的考释，

对汉字发展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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