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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寨峁梁房址的建造、使用和废弃
孙周勇

邵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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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4 至 2015 连续两年的考古工作，清理了晋陕高原上目前揭露最为完整的一处龙山时代石城聚落——
榆林寨峁梁遗址。本文以寨峁梁遗址材料为基础，尝试复原龙山时代以窑洞为主体建筑的前后室房址的建造过程和
使用情况，并着重探讨了寨峁梁前后室房址的废弃时间和废弃原因。通过与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史前窑洞的比较，
作者认为，以寨峁梁为代表的前后室房址是窑洞式居址的复合结构和高级形态，半地穴覆顶的前室应为起居空间，
掏挖于生土中的窑洞为卧室。根据灶址的使用和室内器物的相关情况推测，寨峁梁聚落当废弃于夏秋季节，其废弃
原因可能与社会动荡引起的冲突事件相关，寨峁梁龙山先民系突发性的自行迁移。
KEY WORDS: Zhaimaoliang building foundations, Construction, Utilization, Abandonment
ABSTRACT: Through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in 2014 and 2015, our project exposed a walled-settlement known
as the Zhaimaoliang site, which is also the most well-preserved one of similar type on the Jin-Shaan plateau dating to
the Longshan period.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excavated at the Zhaimaoliang site, the authors reconstruct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utilization method of the double-roomed yaodong (cave-house), of which the main cave-dwelling is
at the back, in the Longshan period. The authors also discusse the cause and time of the abandonment of the double-roomed
cave-house.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other prehistoric cave-houses found in northern China,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this
double-roomed cave-house at the Zhaimaoliang site represented an advanced form of cave-dwelling architecture. The semisubterranean dwelling in the front was the living room, while the cave-dwelling at the back dug in the natural soil was the bed
room. According to the utilization of firing pits and unearthed objects found in the building foundations, it is speculated that
Zhaimaoliang settlement was abandoned during the summer and autumn months, and the cause of the abandonment could
be related to the violence conflict that might trigger social unrest, the ancient residents at Zhaimaoliang ancient inhabitants’
immigration presents the obvious spontaneity and abruptness of prehistoric migration.

寨峁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安

一、寨峁梁房址的结构特点和建筑形式

崖镇房崖村，与石峁遗址同在秃尾河流域（正
南约 20 公里处），处在临近河道的黄土梁峁

寨峁梁遗址石砌城垣内的遗迹现象比较单

上，是一座龙山时代小型石城聚落。2014 至

纯，以成排成组房址及其附属储藏坑为主，遗

2015 年，神（木）—佳（县）—米（脂）高

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很少，遗迹本体保存较好、

速公路穿越遗址外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

结构清晰，出土遗物数量丰富、位置明确，为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榆阳区文管办

观察和判断寨峁梁房址的结构及房址内各组成

联合组建考古队，对寨峁梁遗址进行了连续

部分的功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两年的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约 3000 平方米，

寨峁梁遗址所在山峁大致呈西北 ——东南

揭露房址 109 座（组）、储藏坑 23 座、石墙

向的椭圆形，除东南方向未见房址外，其余三

30 米。

面坡地上均发现房址，尤以西南坡地数量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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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室地面一般齐平或前室
稍高于后室。
寨峁梁房址的前、后室
均系掏挖生土而成，其中后
室墙壁由下而上的内收趋势
非常明显，一般保存较高，
最高处距室内地面可达 2 米
以上。前室墙壁竖直，最高
处一般保存在 1 米左右。两
室内的堆积状况基本一致，
以纯净的黄土为主，夹杂大
量塌毁的生土块。前、后室
地面上均发现建造考究的柱
洞，后室柱洞一般位于中央
灶址斜后方，前室柱洞处在
前室靠前一侧。过道位于后
室前端，连接前后两室，是
在生土墙壁上再行涂筑草拌
泥建修的，意在缩窄进入后
图一

寨峁梁房址的一般结构

室的空间并形成狭小低矮的

集中，自上向下揭露出高低错落的四排房址，

“门洞”（图二），门洞外两侧，即前室后壁

门道均开向西南方向。东北坡地上发现房址一

上还发现用石块加固的砌护现象。

排，门道朝向东北。北坡也零星发现几座房址，

寨峁梁房址修饰考究，灶址、储藏坑等设

门道朝向北。就其整体布局来说，房址均依自

施齐备。房址后室有白灰面修饰（图三），将

然山峁修建，同一高程上，沿山峁等高
线成排分布，排与排上下间高低错落。
就其整体布局来说，寨峁梁房址均背靠
山坡崖壁，朝向坡底沟壑，即“背坡面沟”
式布局。
寨峁梁房址平面布局高度一致，一
般为“直线联套”的“吕”字形前后室结构，
自内而外由后室、过道、前室“复合”
组成（图一）。沿后室过道和前室门道
连线左右对称，平面形状呈“吕”字形。
其中，后室与过道结合紧密，平面呈“凸”
字形，过道前端有狭小的拱顶门洞。前
室一般为长方形，与过道以凸棱状土筑
门槛相隔，前室最前端多被现代坡坎破
坏，但个别门道有所保存，可见方形凹槽。

图二

寨峁梁房址保存完好的后室门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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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址，以后室窑洞为主体建筑。
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于生土中掏挖窑洞
是仰韶晚期以来，黄土高原地区最为流行的居
室形式，陕西、山西、甘肃、宁夏、青海、内
蒙古等地的黄土塬区多有发现。目前，考古发
[1]
现的最早窑洞是甘肃宁县阳坬遗址 F10 、陕西

高陵杨官寨遗址南区的“成排窑洞”[2]、横山
杨界沙遗址 AF6[3] 和靖边五庄果墚遗址 CF1[4]。
从出土的典型陶器来看，这些窑洞的年代均为
仰韶文化晚期（约不晚于公元前 2800 年）。及
至龙山时代（约公元前 2800 年至公元前 2100
图三

寨峁梁房址后室的白灰面墙裙

年），考古发现的窑洞数量骤增，分布范围基
本布满黄土高原的主要区域，较为典型的发现

生土壁面用草拌泥抹平后，再行涂敷亮白细腻

有陕西清涧长峁梁 [5]、横山寨山 [6]、神木石峁 [7]、

的灰浆，形成白灰地面、白灰墙裙，甚至门洞

佳 县 石 摞 摞 山 [8]、 榆 林 寨 峁 梁 [9]、 吴 堡 后 寨

和门槛处也用白灰面装饰。灰浆涂敷均匀，较

子峁 [10]、旬邑下魏洛 [11]、武功赵家来 F11-F2

厚实，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美观并防潮作用。前、

（F1）-F7[12]、宝鸡石嘴头 [13]、扶风案板等遗址 [14]；

后室内都有灶址，后室一般仅一座灶址，制作

山西石楼岔沟 [15]、太谷白燕 [16]、襄汾陶寺 [17]、

规整，位于后室地面中央，为一正圆形或圆角

河曲坪头 [18]、岢岚乔家湾 [19] 等遗址；甘肃镇

方形灶面，烧结明显，前部还发现有圜底竖坑

原常山遗址 [20]；内蒙古凉城园子沟、老虎山、

打破灶面的迹象，朝过道方向多见白灰地面被

西白玉、面坡等遗址 [21]；宁夏同心林子梁遗

烤至青灰色的现象。前室往往发现两个或多个

址 [22]；青海民和喇家遗址 [23]。简单梳理，不

灶址或用火迹象，有直接在地面上生火、以石

难发现从独立窑洞发展为以窑洞为主体的前后

板搭建或掏挖于墙壁上等多种类型，多位于墙

室结构，可能是黄土高原史前窑洞式居址发展

根处。储藏坑可分为室内和室外两种，多见在

的一般规律，而以寨峁梁等遗址为代表的前后

室内下挖者，且绝大多数位于后室墙根下，个

室房址应该是史前窑洞居址最为成熟的形式。

别位于室外。

修建窑洞的关键在于获得横掏窑洞所需的

上文简单概述了考古发掘所见寨峁梁龙山

黄土崖坎，且崖坎越高，越是理想，即窑顶黄

时代房址的基本结构，多个遗迹现象都值得推

土越厚实，安全系数越高。据上述窑洞获取黄

敲。房址的墙壁形式和室内堆积，指向性地说明

土崖坎方式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靠崖式”[24]

后室应为一座土窑洞，灶址斜后方的柱洞，表明

和“地坑式”两种，前者一般修建于黄土坡地上，

先民们已经意识到土窑洞顶部易坍塌的“结构性

比较容易获得崖坎，后者则处在地形较为平缓

缺陷”，在建造时进行了“预防性”支撑和加

的黄土地带，需先下挖竖坑取得崖坎，再向内

固，毕竟这类柱洞在寨峁梁房址后室中所占比例

横掏崖坎形成窑洞。这两种形式的窑洞在考古

相当大；前室应为一座地穴式建筑，地面上的柱

发现的同类迹象中的“外在表现”一般体现在

洞和室内发现的灶址表明，前室当覆有屋顶，柱

对地势的选择和出入方式的差异。靠崖式窑洞

洞位于地面前端的现象说明，前室屋顶可能是后

一般“背坡面沟”，室内外地面基本保持平齐；

搭窑顶、前依立柱而成。所以，寨峁梁龙山房址

地坑式窑洞多位于地势平缓处，需要通过自上

应为地穴和窑洞两类房屋形式前后相连的复合式

而下坡度较大的斜坡或多级台阶才能进入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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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为保证窑顶黄土厚度，靠
崖式窑洞的室外地面也会出现自
外而内的斜坡状，但坡度较于地
坑式窑洞要平缓得多。以此来看，
“背坡面沟”的地势选择和前后
室地面基本齐平的进出方式表明，
寨峁梁房址的后室当为“靠崖式”
窑洞。以修建过程分析，靠崖式
窑洞的掏挖更为方便快捷，也更
易形成前后室结构，这正是目前
考古所见史前窑洞多为靠崖式和
前后室的原因。
综上所述，寨峁梁房址是前
后室相连的复合结构，后室为靠

图四

寨峁梁房址修建过程复原——开坎取崖

图五

寨峁梁房址修建过程复原——横掏窑洞

崖式窑洞，前室为另行覆顶的竖
坑地穴。
二、寨峁梁房址的建造过程
行文至此，基本厘清了寨峁
梁房址的基本结构和建筑形式，加
之发掘期间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对
寨峁梁房址的修建过程有所认识，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 开 坎 取 崖（ 图 四）。 在 黄
土中掏挖窑洞，首先需要一道理
想的崖坎，由于黄土直立性特点，
崖坎越高，即顶部黄土越厚实，土窑洞的牢固

整。前室较为简单，仅将壁面和地面收拾平整；

程度和安全系数就越高。所以寨峁梁先民选择

后室在地面和墙壁上以草拌泥抹平，壁面上事

在山坡上开坎取崖，崖坎留作向内横掏过道和

先预留的平行生土梁柱，与嵌入其间的草拌泥

后室使用，崖坎前的场地形成前室，崖坎本身

形成“榫卯作用”，令草拌泥与生土墙壁贴合

即是前室后壁。

得更为紧密，地面中央则浅挖了圆形或方形的

2. 横掏窑洞（图五）。在崖坎中部向内横掏，
依次形成门洞、过道后，掏挖范围向四周扩大，

灶坑；过道处亦使用了大量草拌泥，堆筑门槛、
涂筑门洞。

掘处后室的初步结构，需要指出的是，掏挖过

4. 装饰内部（图七、八）。至该阶段，寨

程中，寨峁梁先民预先在生土穴壁上留下平行

峁梁房址的大致结构已基本完成，接下来的是

分布的竖向生土梁柱。

进行一些细致的装饰，需要指出的是，前室内

3. 抹平墙壁（图六）。前室、过道、后室

的灶址何时开始修造，很难说清，只是暂时放

的基本结构完成后，开始壁面及地面的初步修

在该阶段的复原图上予以展示。此阶段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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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应该是涂抹后室和过道处的白灰面，
据发掘资料，白灰面和草拌泥间普遍铺
抹了一层稀薄的深黑色细泥，这层细泥
分布范围要高于白灰墙裙，应是草拌泥
上的一层普遍装饰，另外，在个别后室
内高于完整白灰墙裙和深黑色细泥层的
倒塌堆积中，也发现有大片白灰面，说
明部分房址顶部或接近顶部亦涂有白灰
面装饰，形成“上下白、中间黑”类似
斑马线的室内装饰效果。值得一提的是，
涂抹白灰地面时，将灶坑边缘亦作涂抹，
图六

寨峁梁房址修建过程复原——抹平墙壁

还在坑边绘上一周黑色宽带，标明灶址
范围。
三、寨峁梁房址的使用和废弃
前后室结构的寨峁梁房址使用过程
中遇到的首要问题便是前、后两室功能
的区分，与寨峁梁房址结构类似的喇家
和林子梁房址表现得更为清楚。因为是
灾难现场，喇家 F3、F4 后室窑洞内的日
常生活状态完整保留，发现了多具房屋
居住者遗骸，居住者身下即是平整的白
灰地面

[25]

；林子梁 LF3 同样应是一处灾

难遗迹，坍塌的窑洞后室内，居住面上
图七

寨峁梁房址修建过程复原——装饰内部

有两具遗骸，一成人侧身蜷窝于东北角，
一婴孩位于西南角，成人头向南望，似
在灾难来临的那一刻，还想寻找西南角
的小婴孩。和喇家的情况一样，两位居
住者均直接躺卧于平整的居住面上 [26]。
由此推测，寨峁梁一类的前后室房
址其后室窑洞承担卧室功能的可能性非
常大，这也正是后室较前室修造考究，
往往以白灰面装饰的原因，平整的白灰
地面承担了卧具功能。此外，瓦窑渠寨
山 F1[27] 东北角发现的石板床，更加凸显
了窑洞的卧室功能。关于寨峁梁前室功
能的探讨，证据不比后室充分，但作为

图八

寨峁梁房址修建过程复原——使用场景

卧房外的场地，其日常起居作用是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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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的，这种认识并非无端猜想，寨峁梁前室
设置多个灶址的现象就是例证。简而概之，寨
峁梁房址前、后室的主要功能分别为起居厅和
卧室，或可将其理解为“前厅后室”的复合式
房址。当然，前后室的使用功能在某些情况下
也会产生交集，下文将有涉及，此不赘述。
对 于“ 前 厅 后 室” 类 房 址 的 废 弃 时 间，
有学者以灶址的使用为出发点进行过精辟的分
析 [28]。笔者同样认为，寨峁梁房址发现的多
个灶址除了使用功能的不同外，也是季节性使

图九

寨峁梁房址卧室内的灶址

用方式的外在表现。居住性房屋建筑的灶址，
无外乎炊事和采暖两种功能，且往往是互相兼
顾的。由于自身的封闭性结构，史前窑洞内灶
址的使用具有两方面特点：一是采暖效率高；
二是排烟不畅。中国北方，阴冷的冬春时节，
没有暖热提供的土窑洞难称舒适，文献中多有
述及，如：《晏子春秋·谏下》“其不为窟穴
者，以避湿也。”、《墨子·辞过》“穴而处
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所以，冷
季时窑洞内需起灶采暖，人们使用灶址追求舒

图一〇

寨峁梁房址起居厅的灶址

适的需求克服了因排烟不畅造成的不舒适，还

器的现象，2014 年发掘的后室 F20 附灶坑内圆

将部分炊事活动移至卧室，与采暖兼顾，后室

肩罐的口沿上既未发现覆土封盖现象，亦未见

窑洞灶址朝向门洞的附灶坑，当是冷季添加的

火烧痕迹，可见该陶器埋入后，F20 灶址当未

炊具—— 圜底瓮或圜底罐的安放之处。到了炎

再使用过。相较而言，起居厅内的灶址多见木

热的夏秋时节，一旦没有采暖的必要，人们更

炭和灰烬，部分炊具位于灶址上或其周边，一

愿意将炊事活动移至窑洞之外，凉爽通风、排

派明显的使用迹象（图一〇）。综上所述，笔

烟顺畅的“架顶式”起居厅是首选之地。正如《礼

者认为寨峁梁房址的废弃时间应在夏秋时节中

记·礼运》中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

较为炎热的月份。

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也就是说，寨峁梁

“透物见人”，是考古学分析研究的目标

房址卧室内的灶址为冷季使用，兼顾采暖和部

之一。通过具体现象的观察，我们尝试分析了

分炊事功能；起居厅灶址的主要功能是炊事，

寨峁梁房址的废弃原因。遗物方面，寨峁梁房

冷、热两季都可使用，但冷季时的炊事功能

址多见日用陶器，且多地面上的“原地破碎”者；

有所下降。

骨器、石器等小型工具数量很少，多埋于灶坑

厘清灶址的使用季节后，寨峁梁房址的废

或储藏坑内；少见粮食。遗迹现象方面，2014

弃时间可窥一斑。发掘情况显示，寨峁梁房址

年发掘的 F20-F21、F22-F23 的发现特别值得注

卧室灶址的灶面一般比较“干净”（图九），

意，两组前后室房址并列排布，前室相连构成

基本不见用火灰烬和控制烧火范围的泥质灶圈，

一组建筑，在整个寨峁梁聚落内的位置优越，

用于安放圜底瓮多被填平，卧室灶址生火使用

出土器物最大，应为寨峁梁聚落的“核心房址”。

的可能性很小。还在一些附灶坑内发现埋置陶

这组房址相连的起居厅 F21、F23，其室内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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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复原的陶器达数十件，多为体型较大的瓮、罐、
鬲、盆。其室外南侧储藏坑 K1 内亦堆积不少
陶器碎片，有些还可与室内陶片拼对成器，说
明 K1 内的陶片来自 F21 室内，至于为何要将室
内陶片填埋至此，我们对陶片堆积下的填土进
行浮选，发现数量较多的粟 [29]。可见，这些碎
陶片应与掩盖粮食有关。另外，在陶片堆积之上，
还覆盖一层烧灰，含大量草木灰，灰烬内包含
较多碎骨，由于燃烧时间较长，碎骨和部分陶
片高温变色。
这些迹象对理解寨峁梁聚落废弃大有裨
益，寨峁梁居民应系突然迁移，行动时将方便
携带的小件工具带走，当然还有粮食，将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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