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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海上丝路合浦始发港文化形态中，“三汉文化”是其中最辉煌的篇章。

这“三汉”就是汉窑文化、汉墓文化、汉港（城）文化。

合浦草鞋村汉窑群

合浦草鞋村遗址最早发现于 1989 年。当时草鞋村的村民在挖鱼塘时，发现

了大量的瓦砾及红陶片堆积层。由于合浦自古以来盛产陶瓷，古窑众多，因此村

民们对这些“缸瓦”碎片并不在意。合浦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实地考察后，初步认

定这些瓦砾及红陶堆积层是汉代的砖瓦与陶器残片。后经专家进一步勘查考察，

又先后发现了多个馒头窑和 10 多个马蹄窑，最终确认均属汉窑遗址。1993 年 5

月，合浦县政府将草鞋村窑群遗址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7 年，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以及广

西师范大学、厦门大学考古专业学生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草鞋村汉窑遗址进行第

一次发掘。这次发掘证实，草鞋村汉窑遗址发掘出 2座半倒焰马蹄形窑，以及围

绕在四周的 20 多座砖窑和陶窑。2013 年 5 月，草鞋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

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从 2007 年第一次发掘的情况推定，草鞋村汉窑群是一个大型的干栏式建筑

作坊，工场布局涵盖了陶器生产从取泥、制坯到烧制的完整流水线。工艺流程几

乎涵盖了当时制陶手工业的全部过程，其规模之大、功能之系统、形质之完整在

我国汉代考古及历代窑址考古上都十分罕见。

在工场遗址的中心区，考古队员发现了 4口水井，其中一口砖砌井直径 1.7

米，深 3.9 米，井壁全部都是用汉砖错缝叠砌而成。这些水井底部自下而上铺设

了两层木炭和竹木，起到过滤的作用。

这种延续至今的水质过滤方法，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合浦先民掌握使用，确

实是一个让人惊叹的文明标志。考古人员在现场还发现了一截长约 60 厘米的大

象腿骨，这和文献记载古时岭南多有驯服大象代劳动工具相吻合，推测应该是大



象训练用作生产陶器的运载工具或炼泥之用。

现场还发现了一只较为完整的制作陶器的木泥棰。木泥棰和现在民间砖瓦窑

中常用的棰泥形状基本相似，但经历两千多年后，依然质地坚固没有腐烂，木纹

清晰可见。

草鞋村汉窑遗址挖掘中，最引人注目的出土文物就是大量的云树纹瓦当。这

些瓦当的云树纹的云代表天，树代表地。在汉代，瓦当不是普通老百姓房屋所能

使用的，基本上都是用于楼堂宫阁或庙宇。草鞋村汉窑群挖掘发现的瓦当纹饰当

是“豪宅”用品。专家认为，这很可能是为汉代合浦郡城的建设而配套生产的。

同样的瓦当，1988 年在广州南越王墓中也有发现。合浦出土的云树纹瓦当，和广

州南越王宫署出土的云树纹瓦当，在型制和工艺上基本一致。专家们认定，草鞋

村汉窑遗址规模巨大、功能系统完善、形质保存完整，是我国汉代甚至历代窑址

考古都十分罕见的“制陶作业的完整流水线”，完整展现了汉代制陶工业流程，

震动了中国考古界。

合浦汉墓群

1957 年 4月，考古工作队在合浦县城东郊的杨家岭和钟屋发现了砖室墓各一

座，出土带印款方格纹灰陶罐、持青釉方格灰陶罐、持青釉弦纹灰陶壶等随葬器

物，初步确定为汉代墓葬。1962 年，“合浦汉墓群”被公布为合浦县文物保护单

位．1981 年，被公布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983 年和 1987 年，文物

部门对合浦汉墓群进行了两次大普查，1987 年、1999 年又进行复查，建立了较

为系统的保护管理档案。1988 年，广西区政府决定建广西合浦汉墓博物馆。1993

年，完成合浦汉墓博物馆的总体规划，同年 5 月开始修建一号汉墓保护棚并于当

年 7月底完成主体工程。

2004 年 9 月 26 日《北海日报》的长篇专稿《汉墓无语诉沧桑》第一次系统

地公开介绍合浦汉墓群的存在及其产生形成的历史背景。2006 年，一号汉墓保护

棚、二号汉墓保护棚完工通过验收。同年，合浦汉墓群被国家列入了“十一五”

期间重点大遗址保护项目。2008 年 12 月 30 日，占地面积约 8万平方米的合浦汉

墓博物馆在四方岭汉墓发掘遗址上竣工对外开放，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



汉墓博物馆。

合浦汉墓群以合浦县城为中心，南北长 12.5 公里，东西宽 5.5 公里，分布

面积约 70平方公里。

考古部门对合浦汉墓挖掘勘探的数据推算，可见封土堆墓葬与地下未知墓葬

的比例约为 1:8，即一座地上可见的封土堆汉墓葬，其周边地下有 8 座未知的汉

墓葬。从已查明可见封土堆的 1056 座汉墓推算，合浦汉墓群墓葬超过 8500 座。

但实际发掘中，可见封土堆的墓葬数量不时增加。实际上，合浦汉墓群可能达到

万座以上。

汉代的墓葬制度是非常严格的。据《后汉书·礼仪下》中记载，自皇帝至将

军、特进到二百石以下官员，墓葬规制极其繁琐严格。用什么样的棺木、漆什么

样的饰纹、棺木上盖什么样的布幔、墓葬的形制、陪葬品的规格数量，都有明确

的限制。但是，合浦汉墓葬的形制却大大超过了官方制度，这又一个有待考之谜。

根据已经发掘的墓葬分析，合浦汉墓的形制基本上有四种：一是土坑竖穴木

椁墓：二是土坑竖穴墓：三是砖木合构墓；四是砖室墓。

1971 年发掘的望牛岭 1 号墓为木椁墓（墓穴内双层棺木）。该墓地面坟丘底

径 40米，高 5米。墓葬由主室、甬道、南北耳室和斜坡墓道构成。全长 25.8 米，

最宽处 14 米。主室陈放漆棺一具，室内随葬大量铜器、漆大器，北耳室有车马

器。随葬品各类有铜器、铁器、陶器、漆器、金饼、金珠、水晶、玛瑙、琉璃、

琥珀等饰物，共计 245 件。其中，以铜器占显著位置。如凤凰形烛灯、提梁壶、

长颈壶、人面纹三足四蒂纹盘、龙首柄魁、铜仓模型器等，造型精美，制作精致，

器身多錾刻有纤细匀称精美的各种花纹。属西汉中、晚期西汉后期地方官吏墓。

1984 年至 1999 年发掘的 19 座凸鬼岭汉墓，其中有土坑墓、砖木合构墓和砖

室墓。墓中多有墓道。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鼎、壶、提梁壶、炉、盘、剑、矛、

镜）等，还有滑石器、五铢钱、“宝贵”印章等。20号墓随葬品中还有一件罕见

的“马面形”托灯陶俑，这种托灯俑座在广东广州、顺德、广西贵港、梧州等地

都是男、女形象，从脸部特征看属所谓“昆仑奴”或“胡人”，但“马面”和兽

爪的似未见过。凸鬼岭的 19座汉墓，出有随葬品 273 件。其中铜器多达 42件、



铁器 13 件、滑石器 12 件，还有金戒指、铜镜 10面和珠饰。属西汉晚期至东汉

时期。

此外，1990 年发掘黄泥岗 1号墓。该墓属东汉早期墓，是一座有斜坡墓道的

砖木合构墓。墓室长方形，分前、后两室。随葬品共 96件。

2003 年 11 月发掘的风门岭 26号墓，是一座大型的土坑木椁墓。各类随葬品

有近 200 件之多。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琉璃、玛瑙、水晶、琥珀之类的珠饰，有

近 2000 颗。

合浦汉墓出土文物的种类有：陶瓷器、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玻璃器、玉

石器、玛瑙、水晶、琥珀、漆器等。合浦汉墓出土文物用途包括：农具、日用品、

房屋、兵器。其中文物还有大量的泊来品。

瓷 器。合浦汉墓出土的文物，陶器所占数目最大。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陈

列大厅陶瓷馆展出的出土陶器有陶屋、陶水井、陶罐、陶动物、陶灶、陶仓等，

具有浓厚岭南风格。这些陶器反映了岭南百越民族传统的硬陶制作技术，显示了

汉代合浦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青铜器。合浦汉墓出土的文物，陶器所占数目最大，其次为青铜器。主要有：

造型精美的铜凤灯，神态生动的“岭南第一马车”青铜母马拉车，憨态可掬的实

心雌雄青铜牛，青铜水井中的青铜水桶，錾刻纹饰图案的青铜谷仓，还装有千年

美酒的铜提梁壶等。合浦汉墓出土的青铜器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种类繁多，工

艺精美，堪称汉代岭南青铜器的代表作。不但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代合浦郡的

社会状况、手工业生产水平，也反映了骆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以及中外经

济文化的交流。在历史典籍记载中，汉代合浦地区还没有本土的采矿冶铜业和铸

造器手工业作坊，合浦汉墓出土那么多的青铜器是从哪里来的，是一个值得关注

的问题。

泊来品。据《汉书·地理志》有关记载，至少在汉武帝时期，海外出产的“壁

琉璃”等泊来品就通过合浦进入中国市场了。合浦汉墓出土的明显带着异域色彩

的水晶玛瑙、玻璃琥珀等饰物与器皿等泊来品数量巨大。瓯骆地区汉墓出土地的

琉璃、玛瑙、水晶、玻璃珠等，共有 1965 颗，而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中现藏的



汉墓出土的水晶、玻璃、玛瑙、琉璃等穿珠就有 1075 颗，而且其中有 3 条串珠

共 856 颗属于一级品。因此，可以确定地说，早在汉代，合浦就是以上泊来品的

主要集散地进出口市场了。

农耕器物。合浦汉墓出土的稻种，见证了汉代合浦农耕经济的转化进程；汉

墓出土的忍冬花，见证了合浦早在汉代就能利用中草药治病的史实；合浦汉墓出

土的荔枝，印证了荔枝在汉代属于珍品水果，曾经作为贡品的史实；汉墓出土的

藤编缕花套子，展示了当时合浦地区的编织工艺水平。

玉 器。合浦汉墓的出土玉器不但质地坚密润泽，洁白华美，而且数量大，

种类多、级别高，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鉴赏价值。如合浦汉墓出土的有谷纹玉

璧、出廓六字玉璧，是典型的中国礼器；合浦汉墓出土的有蟠螭纹玉佩、子母带

钩，玉制的鸠首、鹅头和龙头形带钩，是中国的传统饰品：1986 年发掘风门岭

10号汉墓出土的猪形玉握、蝉形玉、杏形眼盖、六棱柱形鼻塞和肛门塞、圆柱形

耳塞等，则是一套较完整的葬玉。这些都反映了汉代合浦地区的繁荣富庶。

草鞋村汉代建筑遗址

施工挖出古河道。2010 年，合浦县在开展整治西门江工程施工过程中，在草

鞋村老盐仓南侧突然挖出一些汉砖。经过半个多月的抢救性发掘后，考古队不仅

发现了汉砖所在地的建筑遗址，还发掘出宽约 46 米的古代河道遗迹，中间距地

表最深处约 3.6 米。当时已经开挖的这个汉代遗址为南北走向，全长约 70 米。

开挖的遗址明显呈现出两个遗址痕迹，一是墙基痕迹，二是古河道痕迹。

挖掘现场的遗址分布的状况是：北段长约 25 米为墙基遗址，墙基的土质不

但与周边的土质明显不同，而且有明显的人工夯实的迹象，这是能够确认为墙基

遗址的。与墙基遗址向南伸延处相接的，是长约 50 米的古河道遗址。之所以说

是古河道，是因为在挖开了表层土之后，从古河道遗址离地面约 2 米下挖出的都

是沙子，沙子层下面挖出的黑土呈胶质状，应属于河道的淤泥沉积层。

专家们推测，如果这一段古代河道能够确定是护城河，那么这个城的周长约

为 1200 米，这就与宋代以前的廉州古泥城的面积基本相当。

挖掘发现汉代建筑。随着发掘的持续进行，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草鞋村汉



窑群遗址东侧的人工河边发掘出连片汉代建筑遗迹。这个遗迹的发掘现场约有

450 平方米，有一块地面铺着瓷砖，长约 60米，最宽处约 1.8 米。这段铺瓷砖地

下还有一条笔直的排水暗沟，沟底也铺着同样的瓷砖。这些瓷砖多为 34 厘米见

方，厚度为 5 厘米，表面平整，呈“工”字形铺贴，砖与砖的接合处严密合缝。

砖的颜色为白色或淡红，烧制的火候较高，瓷砖硬度高，大部分没有裂痕，经检

测确定为汉代制作。

大型磉墩透露重大信息。在砖地的一侧，均匀排列着 5 个夯筑的建筑物柱础

的基座，这是汉代用作建筑物柱础地基的磉墩。这 5个磉墩每一个的直径都有 1.5

米左右，足以证明该建筑的宏伟壮大。砖地的东侧还有同时期的一口水井，直径

约 1米，用弧形的井砖围砌。考古人员据此认为，在汉代，铺地砖属于非常奢华

的装修，尤其是这种统一烧制、规格齐整、铺贴严密的方砖，一般来说只有官署、

宫殿才会使用。显然这是一处高等级的建筑，极有可能是汉合浦官署衙门建筑的

一部分。因为，汉代的合浦，当地的民居大多数正处于勾栏式建筑逐步向砖瓦房

过渡的阶段，能够铺地砖的住房，绝非一般的平民百姓所能拥有。由此，有人认

为这里应该是一处大型的汉代建筑遗址。

草鞋村大型汉建筑遗址为确定汉代合浦郡郡治所在地的确定提供了考古依

据。

汉代水井再现。在汉代合浦，水井的设置大都与官府衙门机构位置有关，因

为只有这些人才有资格享受专用水井的权利。如草鞋村汉窑群水井，就是为了满

足监管陶瓷生产的官员们的生活需要而开挖的。廉州府城内发现存世的唯一一口

汉古井——甘露井，其所在位置就是在府衙仪门旁。合浦历史上曾有过的采珠、

盐政、粮库、铜矿等专业的官府职能机构衙门所在地，也都设置有专门水井，如

白龙城的白龙古井等。可见，合浦汉水井具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遗址还出土了

陶提筒、陶罐、陶纺轮、铜箭头、筒瓦、板瓦、瓦当等汉代文物。其中的陶网坠

与最近在白龙珍珠城考古搜集到的汉陶网坠型制相近，而两地相隔百里，可见，

汉代，陶网坠在合浦地区的海洋渔业生产中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了。



大浪汉代建筑遗址

该遗址位于合浦石湾镇大浪古城村。2002 年 9 月曾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为

时 22天。

第一阶段发掘面积 76平方米，发掘点两处。第一处在北城墙布一条 33米的

探沟，跨护城河、城墙和城内，其中护城河探沟的宽度为 2 米，其余为 1米。第

二处在城内布 4×4 平方米的探方各一个，主要是对遗址的规模，和出土的瓦片、

青花瓷片、粮坛、瓮等残件进行的考证。通过考究分析，初步认为遗址城基呈正

方形，长宽均约 220 米。为了保护开挖后的夯土船埠遗址，政府专门建了一个保

护棚用以覆盖遗址。简易保护棚覆盖下的遗址，已经看不到当时挖掘出土的墙基、

阶梯和柱洞，建筑石构件、陶罐残片等。据当时的考古报告，这个汉代遗址在古

城遗址西边，是一个往北走的弧形平台，平台北有台阶连着船埠(供停靠船舶、

装卸货物用，也称步头），船埠长约 8 米，为夯土筑成，东与城墙边相接处宽 3

米，最宽处为 5米，有三级台阶下水。平台出土的陶片有水波纹、米字纹、几何

纹、方格纹等 10多种，木柱的柱洞 20多个。台阶被认为是相当于西汉早中期的

夯土船埠，船埠上的柱洞是木柱腐化后形成的，木柱是供固定船只使用的。柱洞

内保存的木屑经北京大学作碳-14 年代测试，其年代与古城（汉代）年代相吻合。

从现存的大浪古城遗址及周边的环境状态中，或可看出古城遗址与夯土船埠

遗址之间的关联。

夯土船埠遗址处于古城遗址西门。据村中的老人介绍，西门前古时候有一条

河流过，名叫花江，其源头来自南流江的分支。花江在古城遗址的西南角流过西

城墙，然后绕北城墙人南流江。也就是说，古城护城河是利用花江流水走向，绕

过北面和西面城墙而修建，南面和东面的护城河则是人工开挖的。现在的花江古

河道，虽然全部种上了农作物，但古河道的河床痕迹还是明显可见。据老人们说，

很久以前滔滔江水流淌流过古城西北角后，一股分流向西汇人古代的人海大江，

一股向北流入南流江大浪段，绕过北面的河流就成为天然的护城河。每当廉州江

海水涨的时候，就会把江水顶上来，大浪白花花的翻滚着铺天盖地而来，大浪村

因此而得名。



由此看来，当时西门是古城出入的主要通道，船埠建在西门就是充分利用花

江绕城流通的优势，从船埠上船向西就可以顺流直达合浦郡城，沿花江绕城东南

可以进入南流江，北上石康常乐以至博白。据此推测，出土的这个船埠遗址，很

可能就是大浪古城西门对廉州府城交通的专用船埠。这样，就与大浪古城的规模

格局相符合了。

（作者系北海文化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