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在俑坑中袁王恺和考古人
员发现了更多的反常现象院俑坑
的四壁十分随意和简陋袁似乎根
本就未作平整袁坑壁上的土已经
松散和脱落了曰俑坑的底部凹凸
不平袁 一号俑坑靠东头的地方袁
就连坑中的岩石都没有除去袁陶
俑好像是随意就摆放到了岩石
上袁 俑坑的中部凸起一块大石
头袁把整个军阵一分为二袁大石
头上还因陋就简地放置了马俑
和官吏俑袁 似乎是一个指挥台遥
这些岩石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
兵马俑的布阵袁而清理掉它们并
不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和物力袁
是什么原因让下葬者能做但却
没有去做呢钥

无论是秦俑还是杨俑袁它们
的坑都做得非常讲究袁 非常规
整遥比如秦俑袁它有好多巷道袁地
下铺有地砖袁 上面有篷木结构曰
汉代杨俑在坑上也有一些特意
的处理遥 而徐州的兵马俑显然
做得非常草率要要要俑坑中大多
数兵俑的排列还稍有规律性袁每
排陶俑的数量大约是 8个袁前后
两排的间隔也差不多遥但有很多
地方却非常凌乱袁有的每排人数
只有两三人袁前后排的距离也拉

得很开袁陶俑稀稀疏疏曰而有的
每排人数却达到了十几人袁陶俑
全都挤成一堆袁摩肩接踵袁令人
眼花缭乱袁根本就没有军队的队
列尧阵型的样子遥

俑坑中兵俑的种类有七八
种之多袁按一般常规来讲袁各兵
种应该分别统一起来袁 按各自
的方阵下葬遥 但在这里袁所有兵
种都混在一块了袁 发辫俑里混
着发髻俑袁 发髻俑里混着戴头
盔俑袁 持长械俑里混着弓弩手
俑曰 中国古代的车兵制度通常
是一乘车上有一个御手尧 一个
甲士或两个甲士袁 但二号俑坑
中却是二三排御手俑间杂着四
五排甲士俑袁 御手和甲士明显
不成比例袁 完全没有按照战斗
队形来排列曰 最令人大惑不解
的是袁 在二号坑成群的跪坐式
车兵俑中袁 竟然莫名其妙地站
着一个孤零零的步兵俑遥

这些异常让王恺非常不
解遥 葬礼在中国古代是最重要
的礼节之一袁必定是庄严肃穆尧
一切井井有条遥 作为陪葬的兵
马俑袁 也一定要按照当时军队
的阵容袁骑兵尧步兵尧战车袁各就
各位袁埋入地下遥 因为按照当时

的逻辑袁只有一支正规的军队袁
才具有战斗力袁 才可能在地下
保卫墓主人的安全遥

然而袁 徐州的兵马俑坑中
却出现了这么多细节上的不周
到遥 这种种的不周之处说明袁下
葬人员似乎根本就没把葬礼当
回事袁匆匆忙忙尧仓促草率地把
兵马俑随便往佣坑中一扔就完
事了遥 而这一切在注重礼教的
中国古代袁是要冒杀头之罪的袁
是什么原因让工匠们敢做这种
冒天下大不韪的事呢钥

这混乱不堪的兵马俑军阵
背后袁 必定隐藏着某种重大的
机谋袁 王恺仿佛看到了一片手
忙脚乱尧凌乱不堪的景象遥 两千
年前的徐州袁 必定发生了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袁 而这惊天动
地的大事袁 一定和兵马俑军阵
的主人有关遥

然而袁这位神秘的主人是谁
仍然是个谜袁对王恺来说袁一方
面要寻找兵马俑军阵的主人袁同
时袁他还要探寻历史上的某起神
秘事件遥找到兵马俑的主人也许
就能揭开隐藏背后的神秘事件袁
看来袁寻找兵马俑的主人袁成为
破解所有谜题的关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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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袁一部推土机挖出了又一个
掩埋地下 2000年之久的庞大军阵要要要徐
州狮子山兵马俑群遥 与此前已经发现的秦
始皇兵马俑和陕西杨家湾兵马俑相比袁狮
子山兵马俑有何不同钥 这些兵佣的主人又
是谁钥 30多年后的今天袁让我们重新把目
光投向这一惊世大发现遥

在江苏省徐州市东郊 4公里处袁有一座海拔 61米的小
山峰袁因其状若卧狮袁被称为狮子山遥 就是这座在徐州市地
图上也很难找到的小山丘袁在 20多年前袁被一部推土机挖
出了一个震惊世人的秘密遥

1984年 12月 3日袁一个星期天的中午袁江苏省徐州市
狮子山村小学的几个学生出门玩耍袁 穿过一个刚刚被推土
机推出的采土场遥 突然袁不知是谁一脚踢中了一个圆圆的东
西袁几个孩子急忙跑过去把它拾了起来袁仔细一看袁小圆球
上还有鼻子尧 眼睛和嘴要要要这竟然是个用泥土烧成的小人
头浴

孩子们捡到 野小人头冶 的消息很快就在狮子山村传开
了袁 村民们纷纷围到了采土场袁 但谁也说不出这是什么东
西袁大家只是觉得袁在这些小人头的背后袁必定隐藏着某种
神秘的东西遥 村干部觉得可能是重大的文物发现袁急忙打电
话向市博物馆汇报此事遥
当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尧在徐州博物馆工作的邱永生袁

是第一位赶到兵马俑出土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遥 看过 野小人
头冶后袁邱永生发现泥土里不仅仅只有小人头袁而且有身体袁
它们是一个个外形像人的陶俑遥 邱永生震惊了袁他感到这些
陶佣将会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遥

刚赶到现场的时候袁 邱永生就发现大概有 10多个民
工尧小孩儿和附近的村民正在土里不停地挖遥 其中还有一两
个人坐在边上等着收购袁谁挖到一个完整的野小泥孩儿冶袁他
们就出 10元钱买下来遥 10元钱袁这在 20年前并不是一个小
数目袁 但是这些取土的民工并不会像考古人员那样进行科
学的发掘袁往往是挖到一个完整的野小泥孩儿冶袁要以破坏 10
个左右的野小泥孩儿冶为代价遥

邱永生认为这必定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袁 经过粗略的观
察之后袁立即找人封锁了现场遥

采土场发现了这么多陶俑袁徐州市有关部门非常重视袁
把市里最主要的考古人员全都调往现场遥

12月 5日袁 考古专家王恺和他的同事们来到了狮子山
下的这个采土场遥经过大约 60天的探察袁发现地下一共有 5
个俑坑渊最后发现总共 6个冤袁有 3个俑坑比较大袁每个坑中
估计就有上千个陶俑袁 另外两个俑坑相对要小一些袁5个俑
坑全加起来袁陶俑的总数竟然达到了 4000多个遥
数量如此庞大的陶俑到底是干什么用的钥 埋藏在这里

的意图又是什么钥
要找到答案就必须看到陶俑的全貌袁 陶俑既然已经暴

露袁抢救性发掘工作随即展开遥
一个个陶俑被剥去泥土袁从沉睡多年的地下显露出来遥

陶俑主要有立式和坐式两种袁 立式俑的高度是 48厘米袁而
坐式俑的高度只有 25厘米遥 虽然尺寸比起真人小了不少袁
但每个陶俑五官清晰袁四肢完整袁完全是按照真人的模样来
制作的遥
两个多月后袁上千人的陶俑群从深埋的地下凸现出来袁

蔚为壮观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袁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袁它
们到底代表着什么呢钥
这些陶俑袁 立式的是步兵袁 坐式的是驾车的御手和车

兵袁俑坑中还有马俑袁马俑后面站着的官员应该是指挥官遥
整个队伍里没有其他的动物俑袁也没有女性俑袁俑的性质非
常单纯袁可以断定袁这次狮子山发现的是兵马俑军阵遥
俑坑中的队伍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西安的秦始皇兵马

俑袁然而袁却又无法和秦俑相比遥 秦俑和真人大小差不多袁而
且兵俑的表情尧服饰尧发型都各不一样袁似乎每一名陶俑都
有各自的性格特点袁 是完完全全真人的复制遥 而眼前的兵
俑袁神情都很相像袁相同兵种的俑更加类似袁似乎都是从同
样的模子里铸出来的遥 虽然与秦兵马俑相比袁是缩小版的军
阵袁但这些陶俑袁同样代表了一种等级遥
在中国古代礼制中袁只有皇帝或者是身世显赫的人下葬

才能使用兵马俑遥迄今为止袁在中国的土地上袁只发现过两处
大规模的兵马俑陪葬坑袁一处就是陕西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
军阵袁它是秦始皇的陪葬军队曰另一处是陕西咸阳发现的杨
家湾兵马俑袁它们的主人估计是西汉中央政府的某位高官遥

那么袁 徐州狮子山兵马俑
的主人又是谁呢钥

异常的佣坑隐藏着什么惊
天之谜钥

要解答这个问题袁 得从这
些陶俑的时代入手袁 它们是什
么时代埋藏在这里的呢钥

邱永生认为袁每个时代都有
一定的显著特征袁对狮子山兵马
俑来说袁无论是造型尧装束还是
工艺袁都应该是西汉时期的遥

研究人员发现袁目前国内已
经出土的 3处兵马俑陪葬坑袁秦
兵马俑出现在西安附近袁西安是
当时秦国的都城曰杨家湾兵马俑
出现在陕西咸阳袁也在西汉时期
的首都长安附近遥而徐州只是西
汉时期中央册封的下属诸侯
国要要要楚国的首府袁是远离首都
的地方袁居然也有几千件兵马俑
被发现遥为什么这些兵马俑会出
现在徐州钥它们会是哪位显赫人
物的陪葬呢钥

从徐州的历史来看袁 从来
没有哪位皇帝葬在徐州袁 但徐
州却曾经是西汉时期的诸侯
国要要要楚国的都城遥

西汉时期袁皇帝刘邦把天下
划分成几个诸侯国分封给自己
的兄弟袁 他的弟弟被封为楚王袁
管理以徐州为中心的楚国遥 徐

州曾经存在过 12代刘姓楚王袁
他们死后都葬在了周围地区遥

用军阵送葬是一种等级很
高的葬礼袁只有楚王统治徐州的
时候袁才有条件有能力完成这样
的杰作遥这些兵马俑的时代被确
定为汉朝已经没有疑义袁 那么袁
兵马俑的主人会不会是这 12代
刘姓楚王中的一位呢钥

发现兵马俑的狮子山是坐
落在徐州东郊的一个高出地面
只有 61米的小山包袁发掘兵马
俑后不久袁人们在狮子山附近袁
经常能看到王恺

拎着一把奇怪的铲子袁在
山坡上东掘一下袁西掘一下袁似
乎在寻找什么东西遥 王恺是
1963年北京点击查看北京及更
多城市天气预报大学考古系毕
业的老牌大学生袁 大学毕业后
一直从事考古工作袁 当地很多
人都知道院野徐州有个考古学
家袁手拿小铲找墓袁10个有 8个
准遥 冶

王恺参加发掘完狮子山兵
马俑后袁 出任了兵马俑博物馆
馆长袁从此袁寻找兵马俑主人墓
葬的重担就当仁不让地落在了
他的肩上遥

王恺用他的老方法跑遍了
兵马俑坑附近的山山水水袁但

都一无所获遥 毕竟已经两千多
年了袁没有任何明确的线索袁要
在地下寻找一座墓葬袁 难度可
想而知遥 王恺知道袁必须缩小寻
找的范围遥 发掘兵马俑时曾经
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袁 从中能
不能找到和主墓有关的线索
呢钥

在发掘 5号坑时袁 发现了
大量的陶马袁 可以肯定这是一
个专门放置马匹的俑坑袁 令考
古人员不解的是袁 这些陶马只
有个别的马匹被组装在了一
起袁 更多的是一些马的配件散
乱堆放着袁有成堆的马腿尧还有
马头和马躯干袁而且袁竟然还有
一堆马耳朵袁 似乎在下葬时工
匠们只是仓促地把配件直接倾
倒在马坑里了遥

在 2号俑坑中袁 兵马俑大
多面西而立袁 但其中却有不少
陶俑有的面向南袁有的面向北曰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袁 有的俑
与绝大多数陶俑的朝向甚至完
全相反袁 不是向西而是面向了
正东遥 这显然极难解释袁同一支
队伍中袁士兵怎么能左顾右盼袁
有人甚至反向行进呢钥 这种仓
促似乎表明袁 墓主人的下葬非
常草率袁 这可能是一次非正常
的葬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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