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王恺和邱永生的艰苦搜索下袁 从 1985年开始袁用
去整整 6年的光阴袁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些兵马俑所守卫
的主人之墓要要要狮子山楚王墓遥 又经过一系列的测算和
分析袁他们确定袁狮子山楚王墓的主人最有可能是第三
代楚王袁根据史书记载袁他的名字叫刘戊遥

刘戊的祖父叫刘交袁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袁刘邦建
立了汉朝以后袁把天下划分为几个诸侯国分封给自己的
兄弟袁刘交被封为楚王袁也就是第一代楚王袁刘交的子孙
世袭王位遥 刘戊作为第三代楚王袁和当时中央政府的皇
帝要要要汉景帝是堂兄弟袁地位非常显赫遥

刘戊在位 20年袁这段时间正是汉朝野文景之治冶的繁
荣阶段袁是楚国国力最强盛的时期袁百姓安居乐业袁因此
他有充足的财力和时间来为自己建造一座大规模的陵
墓遥

据专家介绍袁古代帝王陵墓的建造袁会根据墓主人
身体的健康程度来安排修建的进度袁 墓主人身体健康袁
可能会继续扩大陵墓的规模袁墓主人患病或衰老袁陵墓
就该做精加工袁等待墓主人入葬了遥

如果这座陵墓的主人真的是刘戊袁他有近 20年时间
修建和营造袁为什么地宫中却还有这么多地方没有最后
完成呢钥 专家推测袁这座陵墓可能还在扩大规模阶段袁并
没有进入精加工阶段遥

根据现代医学测定袁 墓中骨骸的年龄在 35岁左右袁
属于壮年袁会不会因为暴毙袁所以陵墓没来得及修完呢钥
但又该如何解释兵马俑陪葬坑中出现的异常现象呢钥 墓
主人突然死亡会使陵墓无法完工袁但肯定不会导致兵马
俑的混乱放置遥
专家们开始从史料中寻找线索遥 据班固的叶汉书曳记

载袁汉景帝二年(公元前 155年)袁薄太后去世袁举国服丧遥
作为当时一个十分强大的诸侯国要要要楚国的国君袁 惟我
独尊的楚王刘戊根本没将此事放在心上袁 公然在太后的
丧期内袁肆无忌惮地淫乱享乐遥 这是封建礼制绝对不能容
忍的遥

后来有人把这件事秘密地告发给了汉景帝袁朝中的大
臣们强烈要求杀掉刘戊遥会不会是因为刘戊得罪了中央政
权袁对刘戊陵墓的修建以及下葬就可以仓促了事了呢钥
肯定不是这个原因袁因为汉景帝顾及刘戊和自己是

堂兄弟袁最终没有同意大臣们杀掉楚王的建议遥 刘戊并
没有死袁他的地宫仍然在按部就班地修建遥

然而袁就在埋葬楚王的地宫中袁专家们发现了更加
让人无法理解的现象遥
古人放棺椁的地方通常地势要略高一些袁形如一张

床袁所以后来就以棺床称呼放棺椁的墓室遥 楚王陵地宫
中棺床的位置特别不合礼仪遥 这个墓的棺床放的位置确
实有异于正常情况下的摆放方式袁从文献记载和此前发
掘的大量王侯墓葬看袁它应该实行前堂后室这种方式遥

所谓前堂通常表示死者接待宾客的场所袁后室则是
放棺椁的地方以表示主人的卧室遥 楚王陵却奇怪地把棺
放在了前面袁厅堂则放在了后面袁这就仿佛是说袁要接待
的客人必须经过主人的卧室然后才能到达厅堂袁这明显
是一个漏洞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钥

在后室靠近西北角的石壁上袁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条
裂缝袁专家推测袁这可能就是棺材不能放在后室的直接
原因袁这条天然形成的缝隙往下渗水袁所以棺椁只能放
在前堂了遥

一条石缝就让楚王屈居于侧室袁就可以不顾王室礼
仪袁说明发生在刘戊身上的事件一定非同寻常遥

显然袁刘戊死后不能等袁必须马上下葬袁只有在如此
匆忙的情况下袁才可能出现连后室的缝隙也来不及修补
的情形袁更不用说继续向后开凿新的房间了遥

谜题破解之后袁 王恺和邱
永生把研究的焦点对准了兵马
俑本身遥

从 1984年开始袁在狮子山
西麓共发掘出 6 条兵马俑坑遥
4 条步兵俑坑内的兵马俑袁应
该是墓主人拥有的一支部队
主力袁其中袁4号俑坑中兵马俑
不足 20 件袁 可能担负着主力
部队的警卫任务遥 从步兵俑坑
西北约 125米处袁 有一个东西
长 12 米尧 南北宽 3 米的骑兵
俑坑遥 狮子山当地的村民们
说袁早在 1981 年袁某单位施工
时袁 就曾破坏了一条骑兵俑
坑袁 损坏骑俑约 200多件遥 步
兵俑尧骑兵俑尧警卫俑和指挥
车同时在这几条俑坑中出现袁
表明狮子山兵马俑是一支兵
种比较齐全尧组编完整尧步骑
兼备的作战部队的模拟品袁是
汉初楚王国强大军队战阵的
真实缩影遥

这支汉兵马俑军阵由 4000
多件各种类型的兵马俑组合而
成袁其种类之丰富袁令人惊叹遥
陶俑种类有手持长械的士兵
俑尧铠甲士兵俑尧发辫俑尧发髻
俑尧弓弩手俑尧警卫仪仗俑尧车
兵甲士俑尧 御手俑尧 重型骑兵
俑尧轻型骑兵俑尧马俑和将军官

吏俑等遥此外袁还在俑坑中发现
了木质战车和兵器模型等遗
迹遥

军阵与兵法在古代战争中
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袁 只有攻
防兼备尧训练有素的军阵袁才能
在两军对垒的冷兵器时代冲锋
陷阵尧无往不胜遥而狮子山楚王
陵的兵马俑群袁 正是这样一支
编组整齐的古代战斗军阵遥

由 4条俑坑组成的步车军
阵袁无论数量还是规模袁都是狮
子山汉兵马俑的主力军阵遥 在
这支由步兵和车兵编组而成的
兵马俑军阵中袁 既有主体本阵
和锋阵袁还有后卫尧两翼和指挥
系统遥其中袁由 1尧2尧3号俑坑组
成的 3列平行纵队袁 形成了这
组军阵中规模庞大的三军主
力袁即本阵曰每列纵队又各自分
成前后两部分袁 前面是密集的
步兵方队袁每排约 10 人袁排列
成每队千人的锐利前锋部队袁
后面则是由车兵排列组成的浩
荡战车军阵遥 按照邱永生的说
法袁 这组汉兵马俑军阵充分体
现了中国古代兵书叶孙膑兵法曳
中野末必锐尧本必鸿冶的古代阵
法思想遥在 3列主力纵队身后袁
是由 4号俑坑构成的一列步兵
后卫横队曰 另在 3列纵队右侧

的 1号俑坑中部袁 有一辆四马
驾驶的战车袁 车上站立着一位
高大的将军官吏俑袁 车后簇拥
着一队士兵俑群袁 从而在这组
军阵之中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
的指挥系统遥

距离步车主力军阵右侧
不远处袁是由 5 号和 6 号两条
俑坑前后排列组成的骑兵军
阵遥 这支由重型骑兵尧轻型骑
兵和马俑构成的骑兵俑群方
阵袁既相对独立袁又与步车军
阵相呼应袁成为整座军阵中的
一支快速反应的骑兵侧翼军
队遥 回顾中国历史袁在先秦时
期袁 军阵主要以战车为主袁秦
始皇兵马俑就是这种野万乘之
国冶军阵的集中体现曰随着历
史进程不断向前推进袁笨重的
战车逐渐被轻锐快速的骑兵
所取代曰 到西汉中期以后袁古
老的战车军阵终于从杀声震
天的古战场退出了遥 狮子山兵
马俑步车兵主军阵与骑兵军
阵同时出现袁正好反映了西汉
初期战阵从步车组合向步骑
组合发展的演变过程遥 与秦始
皇兵马俑军阵相比袁狮子山兵
马俑军阵中的骑兵已经从主
军阵分离出来袁成为一个独立
的军种遥

专家们从 叶汉书曳 中了解
到袁 汉景帝虽然没有同意大臣
们杀掉楚王的建议袁 但却决定
减少刘戊的管辖范围袁 并降下
圣旨袁 楚国下属的东海郡归中
央政府管理袁 不再是楚国的地
盘遥 但就在圣旨到达楚国的同
时袁 楚王刘戊收到了另外一封
信函袁吴王准备反叛中央政权袁
邀请他一同造反遥 刘戊立即响
应了吴王的建议袁与吴王一起袁
发兵攻打中央政府袁 这就是历
史上著名的汉初野七国之乱冶遥

汉景帝派兵镇压袁 大败七
国联军袁吴王被杀袁其余各王或
降或死袁全都身败名裂遥刘戊也
不得不自杀身亡遥

刘戊造反自杀袁 已经是犯
了弥天大罪袁 楚王家族如果不
采取措施袁必然要受到牵连遥如
何能把牵连减小到最低程度
呢钥楚王家族必须想出办法来袁
最好是既能保全家族的利益袁

又能维护中央政府的荣誉遥
叶汉书曳中关于刘戊的记载

到他自杀之后就没有了袁 后来
发生的事情袁 专家们只能根据
此前的历史记录大胆进行推
测袁如果推测准确的话袁我们大
致可以描述出这样的画面院
楚王有一个庞大的家族袁 刘戊
有兄弟 6个袁 而且这 6人非王
即侯袁地位不可等闲视之遥

刘戊死后袁 楚国一方面向
中央政府请罪袁 让中央王朝对
刘戊低调处理曰 而另一方面就
在向中央政府请罪的同时袁趁
处罚意见还没有出台袁 楚王家
族利用长安至楚国 2000 多里
之遥尧消息不通之机袁匆匆以王
者之礼抢先一步将刘戊下葬袁
给中央王朝来一个 野既成事
实冶遥

楚王的葬礼确实不能等
了袁 一时间袁 王宫内外乱成一
片袁整个家族都在准备陪葬品遥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袁 楚王以尽
可能快的速度被匆匆下葬了袁
修了近 20 年的地宫还没有最
后完成袁 棺椁也就只好放在了
一个临时的位置上遥

但是袁 中央政府有可能同
意刘戊下葬时使用金缕玉衣和
玉棺袁 却决不会允许他使用兵
马俑来作为陪葬遥 刘戊已经是
一个反王了袁 同意他使用兵马
俑袁让他在地下还能带兵袁这不
等于鼓励其他的诸侯王继续造
反吗钥

邱永生认为袁 还有一种可
能性存在要要要跟随刘戊造反的
故臣旧友可能偷偷地掩埋了兵
马俑遥 在这种偷偷掩埋的情况
下袁 陪葬坑中的兵马俑也就只
能仓促摆放了遥

当时的真实情形谁也无法
知道了袁只剩下合理的推测袁也
许袁 这就是狮子山兵马俑摆放
凌乱不堪的原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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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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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