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两种防盗墓手段，说到
底是掩人耳目的障眼法，如果盗
墓贼真的铁了心要往下挖，其实
也能够找到真正的棺椁。为了保
险起见，墓主人又想出了更为凌
厉的手段，这就是所谓的第三种
方法：取人性命的“流沙积石”，这
也是整个郭庄楚墓的防盗核心。

具体的做法是在整个墓坑挖
好后，在棺椁的四周填满厚厚的
细沙。这些细沙往往经过火烤等
特殊处理，结构松散，不易聚拢。
为了增强杀伤力，流沙中往往还
混杂了大量棱角锋利的石块。在
这样的沙层中，盗墓贼想要挖出
一个洞来几乎不可能。即便幸运
地挖出了盗洞，由于细沙的流体
结构，可以流到洞内带动石头塌
方，对盗墓贼造成致命一击。

郭庄楚墓流沙积石层的设计
很巧妙，它位于两座疑棺所在土
层的下一层，紧紧护卫着真正的
棺椁。当盗墓贼看清疑棺的障眼
法，选择继续往下深入的时候，等
待他们的是更加险恶的机关。整
个流沙层的厚度达到了11 米，沙
层中不同部位分别设置了乱石、
蒙顶石、贴顶石、卧底石等锋利石
块，数量足足有500多块。这些石
块都被处理成了带有锋利的棱
角，小的有十几斤，大的则超过了
两百斤。作为墓葬的最后一道防
线，流沙积石承担了非常重要的
任务。而事实上它也不负墓主人
的期望，来到这里的盗贼大多无
功而返，悻悻而归。

最后，是精巧的墓道设计。
说到这里，其实有心的读者已经
明白了整个墓葬的大致构造：总
共是两个部分，上面一部分用的
是迷惑人的假棺，而下面才是真
正的墓室，周围填满了可以取人
性命的流沙积石。这样的墓葬构
造，注定了郭庄楚墓的墓道设计
与一般的墓葬不同。普通的墓
葬，墓道的底部就是墓室的底部，
但郭庄楚墓因为分成了两部分，
导致了它的墓道高悬在半空，与
疑棺的底部持平。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还
发现，在距离墓道口附近两侧的
墓道壁上，还有两道深深的凹槽，
从挤压痕迹来看，凹槽之前可能
还有木头，应该是个临时墓门。

这个临时墓门，也大有讲究。
据专家推测，临时墓门的建立，是
为了方便工人们隐蔽作业。真正
的墓室建造，是在门后秘密进行
的，工人们悄悄埋入真棺后，一边
倒入积沙，一边放入各种尖利的石
头，最后铺上与墓道底齐平的蒙顶
石。在这之后，工人们才打开临时
墓门，大张旗鼓地抬入假棺进行埋
葬，以达到掩人耳目的作用。

讲到这里，真的不得不佩服
古人卓越的智慧。所谓“魔高一
尺，道高一丈”，在与盗墓贼的斗
智斗勇中，反盗墓的技巧和手段，
也在不断地进步、变化。

来源：《围观考古现场》
中国致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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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冢疑棺、流沙积石……
古代墓葬的反盗墓技巧

□项木咄

位于河南省上蔡县的郭庄楚墓可谓是古今反盗墓技巧的集大成者，对它的考古发掘，让我们能够
了解到古代的那些反盗墓方法是如何操作的，也让那些以往只停留于文字中的冷冰冰的信息变得可感
可知。那么，郭庄楚墓究竟有哪些有意思的反盗墓技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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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庄楚墓可谓是古今反盗墓技巧的
集大成者，对它的考古发掘，让我们能够
了解到古代的那些反盗墓方法是如何操
作的，也让那些以往只停留于文字中的冷
冰冰的信息变得可感可知。那么，郭庄楚
墓究竟有哪些有意思的反盗墓技巧呢？

首先是迷惑众人的土层。盗墓贼判
断地下是否有古代墓葬的核心技术，是
通过判断土层中遗留物品的属性和年
代。一般来说，下层的地层肯定要比上
层的地层年代更久远。或许郭庄楚墓的
墓主人具有超前的意识，他依靠这一原

理玩起了迷惑人的
障眼法。

郭庄楚墓的夯
土大致可以分为两
层 ，上 层 是 厚 1 到
2.5 米的封土，下层
是 7 米 厚 的 填 土 。
封土和上部的填土
里面夹杂了很多的
陶片、骨头、木炭、蚌
壳等。而填土的下
半部分，却是标准的
五花土。如果盗墓
贼只探索到上层的
土层，发现填土里都

是些陶片、骨头之类的东西，很容易误认
为这是个原始社会的遗址，最终因为捞
不到宝贝悻悻而归，根本不会想到在这

“垃圾土”下面还藏着一个楚国大墓。
其次是亦真亦假的疑棺。曹操的

“七十二疑冢”，仅限于古史记载，至少在
正式的考古发掘中，并没有曹操疑冢的
确切证据。而郭庄楚墓却有力地证明
了，“疑冢”“疑棺”这样一种方法是切切
实实存在的。这是怎么操作的呢？

墓主人将整个墓葬分成了上下两个
部分。在上半部分，墓主人特意安置了
两具疑棺，一具位于椁室的中间上部，一
具位于椁室上方的东北部。这两具疑棺
的底部位置与墓道底齐平，而且还象征
性地在周围放了一些骨贝、铜铃等。往
往盗墓贼挖到这里，就会误以为已经挖
到了墓底，再看面前的棺材，里面什么值
钱的宝贝都没有，通常会大骂一句，然后
失望而出。可谁能料到这疑棺的下面，
才是真正的棺椁。

这样亦真亦假的设置，的确迷惑了
不少盗墓贼。根据发掘现场的勘查，有
几伙盗墓贼挖到了疑棺这个地方，不过
他们发现墓里的随葬品实在是太过寒
碜，就没有继续深挖下去了。

郭庄楚墓发掘出土
的青铜器。 新华社发

说到“反盗墓”手段，大家总觉
得是一件非常神奇且有技术难度的
事情，但传统的反盗墓手段，其实非
常朴素、直接。很多墓葬被盗墓贼
惦记着，是因为它有巨大的封土堆，
或者是在地面上有突出的标识，一
眼就能被人认出，大有“此地无银三
百两”的感觉。所以有人就吸取了
教训，干脆“不树不封”，隐蔽墓址，
让盗墓贼连位置都找不到。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南越王
赵佗的陵墓。《太平御览》说：“吴将
吕岱为广州，遣掘尉他冢，费损无
获。（赵）他虽僭侈，然慎终其身，乃
令后不知其处，鉴于牧竖所残也。”
赵佗是南越国的创建人，早年曾为
秦朝将领，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天下
大乱后，赵佗乘机割据岭南，建立了
南越国。他吸取了秦始皇陵因“牧
竖”而遭受破坏的教训，特别注意自
己墓葬的隐蔽，“棺塴无定处”。

到了东吴黄武四年（225 年）
时，孙权得知赵佗死后曾葬有大量
奇珍异宝，并且一直未被盗掘，贪
财心切的他立刻命部将吕岱率领
五千精兵，深入南越国故地搜寻财
宝。但是由于赵佗的墓实在太过
隐蔽，吕岱折腾了大半年后还是没
有找到赵佗的墓，最后不得不无功
而返。

当然，最有名的还要数成吉思
汗的陵墓。自成吉思汗下葬近800
年来，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想知道
他的陵墓在哪里，但到目前为止，
除了内蒙古地区有一座成吉思汗
的“衣冠冢”之外，真正的成吉思汗
埋葬地，所有人都不得而知。

根据蒙古族的习俗，元代的帝
王死后都采取“密葬”形式，所以我
们至今未发现一座元代皇家陵
墓。据说，当年成吉思汗病死于灵
州（今宁夏灵武县）军中，终年 65
岁。手下将领遵从“密不发丧”的
遗诏，由最忠心的侍卫将遗体运回
故乡，下葬到准备好的陵墓中。埋

葬之后，又出动了上万匹马来回奔
跑，将墓地踏平，然后植木为林，最
后以一棵独立的树作为墓碑。随
后，参与这次行动的工匠和士兵全
部被杀人灭口，最终将这一秘密带
进了坟墓。

当然，这种低调处理自己身后
之所的方式，实在有悖于王公贵族

“炫富”的心理，于是出现了一种既
能够安稳地炫耀显赫地位、又能够
保证自己陵墓不被发现的方法，这
就是所谓的“疑冢”。集大成者是
曹操的“七十二疑冢”。相传当年
曹操为了筹措军费公然盗墓，还特
地设了“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
等职位来专职盗墓，“帅将吏士，亲
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本
就提倡廉洁节俭的曹操，为了避免
重蹈先人覆辙，要求自己死后进行

“薄葬”。《三国志》中提到：“古之葬
者，必居贫瘠之地。其规西门豹祠
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
树。”除此之外，曹操还不放心，甚
至设置了“七十二疑冢”来掩人耳
目。

据说曹操出殡的那天，邺城所
有的城门全部打开，七十二具棺材
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城门
抬出，让人分不清到底哪一具才是
曹操的真棺材。在这之后，有太多
盗墓贼盯上了曹操墓，他们想从古
书中寻找蛛丝马迹，但最终都无功
而返。直到2009年，河南安阳的高
陵被考古发掘，最终确定了是曹操
的陵墓。与一般的汉唐陵墓相比，
高陵的规格不算小，但是却简单朴
素得多，这也与曹操生前一直提倡
的“薄葬”互相印证。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反盗墓”
手段是偶然间形成、远超当时建墓
预期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
的“伏火”。《汉书》中《外戚传下·定
陶丁姬》记载过一个故事：“开丁姬
椁户，火出炎，四五丈。”宋代的邵博
在《邵氏闻见后录》中也说过：“盗夜
发咸阳原上古墓，有火光出。”由于
古人的科学知识有限，他们无一例
外地将这种现象解释为“鬼火”，但
其实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前文说
过，这样的墓在长沙地区称为“火洞
子”。古时候盗墓往往又在夜黑风
高的晚上，拿着火把进盗洞，当然就
会形成所谓的“鬼火”了。其实，这
根本就是“天时地利”的结果，而不
是墓主人有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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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庄楚墓考古发掘现场。新华社发

成吉思汗陵。

曹操高陵前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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