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藤花落遗址位于江苏省东北部的连云港

市开发区，坐落在离黄海不远的南北云台山

之间的冲积平原上，海拔6~7米，总面积超过

40万平方米。1994年以来，南京博物院和连云

港市博物馆先后进行过五次发掘，揭露面积

达5000多平方米[1]。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内

城、外城两重城址和壕沟以及数量较多的房

址等文化遗存，被评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2006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作为藤花落最重要的大型设施———龙山

文化内城和外城两重城址，发掘报告认为，

“内外城基本上为同一时期，可能建造或废弃

年代上稍有先后，但两者之间存在着统一的

使用年代”[2]。截止目前发现的龙山时代城址，

有不少存在内外两圈城墙，其为同时共存还

是前后相继，对于判断城址的性质和功能乃

至对当时社会结构的认识等至关重要。藤花

落龙山文化城址的面积相对较小，内外两圈

城址是否如报告所说为“基本同时”，仍有必

要进行分析和讨论。下面结合藤花落城址的

具体情况以及目前海岱地区已发现同时期多

重城址的年代关系，来分析和探讨藤花落龙

山文化内城和外城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不
当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藤花落内城

藤花落遗址的龙山文化内城，平面为圆

角方形，方向230°，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东
城墙长199、宽21～22米；南城墙长约210、宽约

21米；西城墙长约190、宽约21米；北城墙长约

200、宽约21米。残存高度为1.2米，包括城墙在

内的城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而城内面积不足

3万平方米（图一）。
涉及到内城城墙的探沟和探方共有6条

（个），即96T2（北墙）、T5239、99T4、T4024（以

上三处在东墙）、99T2、99T5 （以上两处在南

墙）。其中99T5和T4024的发掘资料报告中未

予以公布，T5239则没有发现可以断定年代的

有效层位关系。下面主要讨论余下的三处。
99T2，位于南城墙的东端，这是藤花落遗

址前五次发掘中唯一一条贯通内外城墙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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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探沟内的内城城墙宽度约

为 15.5 米 [3]， 分 别 被 H138、
H139、H141、H89、H150 和 G11
等六个单位打破。其中H138、
H139、H141三个单位没有出土

遗物，无法断定其具体年代，

故不论及。余下的三个单位，

以H150最为重要，通过它可以

比较准确地界定藤花落内城

城墙的建筑年代。
H150，位于内城南墙的外

侧边缘，打破NCQⅡ②，又被

NCQⅡ①所叠压，恰好处在城

墙的上下两层之间（图二）。
这一层位关系表明，内城

城墙的建造时间要早于H150，

或者说不迟于这一时间，而延

续使用的下限时期则要晚于

H150。所以，判明H150的所处

时代对于确定藤花落内城建

造和使用过程中的某个下限

年代至关重要。H150最下层出

土 了 2件 可 以 复 原 的 陶 器 ，

H150③:1白陶鬶，高颈较细，深

腹，中部有一周细索状堆纹

（图三，1）。这种鬶的形制明显

偏早，为典型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的

风格；H150③:2，夹砂褐陶鼎，宽折沿，深腹，

三凿形足的根部从两侧向内捏，致使中部较

高，两侧各有一个按窝，鼎腹饰较粗的斜篮纹

（图三，2）。H150鬶和鼎的形制及纹饰，与距其

不远并属同一文化系统的日照尧王城遗址大

汶口文化晚期H51出土的同类器基本相同（图

三）。所以，H150出土的这一组器物，其时代应

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由此看来，藤花

落内城的始建年代不迟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偏

晚阶段，与尧王城、丹土早期城址的始建年代

大体相当。
打破内城城墙的H89和G11，出土遗物不

多，时代特征不很明显，大体上属于龙山文化

第三期或略早[4]。依据这一组层位关系无法明

确其打破城墙的时间是在城墙的使用时期，

还是已废弃之后以及废弃之后多久[5]。
96T2，位于北墙中部内侧，层位关系相对

比较简单，城墙上部被开口于第5层下的H5所

叠压，下部则打破第6层及以下文化层。H5为

一巨型坑，已暴露部分的口径接近6米，出土

的三件鼎足，有二件为铲形（图四，6），属龙山

文化第二期。
99T4，位于东墙南部外侧。开口于第3层

之下的H107打破城墙。H107出土外表有纵向

附加堆纹的铲形鼎足、子母口下有对称分布

的喙状装饰的瓮以及敛口钵、盆等（图四，1~
5、7、8），属龙山文化第三期偏早阶段。

图一 藤花落内外城址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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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H150与内城城墙关系图

图四 藤花落H5和H107出土遗物

1．盆（H107∶3） 2．罐（H107∶1） 3、6~8．鼎足（H107∶6、H5∶3、4、H107∶7） 4．瓮（H107∶8） 5．钵（H107∶4）

图三 藤花落H150与尧王城H51出土陶器之比较

1、3．鬶（H150∶1、H51∶1） 2、6．罐 形鼎（H150∶2、H51∶3） 4、5．凿形 鼎足（H51∶5、4） 1、2为 藤

花落，其余为尧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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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依据H150的有效层位关系和

时代特征明确的器物，可以确定藤花落内城

的始建年代，可以早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

阶段。而城墙的宽度明显较外城要窄，并且两

侧（特别是外侧）没有增筑的痕迹。所以，推测

其使用时间没有外城那么长 [6]。并且，在发掘

内城城墙的六处探沟和探方中，城墙夯土内

没有发现同时代的陶片等遗物，这与外城城

墙夯土内出土较多龙山文化陶片等遗物判然

有别，从而间接说明内城的筑城时间较早。此
外，与藤花落邻近的尧王城和丹土遗址的早

期城址，时代均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

其使用年代约在一二百年的时间范围之内，

与藤花落大体一致。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准确

地推定藤花落内城的使用期约在大汶口文化

晚期偏晚阶段至龙山文化第二期前段。

二、藤花落外城

藤花落遗址的龙山文化外城，平面略呈

圆角长方形，方向230°，亦为东北－西南方向。
南北长435、东西宽325、周长1520、墙体宽21～
25、残高约1.2米。包括城墙和内城在内的面积

约14万平方米，城内面积约10万平方米 （图

一）。
历年发掘的探沟，涉及到藤花落外城的

共 6 条 ， 即 99T1、99T2、98T2、96T4、99T3 和

99T6，其中发掘报告没有公布96T4的资料。位
于东城墙的99T1和西城墙的99T6，除了城外

的壕沟（G8）之外，没有其他遗迹与城墙相互

叠压或打破，从而缺乏能够准确揭示城墙所

处年代的层位关系。余下的三条探沟，可以确

定外城年代的资料主要有四种。
一是被城墙所叠压或打破的遗迹。这一

类遗迹不多，主要见于南门东侧城墙位置的

98T2。有3个灰坑被城墙所叠压，即H146、
H147和H148。可惜3个灰坑都没有出土成形

的陶器，无法据其断定城墙的上限年代。
二是城墙内包含的遗物。城墙内包含的

遗物是判定城墙建筑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
外城城墙较宽，中间可能经过修补、增筑等活

动，故其延续时代应该比较长。
98T2，从报告图三二东壁剖面的层位关

系分析，WCQ内Ⅰ至WCQ内Ⅴ和WCQ①的时

代最早，属于始建阶段的城墙。外侧的WCQ外

②至WCQ外 ，可能是城墙外扩加宽加高逐

渐形成的。从层位上说，越往外侧时代越晚。
城墙内的包含物，内侧最早的WCQ内Ⅱ出土

折腹（或称为双腹）鼎的上半部，折腹位置偏

下，上腹显得较宽（图五，1），这种形制的鼎在

龙山文化中的时间定位较为明确，可以早到

龙山文化第二期后段。属于外侧附加的WCQ
外②，出土无眼鸟首形鼎足（图五，9）。

外侧附加的WCQ外③出土的尖唇折沿罐

形鼎和甗上半部（图五，2、6）、内敛矮口有颈

瓮（图五，12）等，所属年代为龙山文化第三

期。晚于WCQ外③的WCQ外④，出土一件标准

的侧三角平底鼎残片，具有典型的龙山文化

第四期特征（图五，10）。所以，外③到外④之

间可能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从以上所列外城

城墙夯土内的包含物来看，藤花落外城的始

建年代，最早到龙山文化第二期后段，并一直

延续到龙山文化第四期前段。
99T2，从剖面图显示的外城城墙较为特

殊，中部为一近梯形土堆，内外两侧依次叠压

倾斜。中部最早的夯土内出土敛口盆形鼎的

残片（图五，3）；外侧倾斜叠压的夯土中发现

外表有堆纹的无眼鸟首形鼎足 （图五，8）。时
代当在龙山文化第三期。另外，就99T2地层剖

面而言（图二），虽不能直接得出“内城营建－
使用－内城废弃和外城营建－使用－废弃”这样

一个过程，但是综合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等

情况，我们可以对内外城墙相互关系进行解

读，虽有推测的成分，但是并不影响内外城墙

年代关系可能性的进一步讨论。人们来到藤

花落时，只在生土上营建起规模较小的内城

城墙，这个时间不晚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后段

（有H150为证）；后来，在内城城墙的外侧，又

营建了规模较大的外城城墙，城墙下面有部

分遗迹，如灰坑等；大体同时或略晚，在外城

城墙内侧，修筑了一条环绕城墙的道路（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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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藤花落外城城墙夯土内出土遗物

1、3~5．盆形鼎（98T2WCQ内Ⅱ①∶1、99T2WCQ①a∶1、99T3WCQ内⑤∶1、99T3WCQ①∶7） 2．罐形鼎（99T3WCQ
外③∶1） 6．甗（98T2WCQ外③∶5） 7~9．鸟首形鼎足（99T1WCQ内②b∶2、99T2WCQ外③∶1、98T2WCQ外②∶5）
10、11．侧三角鼎足（98T2WCQ外④∶2、99T1WCQ内②a∶2） 12．瓮（98T2WCQ外③∶2）

因为路面较低，在路的两侧各挖有一条与L4
配套的排水沟（即G12和G11），从G12的出土

物来看，时代约为龙山文化二、三期之际。同
时，内城城墙出现密集的遗迹，主要为柱洞和

灰坑，一般情况下，城墙在使用期间不会出现

类似情况，因此，内城在此时或已废弃不用。
99T3，城墙的堆筑方式与99T2段完全相

同，也是中部为一梯形土堆，然后向内外两侧

倾斜堆土。中心部位（WCQ①）和内侧倾斜的

WCQ内⑤，均出土平折沿、敛口的盆形鼎残片

（图五，5、4）和无眼鸟首形鼎足。这些器形的

时代均为龙山文化第三期。99T1的情况与以

上三条探沟的情况大同小异（图五，7、11）。
由以上分析可知，藤花落外城城墙夯土

内包含物的时代，在龙山文化第二期后段至

第四期前段之间，以第三期遗物数量最多。据
此可以推定，藤花落外城城墙的始建年代，最

早可到龙山文化第二期后段，有可能晚到第

三期之初，对外城城墙的修补和增筑活动则

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第四期前段。
三是城墙外侧壕沟内的遗物。壕沟使用

时期散落于沟内的遗物，是城内居民各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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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产物，一般可以用来界定城址的使用期。
壕沟与城墙类似，可能从城墙建成一直到城

墙废弃都在使用，甚至城墙废弃之后还会存

留较长时间。所以，其延续的时代可能会更长

一些。作为外城城壕的G8，剖面图显示可以区

分为许多小的层次（如报告图二八、二九、三
六等），所以是有可能做进一步划分的。报告

发表的可用来断代的陶片标本均出自没有分

层的98T2。从整体上看，这些陶片标本多数属

于龙山文化的两个期别，即龙山文化的第三

期和第四期。如鸟首形鼎足，主要见于龙山文

化第三、四两期，以第三期最多（图六，1~3）；

再如侧三角鼎足，则主要见于第四期及以后

期别（图六，4、5）。此外，个别扁体的铲形鼎足

可能早到第二期后段（图六，6）。
由此看来，壕沟的使用期有可能早到龙

山文化第二期后段，其中第三期的遗物数量

最多，并且可以延续到第四期。
四是打破或叠压城墙的文化堆积。如前

所述，城墙是大型工程，局部的破坏并不能证

明城墙已经完全废弃。所以，打破或叠压城墙

的遗迹，其时代就有两种可能，或与城墙使用

期同时，或晚于城墙即在城墙废弃之后。
如位于南城门东侧的H149，打破城墙内

侧边缘的夯土，坑内出土陶鬶和陶鼎各1件。
陶鼎（图七，2）的形制为大口盆形，敛口，折

腹，铲形足正面饰纵向索状堆纹，为典型的龙

山文化第二、三期之交的形制。鬶（图七，1）为

粗长颈，腹较深，袋足较浅，这种形制的鬶习

见于龙山文化第二期后段。H149是打破城墙

遗迹中年代较早的一个，表明外城城墙的始

建年代应该早于龙山文化第三期前段。
再如南城墙内侧和城墙平行分布的G12，

口宽2.8、底宽0.3、深约1米，已探明长度约100
米，是城墙使用时期形成的堆积。沟内出土有

鼎、圈足盘、鬶足等器形。罐形鼎（图八，1）为

斜折沿，外表饰斜篮纹，并有根部带圆窝的铲

形足 （图八，4） 和外表饰纵向堆纹的铲形足

（图八，3、5）；圈足盘（图八，2）为大宽沿，口微

外敞，折腹；内有橄榄形突起的锥状鬶足（图

八，6）等。这几种器形，从形制特征上分析，均

具有龙山文化第二期到第三期之间的风格，

与H149的时代较为接近。
又如位于南城墙东部99T2内 的H78和

H77，分别打破中部和靠近中部的内侧城墙，

出土遗物除了龙山文化第三期常见的盆形鼎、
鸟首形无眼鼎足、折沿中口罐、短颈鼓腹小平

底盆等之外，还有属于第四期的侧三角鼎足

（图八，7）、宽平沿敛口浅折腹圈足盘等。所以，

外城城墙的使用年代可以延续到这一时期。

图六 藤花落G8出土鼎足

1~3．鸟 首 形 足（G8∶22、27、20） 4、5．侧 三 角 鼎 足（G8∶
24、26） 6．铲形鼎足（G8∶25）

图七 藤花落H149出土遗物

1．鬶（H149∶1） 2．盆形鼎（H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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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藤花落G12和H77出土遗物

1．罐形鼎（G12∶7）2．圈 足盘（G12∶4） 3~5．鼎足（G12∶1、3、
5） 6．鬶足（G12∶6） 7．侧三角鼎足（H77∶12）

综合上述，用来确定藤花落外城营建和

具体使用年代的依据主要有三：

一是城墙夯土内的遗物，最早的中部可以

早到龙山文化第二期后段，而外城外部（外城

比较宽，不是一次形成，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进行过增补，所以越晚增补部位的时代也就越

晚）夯土内的遗物，最晚可至龙山文化第四期；

二是打破城墙夯土的遗迹，年代最早的

是龙山文化第二、三期之际（如H149），多数为

第三期；

三是与外城配套使用的城外壕沟，壕沟

内的堆积相当于外城的使用时期，沟内出土

的遗物，时代最早的可以到龙山文化第二期

后段，最晚的可以到龙山文化第四期。
因此通过城墙夯土内的包含物、城墙外

侧城壕内的包含物以及打破城墙的遗迹中的

包含物等三个方面证据的分析，可以明确地

认为，藤花落外城城墙的建造年代应在龙山

文化第二期后段，此后一直延续使用到龙山

文化第四期前段，前后经历了约200年。
明确了藤花落内城和外城的年代，两者

之间的关系就清楚了，即内城兴建的时间较

早，约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持续使用

到龙山文化第二期。外城建造的时间较晚，约

在龙山文化第二期后段，也可能略早一点，不

会更早。使用期比较明确，持续到龙山文化第

四期。到龙山文化第五期，藤花落遗址的龙山

文化遗存已经极其少见。所以，可以认为龙山

文化第四期的某个时段，藤花落外城废弃不用。
在这个过程中，内外城的使用期基本不同时。

一般说来，同时存在内城和外城，没有必

要重复修筑两道紧密相联的城墙。如东周以

来的许多城址，都是如此。而藤花落两圈城墙

之间，东、南、西三面的内外城墙之间，没有留

出较大的活动空间，城墙之间除了作为通道，

基本上无法开展其他活动。在前述分析和论

证表明，内城较早而外城较迟，两者之间是前

后相继的关系，上述费力又没有实效的做法

则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即内城使用期间，外城

尚未建造，而修筑起外城城墙之后，内城城墙

之上开始出现较多的居住类遗存。因此，根据

以上种种现象，我们认为在外城城墙使用时

内城城墙已废弃。所以，应当并不存在两道城

墙之间的狭长空间问题。

三、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城址

海岱地区目前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超过

10处，其中明确有两重或两重以上城址的共6
处，均在山东省境内，泰沂山脉北侧地区有3
处，即丁公、桐林和边线王，东南沿海地区有3
处，即丹土（三重）、两城镇（三重）和尧王城

（二重）。
丁公遗址位于鲁北中部的孝妇河流域，

1991年发现较大的外圈龙山文化城址[7]，1993
年发现内侧较小的龙山文化城址。就城内面

积而言，内圈城址约6万平方米，外圈城址约

10万平方米[8]。丁公龙山文化城址不仅内外城

的大小与藤花落相似，其结构也颇为接近：如

丁公龙山文化的外圈城址在内圈城址的基础

上，从四面往外扩大了一墙一壕的范围，从平

面上看，由里向外依次为内圈城墙、内圈城

壕、外圈城墙和外圈城壕。两圈城墙之间只有

一条壕沟的宽度。内圈城墙为龙山文化早期，

约略与藤花落内城相当，外圈城墙始建于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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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第二期后段至第三期初，约略与藤花落

外城一致，只是延续使用的时间更长一些，一

直持续到龙山文化最末期和岳石文化时期。
桐林遗址西距丁公约50公里，坐落在乌河

之畔，1992年经勘探发现龙山文化城址。后经

发掘，确认有内、外两重城址。包括城墙在内，

内圈城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外圈城址约30
万平方米[9]。桐林内外龙山文化城址的结构、
关系与丁公相似，也是外圈城址修筑好之后，

内圈城址随即废弃。2002年解剖发掘的东侧

探沟，内外城墙、壕沟的排列方式与丁公的内

外城墙、壕沟基本一致[10]。
位于桐林以东 河流域的寿光边线王遗

址，是海岱地区继城子崖之后最早发现的一

座龙山文化城址。边线王城址也是由内外两

重组成，由于受到取土等活动的严重破坏，城

址仅保留着基槽等基础部分。包括基槽在内，

内圈城址的面积约2万平方米，外圈城址相对

较大，约5.5万平方米[11]。与丁公和桐林两处龙

山文化城址相同，边线王的内外城址也是前

后相继的关系，即外城于龙山文化中期修筑

好之后，早期始建的内城即行废弃，内外城址

不共时。与藤花落一样，边线王外城也没有延

续到龙山文化晚期。
丹土遗址位于鲁东南沿海的五莲县东南

隅，1995年以来经多次勘探和发掘，确认了前

后三期城址。早期城址始建于大汶口文化晚

期偏晚阶段，延用到龙山文化初期，面积约9.5
万平方米；中期为龙山文化早期，面积约11万

平方米；晚期为龙山文化中期，面积约为18万

平方米。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发掘者认为三

圈城墙的建造是“由里及外，由小到大，由早

及晚逐渐扩建的”，是典型的城墙和壕沟相结

合的环壕城址[12]。而三圈城墙之间，除了晚期

南侧城墙向外有较大拓展之外，其他时期四

面均为依次外扩的模式，每一圈向外移动的

范围较小，与藤花落东、南、西三面内外圈城

墙结构相同。
两城镇遗址离丹土较近，时代略晚，延续

时间贯穿了整个龙山文化。两城镇龙山文化

遗址的范围较大，遗存十分丰富，其早期只发

现一长方形环壕，面积20多万平方米。环壕废

弃之后，立即在其外围修筑了面积更大的环

壕城址，亦为长方形，面积30多万平方米[13]。两
城镇内圈环壕和中圈环壕城址的结构与藤花

落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形状相反（藤花落为向

北拓展，两城镇为向南拓展），其北、西三面由

内侧环壕向外移动了一个环壕 （北侧还不足

一个环壕，东侧为河道故没有外扩）的宽度，

而南侧则向外有较大的拓展。两城镇遗址的

内圈环壕约为龙山文化第一期后段，始建年

代略晚于藤花落内城，中圈的环壕城址则大

体与藤花落外城时代相当。
位于日照南部的尧王城遗址，是鲁东南

沿海地区又一处大型史前聚落遗址。近年来

在该遗址的调查和勘探工作，发现了大汶口

文化晚期偏晚阶段至龙山文化时期的环壕城

址。尧王城的城址亦有内外两重。内圈城址略

呈长方形，面积接近15万平方米。城墙宽度为

26~28米，城墙外侧的壕沟宽近30米[14]。内圈城

址的年代约当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到龙

山文化早期，与藤花落内城的时代相当或略早。
综合以上6处具有两重或两重以上的城

址，大小相差较为悬殊。小者如边线王，明显

小于藤花落，中者如丁公，与藤花落相差无

几，大者如两城镇、尧王城和桐林，数倍于藤

花落。这些城址的共同特点是；均为内圈城址

较小，外圈城址较大；内圈城址的时代较早，

大约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 （习惯上也

称为大汶口文化末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外圈

城址较晚，主要为龙山文化中期，部分可以延

续到龙山文化晚期，并且内外城址的年代是

前后衔接的。其实不仅是海岱地区，中原地区

的同时期城址，如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

的内外两重龙山文化城址，也是内圈的小城

址年代较早，外圈的大城址年代较晚，两者是

前后相继的关系[15]。所以，藤花落龙山文化城

址与上述同期城址一样，也是先修筑一座小

城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在小的

城址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时，人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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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城址的外围建造起规模更大的城址，而

内部的小城址则因为失去了存在价值而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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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enghualuo Longshan Culture and City Remains
Wang Fen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At the Tenghualuo site in the outskirts of Lianyunga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a Longshan
cultural settlement was uncovered with a clear definition of one concentric ring enveloping the site
center. The inner circle has an area of approximately 40,000 square meters and the outer circle has an
area of 140,000 square meters. The excavation report stated that the inner and outer circles coexisted
during the site’s settlement.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is conclusion is incorrect. Through my analysis of
the Tenghualuo site,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layers and the typology of the artifacts
uncovered in related sites, I believe they were from two distinct cultural periods. I argu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ner layer may be as early as the very late period of Dawenkou culture and was in
use up through the later part of the early period of Longshan culture. The structure and period of the
Tenghualuo site is similar to the nearby Rizhao Yaowang site and the site remains found at the
Liangchengzhen and Wuliandantu sites.

Keywords: Tenghualuo; inner city; outer city; Longshan culture city re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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