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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甘肃高台地埂坡一号晋墓前室所反映的仿木结构，摹写的是一土木混合结构融合

横向构架建筑的其中一间，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结构清楚的中国古代建筑横向梁架形象实物，

对研究河西地区魏晋墓葬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筑史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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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8～11 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单位在甘肃省高台县城西北罗城乡河西村地埂坡

对已被盗的数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发掘。［1］其中一

号墓墓葬形制较为特殊，与以往所见的河西地区

魏晋十六国墓葬不同，墓葬前室比

较细致地模仿了地面建筑的形式，

为探讨这一时期地面建筑的一些特

征和做法提供了线索。

一

该墓葬群位于高台县罗城乡河

西村西南的戈壁台地上，此次共清

理 了 被 盗 墓 葬 5 座 ， 分 别 编 号 为

M1～M4、M6，已发表的 《简报》
中披露了 M1、M2 和 M6 的相关材

料。M1 位于整个发掘区的中部，墓

向 71°。墓葬为长斜坡式墓道双室

土洞墓，由地表封土、墓道、照壁、
墓门、甬道、前室、后室、耳室等

组成 （图一）。
墓葬被盗，葬具扰乱严重，现

存 2 具棺，均已散乱无形，残存人

骨 2 具。墓内随葬品因被盗破坏严重，位置扰

乱，残存者主要为陶器、金器、铜器、铁器、木

器、漆器等。陶器数量较少，主要有陶钵 2 件、
陶灶 1 件、陶纺轮 1 件。铜器数量较多，但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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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M1 平、剖面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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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M1 前室壁梁架结构局部 （前室东南隅） ［5］

严重，主要有铜耳杯、铜泡、铜铺首、铜柿蒂

花、铜器构件等。木器数量较多，以木俑、木马

为主。M1 的年代，《简报》主要依据墓葬形制

判断其应为晋墓。［3］

二

M1 中模仿地面建筑的做法，主要集中在墓

葬前室。前室平面长方形，长 4.21、宽 3.81 米。
南北两壁及顶部在原生黄土上雕出了仿木结构梁

架和屋顶结构，残高 3.72 米。南北两缝梁架形

式基本相同，现以《简报》刊发了线图的北壁为

例介绍其基本情况。梁架主体以前后两柱承托横

向梁栿，前柱下设方座素面覆盆柱础，柱为梭

柱，柱身绘穿璧纹等，高 1.76 米；柱顶施栌斗，

与梁栿方向一致开槽，施替木以承梁栿前端，梁

头直截出栌斗口。后柱位于前室西北隅，在墓室

壁上雕出方柱形式，下部已稍残但仍可看出原无

柱础；柱头亦施栌斗支替承梁栿后端，与前柱类

似，惟柱身尺度明显较前柱小。梁栿以上，在梁

栿前端施栌斗上承令栱，令栱仅刻画出墓室内的

一半，应为上施斗承替木支槫的做法。［4］梁栿

中部上施硕大的叉手，叉手之上两侧亦类梁栿前

端做法，施栌斗承令栱，令栱上施斗承替木支

槫。梁栿后部，贴前室西北隅雕斗子蜀柱支替承

槫。这样，就构成了单缝梁架的主体做法。整体

梁架上部的前端，在墓室东壁与叉手东侧的槫间

铺椽，后端则在墓室西壁与叉手西侧的槫间铺

椽。叉手上部两槫间的墓室顶部，近似平顶，未

作出椽子。总体来看，以叉手为中心墓室所表现

的仿木结构，分为前后两坡顶，略有弧度，前坡

较长 （图一～三）。
《简报》认为：该仿木结构表现的是“面阔

一间进深三架椽的类似卷棚顶结构”，这大约是

仅据前室仿木结构现状反映出的情况所做的描

述。而在分析前室仿木结构的特点之前，则有必

要在此基础上，先对其所摹写的地面建筑原貌做

一初步的推拟。其中值得注意之处有二。
其一，前室仿木结构屋顶的细节中，后坡的

一架椽西端担在了前室西壁上刻画出的槫上 （图

三）。说明除在前室南北两壁雕出的横向梁架以

外，前室的西壁也应是仿木结构摹写的对象。与

之类似的，前坡最东侧的一架椽，东端也担在了

图三 M1 前室北壁梁架结构局部 （前室西北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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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洛阳出土宁想石室 ［13］

前室东壁之上 （图二），但与前室西壁不同，前

室东壁没有看到明显的承椽构件。这便存在两种

可能，一种是前室东壁也是仿木结构摹写的对

象，承椽构件在仿木结构中被简省了；另一种则

是，前室东壁并不是仿木结构摹写的对象，只是

仿木结构前坡的椽子挑出后，与前室东壁相交。
此外，前室西北、西南两隅在横向梁架之下，

支承梁栿的后柱与前端的梭柱不同，做成了方柱

式样，不用柱础且尺度较前柱小。这提示我们，

后柱应该在结构作用上与前柱不同，不是主要的

承重构件。梁栿的后端之上，同样做了斗子蜀柱

支替承槫的样式，也是尺度较小的方柱。结合两

汉至北朝时期北方地区流行夯土墙承重的结构体

系， ［7］有理由推测，前室的西壁应该摹写的是建

筑的后檐墙，承托了横向梁架后端的荷载，正是

这个原因使得梁栿下的后柱可以做得较为纤细并

不用柱础。而前室西壁在梁栿上下刻画出的方

柱，也正应是这一时期流行的壁柱形式。［8］

其二，从前室仿木结构反映的室内梁架结构

实际情况来看，其与习见的地面建筑稍有不同。
这主要体现在梁架叉手上部的做法上。东汉至魏

晋北朝时期以往所见的仿木构石室或画像石、石

室上的建筑形象，皆曾见在叉手或类似叉手的三

角形梁架结构上承托脊槫的做法，如山东金乡

朱鲔石室 （图四） ［9］和洛阳出土宁想石室 （图

五） ［10］等。类似的结构，在 M1 前室顶部未作

出，笔者认为较大的可能是仿木构做法受制于墓

室尺度和在黄土上进行雕刻的限制，无法忠实地

摹写地面建筑结构。［11］

如果假设叉手上部仍承脊槫、脊槫与两侧平

槫间仍各铺设一架椽的话，则该墓室原拟摹写的

建筑形象，由于前室东壁反映信息的不确定性，

存在两种可能。若前室东壁也是仿木结构所摹写

的对象，则该地面建筑即应是一个前坡三架椽、
后坡两架椽，前后檐用夯土墙承重的建筑形象。
若前室东壁并非仿木结构所摹写的对象，那么该

建筑就应是一个前后皆为两架椽，后檐用夯土墙

承重的建筑形象。又根据前室南北两壁上承槫的

令栱皆刻画出两个小斗的情况，说明前室仿木结

构摹写的应该是一座地面建筑整体中的一间 （或

即明间）。据此我们大体可以做出两种 M1 前室

所摹写的地面建筑形象的局部推

想方案图 （图六、七）。
比较这两种地面建筑形象的

局部结构推想复原方案，相对而

言，该建筑中横向木结构构架已

基本可以完成屋顶上部荷载的承

托。屋顶荷载通过叉手、横向梁

栿传递到前部梭柱和后部夯土

墙，建筑结构已基本完善，前部

荷载无需再用前檐夯土墙承托。
若从这个角度分析，则第二种推图四 山东金乡县朱鲔石室 ［12］

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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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M1 前室仿木结构摹写地面建筑结构推想方案二示意图

1.剖面示意图 2.构架局部剖视图

（注：小木作、装饰等皆未绘出）

想方案的成立可能性相对较高。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由于

M1 是在黄土上雕刻出仿木结构，尽管

M1 对仿木结构的摹写已相当“忠实”，
但受到黄土雕刻的限制，其摹写仍存

在一定局限。首先，在 M1 所示两榀

横向梁架之间，除槫为纵向构件外，

别无其他任何纵向拉接构件。固然这

一时期地面建筑的构架整体性尚不完

善，但通常除槫以外至少还在檐下施

以若干纵向拉接构件 （甚至整体构架

尚为纵架体系）。M1 仿木结构纵向拉

接构件的缺失，应该是限于土雕的局

限。槫类构件靠近墓室顶部，进行摹

写尚较容易，但前柱柱头间等部位的

纵向拉接构件如要忠实摹写，则悬空

于墓室当中，黄土雕刻恐难以完成。
其次，由于是在黄土中掏出墓室

并进行仿木结构雕刻，所见仿木结构

在构件尺寸上可能适度增大或变形，

比例尺度方面也难与地面建筑实例一

致，是需要注意的。例如，据 《简

报》发表的 M1 剖面图，量出横向梁

栿的高跨比 （跨度自前柱柱中至西

壁，高度不计梁下替木） 约为 1/ 7.6，

以木结构的一般情况看，这样的安全

储备似显过大。南北朝时期地面木构

建筑无存，仿木结构尺度较大、接近

建筑实际尺度可供分析的实例也较

少，但如以天水麦积山石窟北魏时期

第 15 窟中所见通檐梁栿上承叉手的

梁栿构件高跨比约为 1/ 12 强，较为

接近合理范围来看，［14］M1 横向梁栿高

跨比应不能反映地面建筑的实际情

况。类似的还有横向梁栿前端所用的

梭柱，其长细比 （以柱净高即栌斗下

皮至柱础上皮除以柱底面半径） 约为

3.5，远小于实际木结构建筑用柱的常

见长细比值。

图六 M1 前室仿木结构摹写地面建筑结构推想方案一示意图

1. 剖面示意图 2.构架局部剖视图

（注：小木作、装饰等皆未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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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北朝建筑的五种构架形式 ［16］

三

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程中，汉、唐是两个发

展高峰。在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从汉

向唐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

技术发展的重要阶段。根据以往学术界的研究，

这一过渡阶段中，木结构建筑逐步完成了从土木

混合结构向全木构架的转变，也从纵架结构与横

架结构并重逐渐定型为以横架结构为主要结构体

系。 ［15 ］关 于 这

一 发 展 演 变 过

程，以傅熹年的

研究总结最为全

面。他将这一时

期木结构架建筑

的构架形式归纳

为五种，反映了

前述结构技术转

变 的 演 化 过 程

（图八）。
高台地埂坡

一号墓前室仿木

结构所反映的建

筑形象，正处在

这 一 过 渡 阶 段。
根据前文对其摹

写建筑形象的推

想，该建筑应该

是一土木混合结

构的建筑，后檐

墙承托了横向梁

架 的 部 分 荷 载。
较 为 特 殊 的 是 ，

该建筑所反映的

结构构架，与傅

熹年所总结的五

种结构构架均不

同，它是在夯土

墙承重的结构中，

融入了横向构架的形式。这就使屋顶荷载部分通

过后檐夯土墙承托，部分通过室内的横向梁架承

托。从这点上说，处在过渡时期的 M1 前室仿木

结构既具有两汉以来土木混合结构较为原始的特

点，又已采取了自北朝以后更为流行的横向构架

形式。但同时限于木结构技术发展尚不成熟，横

向构架的稳定性还尚存在一定缺陷，通过和后檐

墙及壁柱的拉接来保持横向梁架的稳定性和结构

构架的整体性，未能发展到全木构架的技术水平。

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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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甘肃高台地埂坡一号晋墓前室所反映的仿木

结构，摹写的是一土木混合结构融合横向构架的

建筑局部，也是我们目前已知最早的结构清楚的

中国古代建筑横向梁架形象实物。对于研讨中国

古代建筑木结构技术从汉至唐的发展演变，具有

重要的价值。
此外，根据《简报》披露的材料来看，M1

所处的墓地有不少墓葬采用了仿木结构的形式，

这与以往河西地区所见魏晋墓葬的情况不同。结

合这一时期河西地区魏晋墓地不少为家族墓地的

情况来看，M1 所处墓地发现的墓葬群或属同一

家族，因而都采用了与其他墓地不同的仿木结构

形式。我们期待甘肃高台地埂坡墓地正式考古报

告的出版，使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其详细资料，

从而探讨该墓地墓葬使用仿木结构这一情况是否

与其家族自身文化有关，加深对河西地区魏晋墓

葬和其反映历史趋势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更加

充分地了解这些有关仿木结构的具体情况，从而

推进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筑史的研究。

附记：2008 年 3 月，应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荭

先生的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专业徐怡

涛老师率该专业同学对地埂坡一号墓进行了测绘，笔者

有幸参与并蒙徐怡涛老师慨允查阅本次测绘调查所获资

料，谨致谢意！

注释：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台县博物馆：《甘肃高

台地埂坡晋墓发掘简报》，《文物》 2008 年第 9 期。
以下简称《简报》。

［2］ 同 ［1］。
［3］ 近来韦正在讨论酒泉丁家闸 5 号墓年代时，综合了

丁家闸 5 号墓及包括本文所讨论 M1 在内的其他有

关墓葬材料，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排比分析，请参看

韦正：《试谈酒泉丁家闸 5 号壁画墓的时代》，《文

物》 2011 年第 4 期。
［4］ 北壁此位置令栱已残，据 《简报》刊发的南壁同一

位置令栱照片比照描述。
［5］ 同 ［1］。
［6］ 同 ［1］。
［7］ 傅熹年：《两晋南北朝时期木结构架建筑的发展》，

《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选》，第 102～141 页，百花文艺

出版社，2009 年。
［8］ 这一时期使用夯土墙承重并在墙壁之侧用壁柱的建筑

遗迹颇多，如秦咸阳宫一号建筑遗址 （陕西省考古研

究所： 《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
年）、汉长安未央宫西南角楼、中央官署和椒房殿等

多处建筑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

安城未央宫：1980～1989 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桂宫二号、三号等建筑

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国立文

化财研究所：《汉长安城桂宫：1996～2001 年考古发

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 年） 和汉魏洛阳城西东

汉墓园墓侧建筑群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洛阳汉魏城队： 《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园遗址》，

《考古学报》 1993 年第 3 期） 等。有关汉魏北朝时期

建筑使用壁柱情况的讨论，请参看傅熹年：《唐长安

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 《傅熹年建筑史论文

集》，第 192～195 页，文物出版社，1998 年。
［9］ a.劳榦：《论鲁西画像三石———朱鲔石室·孝堂山·武

氏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8 本

第 1 分，第 93～127 页，193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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