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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源市博物馆 ●

展示厚重历史，积淀文化底蕴。

辽源市博物馆位于龙首山东南侧，是与魁星楼、福寿宫三

和而一的塔式传统建筑。

据了解，辽源市博物馆主体建筑初建于2003年，2006年10

月18日正式面向社会开放，2009年2月1日起对外免费开放。

展厅共设两层，总面积达3200平方米。一楼为多功能会展中

心，用于举办各类临时展览和特色展，二楼为主题展示——《辽

源历史陈列》，主要展示各历史时期当地的出土文物。

目前，辽源市博物馆馆内藏品共有1.5万余件，其中，国家

一、二、三级珍贵文物近百件。

辽源市博物馆历史陈列，主要包含新石器、青铜文化、汉

代、高句丽、辽金、明清六大部分，这些历史典型实物藏品，都是

辽源地区近三十多年的考古发现成果。这些藏品的展示，对研

究辽源历史、考古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 龙首山山城 ●

龙首山山城位于辽源市龙首山公园内，依自然山势沿山体

边缘叠土夯筑，城周长约1100米，城形为南宽北窄，西、北各设

两个城门。

目前，多数城墙堆积痕迹已不明显，东北角墙址有一段保

存完好。此城四角均有角楼痕迹，东南角墙址断壁处尚能看出

夯层迹象，近西墙处并有两个蓄水池，南沟塘内有处古井。

上世纪80年代初，城内遗物比较丰富，曾在城内和南坡发

现汉代早期遗物，汉魏时期的主要遗物有各种敞口、鼓腹大罐

口沿、瓦当、刻划文字、符号瓦、各种铁器、石臼等。不但有汉魏

早期的典型遗物，山城内还有高句丽晚期陶器，部分地方还出

现过勿吉、靺鞨族早期陶器。

根据这些遗物特征推断，龙首山山城最早修筑于汉代，并

筑在青铜遗址之上，后为汉魏、高句丽、渤海和辽金时期沿用。

此城是吉、辽两省城内遗物出土较多的重要城址之一，对研究

历代考古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 七一村城子山山城 ●

城子山山城，位于辽源市龙山区寿山镇七一村三组城子山

上，东辽河右岸。地理坐标为东经125°09＇497＂，北纬42°

54＇433＂，海拔306米，是山腰簸箕型山城，周长726米。

七一村城子山山城座落地势略高，依自然山势叠土夯筑，

其名字的由来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辽源市龙山区密切相

关。

古城现保存完整，略呈椭圆形，城周长为726米，城墙断面

为梯形，西北两墙堆积较高，最高处为3-5米。古城设有三个

角楼，城外有护城壕，城门设在南侧，门宽约30米，南约百米处

有条东西走向辽源市区通往国庆村的公路。

此城最早为汉代修筑，高句丽时期在原墙址基础上又加以

修筑，这座古城是筑在青铜文化遗址之上，在古城墙西北角外

围最底层，还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存堆积。80年代初文物普查

时，曾多次在城内发现有高句丽晚期泥质灰硬陶器物残件和部

分典型辽金时期遗物等。城内西北角有一较大平台，进南门处

发现一眼木制方形古井。

七一村城子山山城是汉魏时期为保护龙首山居住城而设

的一处护卫城，后为辽金时期沿用，具有高句丽时期典型筑城

的特点。

● 工农山山城 ●

工农山山城位于辽源市龙山区工农乡工农村林湾屯工农

山山上，该城依自然山势叠土夯筑，古城修筑规模较大，东高西

低，略呈不规则菱形，是山腰簸箕型山城，墙体断面为梯形，城

周长为1431米。

工农山山城西、北两墙堆积较高，约3-5米，北墙因修外环

路将切去有40米宽度与南门相通，墙垣现保存较完整，城内东

侧见有两处平台，西侧地表散布一些泥质灰硬陶带刻划弦纹陶

片、器沿、器底和少量青铜文化遗物。在古城东侧北墙外围坡

地上，还散布较多夹砂灰硬陶器物残片。西南角城内地表见有

汉代早期遗物。

据当地群众反映，修外环路时在城内中部曾发现一处古井。

古城东南角和西北角为制高点，在制高点处发现墙体有角

楼痕迹。80年代初，城内还发现有典型高句丽时期带纹饰陶片

和石臼等遗物。根据所采集的青铜时期文化遗物来看，此城最

早修筑于汉代，修筑在青铜时期遗址之上。

作为龙首山古城的一处护卫城，该座山城主要是起瞭望和

控制东西交通要道的作用。高句丽时期又对该城墙址进行加

筑，后为渤海、辽金时期沿用，它是吉、辽两省一处规模较大的

重要城址。

● 长兴后山墓地 ●

长兴后山墓地位于东辽县安恕镇长兴村长兴沟里，1979年

发现并确认，是西汉时期属东北少数民族的一处公共墓地。

墓室结构为长方形土坑墓，出土文物十分珍贵，随葬品有金

饰、铜饰、玛瑙珠、铁剑和一些陶器类，从出土器物和墓葬形制特

征来看，应为汉代夫余族遗存，比老河深文化的发现相对要早。

此外，墓地上散落着手制夹砂陶片，表明这处墓地下层叠

压着青铜时期文化遗存。

● 彩岚北山墓地 ●

彩岚北山墓地位于东辽县安恕镇彩岚村北山东坡，是西汉

时期东北少数民族夫余族的一处公共墓地。

墓葬排列有序，共有百余座，墓地上散见的手制夹砂陶表

明墓地下层叠压着青铜文化。出土文物非常珍贵，随葬品有金

饰、铜饰、玛瑙珠、铁剑和一些陶器等，比吉林榆树老河深文化

类型要早，为破译东辽河流域西汉时期古代文明的形成，提供

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素材。

● 敬老院后山墓地 ●

此墓地位于东辽县安恕镇石驿至辽源公路东侧山岗上,

墓地山势略呈东西向，除两坡较陡,其余三面都比较平缓，70

年代曾遭受破坏，但程度较轻。据当地百姓反映，在山坡处曾

挖出过人骨。墓地随葬品有金饰、铜饰、玛瑙珠、铁剑和一些

陶器。

从地理环境、葬俗及随葬品特征分析，这块墓地与彩岚、长

兴两处汉墓年代相同或相去不远，属于西汉夫余族古墓葬遗

存，墓地散见的夹砂陶片表明墓地下层叠压着青铜文化。

● 小城沟古城 ●

元·脱脱等《辽史》卷二·本纪第二：“甲戌，次扶馀府，上不

豫。是夕，大星陨於幄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见黄龙缭绕，可长

一里，光耀夺目，入于行宫。有紫黑气蔽天，逾日乃散。是日，

上崩，年五十五。”“太祖所崩行宫在扶馀城西南两河之间，后建

升天殿于此，而以扶馀为黄龙府云。”

据此，张福有推定了“子城”。

夫余府西南有两河，两河间有子城，即小城。此小城为行

宫，又是辽太祖之升天殿。

龙首山山城西南的“两河”，西为大梨树河，东为渭津河及

其支流西渭河。两河均入东辽河中，小城沟古城就在这两河之

间。

小城沟古城位于东辽县安恕镇东6公里城仁村城仁屯北

侧梨树河冲积平地上，周长近2000米，面积约175000平方米。

城形略呈倒梯形，城墙为黄土杂碎石夯筑而成。周围是丘陵地

带，有三条沟谷，通往辽源等地。城北侧是梨树河，河岸有绵长

小山，两个山头高耸，得地名：二龙头。二龙头距龙首山8公

里。周围另有双龙、老龙头等村。

城中历年出土文物颇多，主要有青灰色大方砖、石鼓、寿

狗、石臼、石磨、铜钱、铜碗、铜勺、铜佛、铜镜、铜印、瓷碗、陶盆、

布纹瓦、青砖、庙顶盖等。其中，“天庆十年”铭文铜镜，范铸，圆

形，镜缘较宽。直径18、厚0.5、镜缘宽1.5厘米。镜背中央为

一桥状圆纽。

根据城内发现的典型遗物特征来看，此城最初建于辽代，

后为金代沿用。

龙 首 山 古 城 揭 秘
本报记者 隋二龙 苗玲玲

古 迹 寻 踪
本报记者 隋二龙 赵蓓蓓

自然情况：
龙首山古城位于辽源市区东部，3A级旅游景区龙首山公

园南侧。山脚下东辽河横贯市区，海拔 319.963 米，面积

51167.416平方米。

此城依自然山势沿山顶边缘用夯土修筑，城墙南宽北窄，

周长1100米，城形为南宽北窄，西、北各设两门。东北隅制高

点墙址保存完好，古城四角均有角楼痕迹，现东南角墙址断面

仍可看出筑墙时所留下的夯层迹象。

发现过程：
龙首山古城最早记述在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所编著

的《西安县志略》当中。

1958年—1960年，在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中，在龙

首山古城以及周边遗址采集到少量遗物标本并进行记录。

1971年，由中央民族学院、吉林师范大学（现为东北师范

学院）、吉林省博物馆、辽源市文化局等四个单位组成联合调

查组，对市区周边一些遗址、遗迹进行了专题考查，其成果为

当时编著《中国历史地图集》提供了较有力论据。

上世纪80年代初以及1984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

中，逐渐积累了大量丰富带有特点的实物标本，这对研究这座

古城相关考古文化内涵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年大暴雨过后，城内壕沟和斜坡

处均能冲出很多典型遗物标本，暴露出一些房址基石、红烧

土、木炭和陶片等重要遗迹。

注：以上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均发表在国家级《考古》

和吉林省《博物馆研究》专业杂志上。

保护现状：
1996年4月，龙首山古城被辽源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

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5月，龙首山古城被吉林省人民政

府公布为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省、市文物部门将

龙首山古城、七一古城、工农古城整体推荐为国家第七批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成功进入预选名单，最后因名额所限未能通

过。

客观地说，由于当时认识所限、重视不够、措施不力，龙首

山古城的早期保护工作开展的并不深入。但辽源市委、市政

府及时发现了问题，并迅速予以纠正，避免了无可挽回损失的

发生。

在1999年的辽源市政协全体会议上，各级领导以及政协

委员专门听取了市农工民主党作的“加强对辽源市龙首山古

城文物保护工作的建议”专题发言，并进行了认真讨论，研究

制定了抢救性的保护应对措施。会后不久，有关部门对龙首

山古城内游乐场所各种新建设施、房屋、小棚子等全部予以拆

除，明确了古城保护范围和界限，在各重要明显位置设立了文

物保护警示牌，并明令在古城遗址上未经文物部门批准，禁止

任何动土施工、乱搭乱建。同时，责承市文物部门不定期对古

城旧址开展文物执法检查巡视，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与市有关

部门建立了工作协调联动机制。

去年11月，辽源市委书记吴兰专门听取了辽源文广新局

主要领导关于“龙首山古城保护工作有关情况的汇报”后，提

出“文物保护工作不是小事，一个城市没有历史就没有根，一

个城市如果有着悠久的文明和历史，就能增加人民群众对这

个城市的热爱和关注”，要求文广新部门今后抓好文物工作要

以挖掘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底蕴为手段，以打造特色历史文化

名城为主线，通过对辽源城市历史的研究、挖掘、定位、保护和

开发，将历史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变文化为旅游的卖点，从而

促进全市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事实证明，龙首山古城是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现存

为数不多的土筑山城。如何更好地保护开发、传承利

用？

辽源多措并举、多管齐下——

深入挖掘，注重传承。一是相关部门将在此次研

讨会的基础上，对与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

梳理、集结成书，并组织全市文物工作者进行深入学

习、潜心研究，以便于今后更好地开展保护利用工作；

二是拟申请吉林省文物局并邀请其考古所对龙首山

古城以及七一古城、工农古城进行考古探测，对有价

值的探测点进行考古挖掘，争取发现更多珍贵文物遗

迹，为学术研讨成果提供有力实证；三是拟联合外地

文物部门开展对东辽河流域以及长白山余脉地域的

考古研究，从而理清辽源地区包含龙首山古城在内的

历史遗址遗迹的历史脉胳及准确定位。

加大宣传，营造氛围。继续做好龙首山古城以及

两个卫城（工农古城、七一古城）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工作，通过将其纳入国家文物保护整体规划之

中，从而引起全社会的广泛重视，有利于保护开发工

作的持续深入开展。通过媒体宣传、专家授课、文物

实物图片展等方式，教育人们深刻认识文物保护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引导人们爱护文物、保护文物，营造

“人人都是文化遗产主人”的浓厚社会氛围。同时，今

后相关部门将与各位专家学者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汇

报工作进展和存在问题，了解掌握最新研究成果，充

分依靠各位专家学者的力量和支持，在历史研究领域

确立龙首山古城的地位和价值。

科学保护，狠抓落实。迅速申请成立“辽源市龙

首山古城保护开发利用工作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

管市长任组长，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建立健全工作

推进机制，明确相关成员单位职责；邀请吉林大学考

古系权威专家负责制作《辽源市龙首山古城保护方

案》、《辽源市龙首山古城保护规划》，为下一步保护、

开发、利用工作打下坚实基础；辽源市各有关部门将

进一步密切合作，杜绝文物保护区范围内任何违反

《文物保护法》的行为发生，并对现存的各种有碍龙首

山古城下一步保护开发利用的各种问题和现象进行

集中清理整治；辽源市当地财政将千方百计对龙首山

古城保护工作资金进行保障。同时，积极争取国家和

省专项文物保护资金，为今后工作开展打下坚实物质

基础。

合理利用，活化资源。辽源市属于国家资源枯竭

型城市，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是市委、市政府的重

要决策部署，科学合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将为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助力。因此，在龙首山古城的

历史地位得以确定和保护工作深入有效开展的基础

上，今后，全市将争取把龙首山古城培育成辽源市独

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品牌，从而促进当地文化与旅游产

业深入融合、繁荣发展。具体工作是在现辽源市博物

馆原址建设龙首山古城专题博物馆，集中展示龙首山

古城出土文物、历史文化，采用现代技术手段还原历

史场景，让人们真实感受那些远去的历史；在附合文

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并经上级文物部门严格审核批

准的情况下，还原部分历史标志性建筑；与市有关部

门协作将龙首山古城打造成龙首山古城历史遗址公

园，并申报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保护与开发并重 传承与利用共生
本报记者 隋二龙 苗玲玲

龙首山山城遗址。隋二龙 摄

辽源龙首山山城及相关遗迹分布。 辽源龙首山城一带三城一河展示。 龙首山山城东墙。隋二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