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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军守将自立门户

“大汉海疆：南越航海文明
展”立足考古发现，通过“序厅”

“南越世家”“古国芳华”“文王风
雅”“帆起东南”五个部分，管窥
两千多年前开放多元的南越文
明，揭秘承秦启汉的王国往事，
展示出南越国独具特色的岭南
风貌与海洋文化。

提起南越国，许多人会觉得
陌生。作为岭南历史上第一个真
正的国家，南越国在岭南的开发
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
帝国海疆，南越国积极开展海外
贸易，使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
的东方起点，更是中国航海史中
的璀璨一章。

古代越族广泛分布在长江
以南直到东南亚地区，史书上统
称为百越。其中，分布于今广东
及其以南者，称为南越。公元前
221年，秦将王翦灭楚，乘胜攻灭
今浙江一带的于越，设置会稽
郡，开启了武力征服百越的漫长
征程。公元前214年，经过周密准
备，秦始皇发动近五十万秦军和
移民，在秦将任嚣的统一指挥
下，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终于攻
占了南越，设置了南海郡和象
郡。

秦始皇去世后，秦王朝很快
陷入危局。赵佗原本是秦始皇手
下的一名将领，曾随大军南下统
一岭南，立下战功。秦朝末年，已
经身为南海郡尉的赵佗封关绝
道，切断了岭南与中土地区的交
通往来。在楚汉相争、中土大乱
的五年间，赵佗以南海郡为根据
地，先后吞并了桂林郡和象郡，
统一了整个岭南地区，于公元前
204年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
广州)。

赵佗的南越国，赖以建国的
基本力量，是秦帝国的南部远征
军，数量在十万人左右。南越国
的疆域，北部大致以五岭为界，
沿今广西柳州、桂林、贺州，广东
肇庆、韶关，福建漳州一线，与秦
洞庭、苍梧、庐江、闽中诸郡相
邻；其西境，大致沿今广西百色、
河池一线；其东部和南部临海，
南部领土的一部，已达今越南北
部。

南越国地区，越语与汉语不
通，民风民俗与中原地区差异极
大。当地越人饮食吃鼠贝鱼蛇，
服饰用断发文身，居住高架木
屋，出行舟船木筏，巫祝盛行。赵
佗因地制宜，继续了秦帝国的政
令体系，推行缩小版的皇权官僚
集权体制；同时以身作则，以越
人君主、蛮夷之长自居，遵从越
俗。在赵佗引领下，南下的秦人
与土著的越人逐渐融合，北方先
进的生产技术南传扩散，南越逐
渐国泰民丰，政权稳定。

汉朝建立后，汉高祖派陆贾
出使南越，赵佗接受册封，成为
汉朝的藩属国。此后，由于吕后
专权，压迫南越，赵佗愤然称帝，
汉越关系一度跌入冰点。几经分

分合合，直到公元前111年，汉武
帝刘彻派兵平定了南越国。南越
国从开国君主赵佗至亡国君主
赵建德，一共历经5任国王，存续
93年。

王陵宫苑极尽精致

1983年，广州象岗惊现千年
古墓，南越王陵揭开尘封历史。
这是岭南发现的墓主身份最高、
规模最大、文物最丰富的汉墓，
它的主人赵眜是南越国第二代
国君，也是赵佗的孙子。

相传，南越国的国王十分重
视自己百年之后安眠之所的保
密工作。为了预防盗墓，他们在
下葬之时，做足了“迷惑人心”之
举。比如南越国开国君主赵佗为
了不让自己的陵墓被人盗挖，在
人生的最后十余年间，先后派重
臣在都城番禺城外的广阔山岭
之中开凿疑冢几十座。赵眜即位
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赵佗
举办了一场充满隐秘气氛而又
声势浩大的国葬：先是派人驻守
番禺四围山岭，防止有心之人的
偷窥，然后派遣四支完全相同的
送葬队伍高举幡旗，护送着一模
一样的四方灵柩从番禺城四门
出发，到达不同的安葬地点。

三国时期的吴王孙权，曾为
了谋求传说中赵佗墓葬中的巨
额宝藏，命令大将军吕瑜率军
5000人，前往岭南地区进行地毯
式搜索，意图找寻到赵佗的墓
葬。但是，吕瑜花费了半年的时
间，挖地三尺，只找到了赵佗曾
孙赵婴齐的墓葬。直至今日，南
越王赵佗墓都未被找寻到。

上世纪80年代赵眜的墓被
发现后，里面的出土文物很快震
惊了世人。他身穿丝缕玉衣下
葬，这是我国迄今所见唯一一套
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玉衣为对
襟形式，是此前从未见于文献和
考古发掘的新品种。“文帝行玺”
龙钮金印出土于南越王身上，作
为墓主身份最可靠的物证，是目
前我国考古发掘所见唯一的汉
代龙钮帝玺，也是最大的一枚西
汉金印。复原的漆木屏风是汉代
考古首次发现的大型实用屏风，
屏风的漆木大多已经腐朽，但仍
可见上面的漆绘云气纹，出土时
伴随的鎏金泡钉多达658枚，于
2002年被列入我国首批禁止出国
(境)展览文物。“张仪”铜戈为秦
惠文王四年(前321年)秦国相邦
张仪督造的兵器，后随秦兵流入
南越，是秦统一岭南的重要历史
物证，在随赵眜下葬时已是有两
百年历史的古物。

值得一提的是，南越王棺椁
内外共出土玉璧49件，其中有的
放置在墓主人头顶部位，玉璧中
有孔，古人相信以此可以导引主
人灵魂升天。璧面纹饰分为三
区，内外区阴刻双身龙纹，中区
为篱格涡纹，这也是2022年北京
冬奥会金牌设计灵感来源之一。

“大汉海疆：南越航海文明
展”除了展出南越王陵这些珍贵
文物外，还展出了南越国宫署遗
址出土的许多珍品。中国历史上

有无数名城，在不同的时期各领
风骚，但能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
月里保持繁荣，且城市中心区域
未曾有大的位移的并不多，广州
即是其一。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
广州市老城区中心、北京路商业
圈，被誉为广州城市的原点、岭
南两千年文化的中心地，是秦代
番禺城的城址所在，还是西汉南
越国、五代南汉国两朝王宫，以
及从秦汉至明清广州历代官署
衙门所在。

此次展览展出的“万岁”瓦
当，出土于南越宫苑的水池遗
址。该水池遗址发现于1995年，整
体约4000平方米，呈斗状，池底以
河卵石、碎石铺平，池壁全用砂
岩石板做密缝冰裂纹铺砌，引古
溪水蓄于池中。池边遗留用作栏
杆的石望柱、望柱座石。池内散
落叠石柱、石门楣等建筑构件，
可以想象昔日亭台楼阁矗立池
中，日出东方，波光粼粼，犹如蓬
莱仙境。此后，南越国宫署遗址
又陆续发现了曲流石渠、“岭南
第一简”等重要遗存。

南越王陵在2021年与南越国
宫署遗址一同入选国家“百年百
大考古发现”，在中国考古学史
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次展览中154
件/套文物全部出土于南越王陵
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堪称是一场
汉代考古盛宴。

两千年前向海图强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人借助
季风和洋流等自然条件，利用传
统风帆航海技术开展贸易的海
上大通道，也是东西方文明交
流、传播与融合的对话之路。海
上丝绸之路兴起和形成于秦汉
时期，在公元前3至1世纪，以广
州为中心的南海海上交通贸易
格局逐渐形成。对外交流和贸易
在南越国身上体现尤为突出。

1975年，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
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这里有三个
并列的造船台，滑道长度都在88
米以上，而且滑道的滑板与枕木
不做固定连接，滑道轨距可以根
据需要进行调整。这样，每个船台
便可建造大小不同的船只。据计
算，其中的2吨船台可供建造宽6
到8米、长20到30米、载重30到60吨
之间的木船。如果将两个船台并
联，甚至能够造出更大的船。

后来，广州造船厂按照此标
准制造了一艘木帆船，船长2 5
米、宽6 . 5米，排水量70吨，由10个
不同国籍的26名男女青年驾驶，
从广州出发，经过3年多时间航
行，于1984年10月中旬到达法国
巴黎塞纳河岸。由此可证明，南
越国时期岭南地区制造的木船，
完全可以行驶于南海和中南半
岛一带。

先进的造船技术，大大促进
了南越国的海外贸易。

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
三元里马鹏岗发掘一座南越国
时期的墓葬，出土陶制犀角15件
之多；另有一黑漆扁壶，外表髹
黑漆，两面各以朱漆绘着犀牛的
图案。经研究，当时犀牛产自东

南亚、印度、非洲。
在发掘南越王陵时，考古工

作者在墓葬西耳室发掘出随葬
的原支大象牙5支，成堆叠放，每
支长度在120到160厘米之间，已
呈片状风化。这些象牙牙体粗
壮，经鉴别与纤细形的亚洲象牙
有明显区别，应属于非洲象。

南越王陵出土的这批直接
来自海外的遗物，是目前中国发
现最早的一批直接来自海外的
舶来品，成为了广州自秦汉开始
海外交通贸易的直接物证。此
外，一批具有海外文化风格的遗
物，如至少在技术上受西方影响
的焊珠金花泡和蜻蜓玻璃珠饰
等，也反映了两千多年前中西方
的科学技术交流。

在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工
作者发掘出的曲流石渠、八角形
石柱，和遥远的印度有一定关联
性，也能证明南越国通过海上丝
绸之路进行对外交流。青釉绳纹
筒瓦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
的釉瓦实例，为钠钾玻璃釉，这
与前3世纪印度哈斯蒂纳珀地区
的玻璃十分接近，其制作技术可
能从海外传入。

南越国之后，宫署遗址一带
仍是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和海上贸易管理机构所在
地，在东西方海上贸易交流中扮
演重要角色。

著名的“南海Ⅰ号”沉船，个
别船舱出土了大量类似酱釉大
罐，其中一部分与南越国宫署遗
址叠压的宋代广州州衙附属建筑
基址出土同铭“酒墱”大罐高度一
致。也就是说，这些大罐很有可能
是广州地方官府或私营作坊在奇
石窑和文头岭窑等窑口订制的装
酒容器，并用来灌装广州“公使
酒”或家族作坊等生产的酒，最终
通过官府馈赠或贸易形式，装载
在“南海Ⅰ号”的横隔舱中随船出
洋，最后同船沉没。

目前世界唯一的完备丝缕玉衣、西汉最大的
金印、汉代唯一的龙钮帝玺、最早的大型实用屏
风、最早的透明平板玻璃、岭南地区最早的一批
舶来品、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最
近，中国航海博物馆联合南越王博物院推出了

“大汉海疆：南越航海文明展”。一个两千年前的
古国、一座未被盗掘的王墓，风起南越、梦回秦
汉，隐藏的神秘历史正被揭开。

“南越航海文明展”再现南越国辉煌

“海上丝绸之路”托起岭南强国

复原的漆木屏风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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