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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丧俗中的墓地及其选择
●陈华文ö著

[摘　要 ]　本文简要论述了中国丧俗中的墓地及其选择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存在状况, 认为这样一种制度是需要改进和

淘汰, 才能符合现代社会的现实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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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原始人相信生与死本质上并没有区

别, 死只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灵魂在那个世界

需要同活着时一样的生活, 所以, 在对待死者

时, 就产生了善待尸体的方法, 并根据生前的

生活习惯, 安排死者的居所。虽然我们无法完

全肯定原始人是怎样根据某种信仰或惯制, 井

井有条地安葬死去的亲人的, 但从旧石器时代

中晚期开始就有了有意识地处理尸体, 像我国

山顶洞人, 便将死者安葬在与人居处不同的下

室, 以便将生者与死者的世界相分离。这种分

离,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丧葬文化中墓

地及其选择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墓室仿像

居室, 给死者灵魂建造墓上建筑以予安置, 尤

其是风水习俗, 将墓地及其选择推向极至, 使

中国丧葬文化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

一、史前的墓地
墓地是墓葬时必定要有的选择。在史前社

会, 人们有目的地选择墓地以安葬死者, 是因

为人们基于原始信仰而采取有意识地将亲人

或同氏族的人埋葬在一起。这种埋葬, 对于墓

地来说, 在最初的起始阶段, 大约是随意的,

没有明确的选择意识。原始人随着采摘的迁

徙, 死亡之后便随地予以安葬。后来, 在群团

扩大, 人们的生产力得到发展, 农业逐步占有

主导地位, 生活开始安定并过上定居的日子之

后, 死亡的处理便形成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

其中, 墓地制度是原始人将生者与死者在生活

空间上加以区别的重要手段。曾骐说, “到了

新石器时代, 氏族社会处于发展、繁荣阶段,

受灵魂观念支配的墓葬, 在各个考古学文化中

逐渐形成制度, 每个氏族有自己的公共墓地,

有一定的埋葬形式。”①事实情形确实如此。

氏族墓地非常典型的是仰韶文化、大汶口

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马

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石硖文化等考古文化类

型。其中属于仰韶文化的半坡、北首岭、元君

庙、姜寨文化遗址的公墓, 发育得非常完整。

半坡遗址的氏族公共墓地位于聚居村落

的北面, 墓地和聚落之间隔着一条濠沟, 整个

墓地共发现一百七十四座墓, 绝大多数为单人

仰身直肢葬。北首岭遗址的氏族公共墓地位于

聚居村落的南面, 共发现四百多座墓葬, 其中

男女多分别埋葬。元君庙遗址的氏族公共墓地

面积有六百多平方米, 清理了五十七座墓, 多

数为二人迁葬墓, 它分东西两个墓区, 墓葬布

局规整有序, 每个墓区包括南北排列整齐的土

坑墓各三排。②姜寨遗址的氏族公共墓地位于

居住区的东北、东南面, 有小沟隔开。二次合

葬墓地则集中在聚居村落的中心附近。

氏族墓地在很大程度上是氏族血缘体亲

属关系的体现, 他们相信, 生时是同一族团,

死后也同样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共同族团。人们

生息在一起, 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娱乐,

形成一个聚落; 死后的灵魂也同样需要与生前

相同的聚居, 便形成了共同的灵魂安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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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墓地。正如宋兆麟所说:“同一氏族的人,

都是一个根子中生出来的, 有共同的祖先, 有

着骨肉关系, 活着在一起, 死了也要在一

起。”③其中氏族墓地中共同埋葬制, 是原始人

“他们以为同氏族的骨与骨, 肉与肉, 应该是

互相结合在一块的”④直观写照。华阴横阵村

同一墓葬中合葬多具人骨, 又由若干个合葬坑

组成长方形葬坑, 再由若干个长方形葬坑组成

一个墓地, 便具有典型性。

史前墓地制度一直保持到财富观念增强,

贫富分化, 阶级社会形成之时。随着氏族制瓦

解, 体现财富、地位不平等的墓葬形式出现,

家族式的墓地开始形成, 氏族公共墓地则被淘

汰, 丧葬文化的历史也开始走向了文明阶段。

二、家族式墓地
家族式墓地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 并随

贫富不均和阶级对立等形式出现之后而形成

的。其中私有观念的产生和强化, 家庭的形成

是其重要的原因。

在氏族社会后期, 财产的观念不断随着财

富的积累而增强, 在氏族公共葬地中, 出现了

女性为男子殉葬的方式, 男人仰身直肢, 妇女

侧身屈肢依附。正是这种占有的观念, 促使氏

族社会后期的墓葬随葬中, 具有鲜明的多寡的

区别。进入阶级社会之后, 权力、财产等观念

不断侵袭人们的头脑, 那些具有地位、权力、

财产的人便开始从平民中分化出来, 形成自己

的墓地。这便是在三代时极为盛行的“公墓”

与“邦墓”制度, 它是早期族葬制的典型代表。

夏代墓葬有大小不同的区别, 大型墓葬圹

穴宽阔, 使用漆棺, 随葬有精美的青铜玉石礼

器等; 而小型墓葬则土坑狭窄, 随葬品粗陋,

甚至没有葬具, 它已为二里头等文化遗址的考

古发掘所证明, 说明贫富之间在墓葬上已有明

显的分野。商代的墓葬,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情

况看, 贵族墓地和平民墓地的存在已是学界共

识。当时的人们聚族而居死后埋入共同的宗族

墓地, 实行合族而葬的族葬制度。据《周礼》

记载, 周代设有专管墓地的机构和职官, 贵族

和平民分由不同的职官掌管而葬入各自的墓

地。贵族墓地称“公墓”, 平民墓地称“邦

墓”。“公墓”由冢人掌管, 他“辨其兆域而为

图。先王之葬居中, 以昭穆为左右, 凡诸侯居

左右以前, 卿、大夫、士居后, 各以其族。”

“邦墓”由墓大夫掌管, 他掌“邦墓之地域, 为

之图。令国民族葬, 而掌其禁令, 正其位, 掌

其度数, 使皆有私域。凡争墓地者, 听其狱讼,

帅其属而巡墓厉, 居其中之室而守之。”⑤

这种“公墓”和“邦墓”墓地安葬方式,

在考古发现当中也得到了鲜明的印证。如河南

殷墟的商王陵区, 便是公墓墓地。据建国前后

的数次发掘和探明, 陵区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

北五六公里的洹水北岸, 与小屯宫殿遗址隔河

相望, 墓地包括侯家庄、前小营和武官村之间

的大片地区, 东西长约四百五十米, 南北宽约

二百五十米, 占地面积十多万平方米, 分东西

两个区, 共发现大墓十三座。其中西区大墓八

座, 七座为四墓道, 一座为尚未完成并未曾埋

人的“假墓”。东区有一座带四墓道的大墓, 三

座带两墓道的大墓, 及一座带一墓道的大墓。

这些墓的墓主均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商王, 是

根据“公墓”制度, 在不同的时期按一定规制

埋入的。在大墓附近还有大量的杀牲祭祀坑以

及一些小墓, 说明存在人牲人殉的习俗, 证明

大墓的墓主身份不同一般。

“邦墓”制度在考古发现上也有大量例证,

许多族葬性质的墓葬群在大司空村、后冈、苗

圃北地及殷墟西区被发现。其中, 殷墟西区为

最大族葬区。自 1969 年以来, 该区已发掘墓

葬约一千五百座, 它分为八个墓区, 每个墓区

之间有空地分开。另外, 每个墓区内还可分成

许多小区, “各小区的墓聚在一起, 从十多座

到三四十座不等。其中 1ö10 不到的墓随葬铜

觚爵等礼器, 其余大部分随葬陶器, 小部分墓

较贫穷, 有的墓除一二个海贝外, 没有其他随

葬品。约有 1ö6 的墓中随葬青铜兵器, 这些墓

都分散在各小墓区中。经鉴定, 有兵器随葬的

墓主的骨架都是男性。我们推测, 这是一块宗

族墓地。每一墓区代表一个族, 各族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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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徽, 墓区中的小区是家族墓地。”⑥这些小区

中的墓大都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 但是, 财富

与身份地位的不同, 又促使他们在埋葬中形成

不同身份和财富区别的墓区, “一些较大的墓

聚在一起, 与其余小墓群相隔一段距离。”⑦在

大司空村发现的族葬群, 其二百一十座墓也分

成四区十四群; 后冈墓地三十多座, 分成二区

五群。⑧另外, 在河北藁城台西、河南罗山后李

均有相似的墓地发现, 集中有大量的坟墓, 成

为“邦墓”制的象征。

族葬方式的“公墓”与“邦墓”制在经过

西周和春秋战国之后, 一方面是公墓的变异形

式——帝王陵墓制得到空前的加强; 另一方面

是血缘关系更近的宗族, 尤其是家族和家庭墓

葬方式得到完整的发展, 成为后来中国墓葬文

化的主流。

汉代开始, 以夫妻合葬形式的墓葬不断增

加, 成为家族或家庭墓葬的最主要方式, 不同

核心家庭, 往往在同一片墓地以夫妻形式组成

家族制墓地。魏晋南北朝时, 由于世家大族的

高度发展, 家族之间往往以共同的墓地作为血

缘联系的纽带, 一是维护家族的亲缘关系, 同

时则在表面上提倡家族和睦, 制造虚幻的血缘

和谐。河西地区发现的当时的家族墓地, 多筑

有围墙, 同一家族的墓在墓地上排列井然有

序。而南京地区的当时家族墓地, 范围极广,

像王氏墓地, 占地五万平方米, 葬入族主之外

的大量的家族成员, ⑨成为当时世家大族世系

庞大的象征。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之间的交往增加,

尤其是战乱和政治、经济需要的迁徙和移民,

造成了非聚族而居的村落在中国社区中占有

更大的比例。这种异姓杂居的村落, 除了家族

共葬的墓地外, 往往形成同一村落死者共同安

葬于某一区域的村葬形式, 它冲击了族葬方

式, 成为宋代之后, 在中国广大农村最为常见

的安葬方式。

三、墓地重堪舆
墓地的选择在史前社会便有一些自己的

习惯法则, 如与居地分开, 寻找较为干燥的区

域等等。进入阶级社会之后, 由于人们相信现

世的荣华富贵与祖先密切相关, 尤其是与祖先

的安葬地, 即所谓的阴宅拥有不可割裂的关

系, 因此, 人们不仅在出殡时选择吉日, 也在

出殡前为死者选择最佳的安葬地——阴宅, 这

就是早期的卜兆宅。

到秦汉时, 墓地与子孙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的风水信仰更盛。袁安是东汉时人, 他的父亲

去世后, 母亲让他去寻求葬地。路上他碰上三

个书生。问袁安干什么去, 袁安便告以实情。

这时书生指着一处说, “葬在这儿, 可以世世

为上公。”说完就不见了。袁安非常惊讶, 便

按书生所指, 把父亲葬在那儿, 果然累代崇荣

发达。

魏晋之后, 此风更盛, 并已拥有一整套风

水理论, 因而影响极其深远。《晋书·郭璞

传》记载, 郭璞曾受业于郭公, 郭公从青囊中

取书九卷给他, 从此, 郭璞便精通五行、卜筮

之术。后来著《葬书》将葬地与堪舆术加以系

统化和理论化, 郭璞本人也成为墓地风水术的

鼻祖。郭璞认为, “葬者, 秉生气也。夫阴阳

之气噫而为风, 升而为云, 降而为雨。行乎地

中而为生气。生气行平地中, 发而生乎万物。

人受体于父母, 本骸得气, 遗体受荫。盖生者

之气聚, 凝结者成骨, 死而独留, 故葬者反气

内骨以荫所生之道也。经云: 气感而应鬼福及

人。是以铜山西崩, 灵钟东应, 木华于春, 粟

芽于室, 气行乎地中。其行也, 因地之势; 其

聚也, 因势之止。丘垅之骨, 冈阜之支气之所

随。经曰: 气乘风则散, 界水则止。古人聚之

使不散, 行之使有止, 故谓之风水。”把生者

与死者与自然山势丘垅水流揉和在一起, 使墓

地与生者发生联系, 从而使风水理论与埋葬进

一步理性化、体系化。郭璞还详细阐述了葬地

风水的主要特征, 如山要有来龙与方位, 水要

横行回绕, 气有四势以卫, 穴要有相水印木,

土要细润五色, 草木要茂盛等等, 并提出有五

不葬之山, 即“气以生和, 而童山不可葬也。

气因形来, 而断山不可葬也。气因土行, 而石

64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山不可葬也。气以势止, 而过山不可葬也, 气

以龙会, 而独山不可葬也。”βκ另外, 还有等级

制各种禁忌等等, 都加以论述。据说郭璞选择

葬地非常准确, 而且具有神奇的效验。《世说

新语·术解篇》载:

晋明帝解占冢宅, 闻郭璞为人

葬, 帝微服往看。因问主人: “何以

葬龙角? 此法当灭族。”主人曰: “郭

(璞) 云此葬龙耳, 不出三年, 当致

天子。”帝问: “为是出天子耶?”答

曰: “非出天子, 能致天子问耳。”

郭璞在这儿玩的是调侃或幽默, 但它的灵

验, 果然让天子过问, 则神奇之至。另外, 郭

璞葬母于近水处, 人忧其为水淹。郭璞却预知

不久将因沙涨而变为桑田, 也同样应验。βλ但

这种事例似乎仅仅在渲染郭璞风水术的神奇。

在民间曾广泛流传一些因风水而导致发

迹甚至成为帝王的故事。陶侃是大家都熟知的

东晋名臣, 早年家贫。有一年, 父亲去世, 正

待下葬, 家中一头牛忽然跑失了。陶侃十分着

急, 便四处寻找。途中遇一老者, 对陶侃说,

“前面的山岗上有一头牛在那里, 这是一块风

水宝地, 若此地下葬, 将使后人位极人臣。”又

手指另一处说, 此地比刚才那个地方稍差些,

但也将世代出二千石的大臣。说完就不知去

向。于是, 陶侃果然找到了那头牛, 并将老父

葬于此处。同时, 将二千石的地方告诉了他的

好友周访, 结果, 周访也将其父葬在那里。后

来, 陶侃果真位至三公, 而周访及子孙则做了

三世益州剌史。βµ三国时的孙坚据说也是因为

异人的指点, 葬到一处风水宝地而使子孙四世

为帝王。

正是这种风水可以导致家族或个人发迹

故事的广泛流传, 极大地助长了墓地选择重堪

舆之风。唐宋之后, 墓地的选择成为丧葬礼俗

中最为重要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将自己的命

运全部押到死者居所的选择上, 使丧葬成为为

生者服务的文化, 完全转换了生死界限, 给墓

葬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四、结　语
墓室制度的发展, 从根本上来说是人们信

仰和现实生活客观实际的写照, 它真实地反映

了从原始人到古代人一直到现代人对“来世”

的所谓另一个生活空间的祈求和营造。直到今

天, 这种营造一直都未曾间断过。虽然人们关

于来世的观念和信仰, 随着现代科学的宣传和

普及, 已经越来越淡弱, 但它的影响却并没有

根本上从人们的头脑中消亡。在许多地方, 尤

其是广大的农村中, 还根深蒂固地深植于人们

的墓葬现实之中。人们选择墓地, 追求能荫及

后人的风水宝地, 花费大量的钱财去建造阴

宅, 并希图从墓葬中获得好处, 使后代能读书

仕进, 做官发财, 并使自己的家族能长盛不衰

地在地方上具有特殊的地位。所以, 从墓地制

度的发展历史和现实存在来看, 它都应该是一

种需要改进或淘汰的制度。替代它的应该是一

种更加经济、实用, 并具有纪念意义的公共墓

地, 以符合现代社会的现实生活需要。

注释: ①曾琪: 《我国史前的墓葬》, 《史前研究》,1985

年, 第 2 期。②《元君庙仰韶墓地》, 文物出版社,1983 年。

③宋兆麟: 《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兼谈对仰韶文化葬

俗的看法》, 《考古》,1964 年, 第 4 期。④摩尔根: 《古代社

会》, 三联书店, 第 88 页。⑤《周礼·春官·冢人》。⑥⑦杨

锡璋: 《商代的墓地制度》, 《考古》,1983 年, 第 10 期。⑧

商言: 《殷墟墓葬制度研究述略》, 《中原文物》,1986 年, 第

3 期。⑨罗开玉:《丧葬与中国文化》, 三环出版社,1990 年,

第 84 页。βκ《葬书》。βλ《晋书·郭璞传》。βµ《晋书·周访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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