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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鹿城岗遗址是西周古
城遗迹，位于邢台市，2013
年 5 月， 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鹿城岗遗址位于邢
台市西北 20 公里处的西
沙 窝 村 ， 遗 址 随 地 形 而
建，城的平面呈不规则方
形 ，南 北 约 640 米 ， 东 西
约 700 米， 地面仍保留有
高大的夯土城墙，最高处距
地面约 6 米， 现存城墙有
明显夯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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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邢台古城何处寻
邢台是一座有着 3500 多年的古

城，为河北省第一座古城池。 根据史
料记载， 古邢国曾有三次筑城。《史
记》载，“(商王)祖乙迁于邢”。 许多专
家论证， 商代国君祖乙把国都迁到
邢，即现在的邢台。《左传》载，西周周
成王封周公之子于邢，建邢国；春秋
时期齐桓公纳管仲之言，助邢修筑夷
仪城(在浆水一带)，而现存的邢台老
城据考证建于汉代。

那么，祖乙迁邢的都城、西周邢

侯的都城在哪里呢？ 河北省、邢台市
文物部门一直在苦苦寻找古城遗址。
1978 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河北元
氏县西张村（县城正南 5 里）的西周
遗址、 墓地发现的一组西周铜器，上
面有关邢侯命谏率军到泜水、抗击戎
人外侵的记述，有力地证明了西周邢
国的初封地就在今天的邢台市。

1991年，考古人员在市区西北南
小汪工商局区域发掘出的“西周邢国
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青铜器、玉

器以及河北省第一片西周甲骨文。
1993 年到 1997 年， 在邢台市区西郊
葛庄（现轮胎厂内）陆续发现邢国公
室 400 多座墓地，其中 5 座初步认定
为邢侯之墓。 此后，“邢国墓地”被确
定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尽管在邢台市区及周边发现发
掘出大批量的商周遗址，甚至可以说
邢台地界“随便挖个坑下去、就有商
周文化遗存”，但始终未能发现商、周
邢台古城所在。

� � 水至柔，亦至刚。 水
虽利万物而不争，一旦
汹涌而至时几乎无坚
不摧。 翻看历史，上古
时期的人类，基本上是
被洪水追着屁股跑。 人
类耕种、捕鱼以及日常
生活起居，却又时刻离
不开水。 因此，善于治
水的大禹才被称为圣
人。 5月 22 日，站在鹿
城岗低矮的丘陵上，记
者不由发自肺腑感叹，
这里的确太适合上先
民们筑城而居了。

鹿城岗：
埋在荒草下的邢国古都城

■本报记者 侯东杰 有可能改写邢台历史
如今的邢台老城据考证始建于

汉代，晚于鹿城岗古城。 如果能证实
鹿城岗就是邢国的都城，邢台的历史
将由此而改写。

从考古的层面来看，鹿城岗与邢
国都城联系十分密切。 邢台曹演庄商
代遗址的发掘、 南小汪西周甲骨文、
葛庄西周王室贵族墓的出土证实，邢

侯国建都邢台已无异议，只是还没有
发现邢侯国的具体城池。

鹿城岗浮出水面，似乎在预示着
它与邢侯都城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
因为这些发掘的先秦遗址都围绕在
鹿城岗的周围。 不过，这需要进一步
的发掘考证。 在鹿城岗的西北角，发
现了沉积深厚的烧制石灰的遗址，遗

址旁过去供奉着一座火神。
邢侯国的地址像一粒棋子被搬

来搬去，给我们判断鹿城岗的归属制
造了重重迷雾。 但是，权威专家认定
鹿城岗确是一座古城已毫无悬念，至
于建城的主人是谁，这才是问题的关
键。 目前，围绕这一关键问题的研究
正在进行，这需要期待，更需要时间。

鹿城岗与邢国古城有关
当省、市十多位文物、考古专家

来到鹿城岗， 只见这里存留大片城
墙：西城墙残留大部，北城墙西端，南
城墙一段，高于地面约 6 米，远看城
郭十分清楚，近看城墙内夯层、夯窝
十分清晰， 整个古城呈不规则长方
形。 南城墙中部偏西有一豁口，推测
为南城门旧址。

从地面遗存来看，这是一座古老

的人工建筑实体， 城墙已遭破坏，但
根据城墙规模、城墙基、夯土层、夯窝
以及出土陶片、瓦当等判断此城墙建
筑很可能是西周邢侯的都城；或者可
能是祖乙迁邢的都城。

最终，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和河北省文物所专家实地考查后认
为:“该遗址为古城遗址无疑。 城墙已
遭破坏，但西、南两面仍高于地面约 6

米，远看城郭十分清楚，城墙夯土非
常纯净。 根据城墙规模、城墙基、夯土
层、夯窝以及出土陶片、瓦当等判断，
此城墙建筑可能早于春秋，很可能是
在西周。 从近年来当地考古发掘出土
的文物判断，鹿城岗遗址很可能与邢
国的都城有关系，如果进一步考古证
实此判断正确，那将对夏、商、周三代
文明研究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

曾有一段美丽传说
鹿城岗城址位于西沙窝村南 200

米、元庄村北 150 米处，地形属太行
山东麓丘陵与平原交接地带。 西部即
为鹿城岗坡地，岗丘连接一直到太行
山脉，东部则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
原。 鹿城岗和周围的土岗一样，并没
有什么奇特的外貌。 然而，在这杂草
丛生的下面却埋藏着一座商周时期
的古城。

鹿城岗有一段美丽的传说。 相
传，很早以前，村中有姐弟二人，两人
晚上闲聊打赌，姐姐说自己一晚上能

做一双鞋，弟弟称他一个人一晚上能
筑一座城。 时近黎明，姐姐已做完鞋，
但弟弟的城池工程仅完成一半儿 ，
这时有一头小鹿出来吃草， 干扰了
筑城。 姐姐为了帮助弟弟，就学公鸡
打鸣，把鹿撵走了。 这样，弟弟才
完成筑城的宏愿， 鹿城便由此得
名。

邢台在历史上是水城泉城，古时
鹿城岗北依白马河， 南面有野孤泉、
白沙泉、紫金泉等，是一片泉水湿地
区，芦苇成片。 可以说是依山傍水，居

高临下， 符合古代建城的选址理念。
尽管当地有关鹿城岗的传说不少，不
过，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村民并没有意
识到脚下隐藏的秘密。

直到 2005 年， 居住在鹿城岗北
侧西沙窝村的一个细心的村民温凤
岐，发现了其中的奥妙。 这童话般的
传说深深印在温凤岐的脑海中。 一
天， 他在走过无数次的土岗断面上，
发现有清晰的夯土层和夯窝，人工痕
迹十分明显。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古
城墙吗？

鹿城岗遗址

公 告
邢台市银鼎商贸有限公
司：

邵永强于 2015年 4
月 20 日提出张素粉工
伤认定申请， 桥东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
据《河北省工伤保险实
施办法》 第十五条之规
定，现已受理。 2011 年
10 月 23 日 21 时许，张
素粉驾驶电动自行车在
下班回家途中， 由北向
南行驶至 107 国道东马
庄路口处， 与相对行驶
的小型普通客车发生交
通事故， 造成张素粉经
抢救无效死亡。 你单位
有无不得认定工伤的相
关情形及有关部门的认
定结论。 桥东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邮寄到
你单位的工伤认定举证
通知书未送达成功，现
决定予以公告送达。 本
公告自发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为送达，你单
位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
律后果。 桥东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将依据
申请人提供的相关资料
与相关依据依法作出初
步认定。

桥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2015年 5月 21日

灭失声明
吴海广名下机动车冀

EAK797， 车 辆 型 号 五 野
WY125T-3， 车辆识别代号
LFFWJT3CX31K09117，发动机
号：3A6J00124。 由于本人不了
解机动车注销登记的相关政
策规定， 已将此车辆自行解
体，因此产生的一切纠纷和法
律责任由本人承担，同时该车
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牌照
已丢失， 现申请办理注销登
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