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8 考古与文物   2020 年第 6 期

凤翔雍山血池遗址初步研究 *

田亚岐  陈爱东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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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血池遗址系秦汉畤祭考古遗存的重要发现，时代与文化属性明确，遗迹内涵丰富，是与古文献记载吻合、

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秦汉“祭天”场所。本文全面回顾雍畤遗

存探索历程，阐述血池遗址发现背景及其性质与内涵，结合整体布局并对血池遗址选址、年代、属性、祭祀对象、

祭祀礼仪传承发展、祭祀马牲选择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KEYWORDS: Yongcheng City , Xuechi site, Zhi, Sacrificial ritual of the Qin-Han period
ABSTRACT: The Xuechi site, an imperial sacrificial location of the Qin-Han period, is a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Qin-Han history. In addition to its unambiguous date and clear cultural 
context, a large number of artifacts and archaeological features have been unearthed. Since all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match 
the textual records,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the site was a venue holding the royal sacrificial ceremony for the heaven with 
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 functions. This sacrificial site is also the earliest and largest ceremonious venue of such kind 
and used for the longest duration that has been found hitherto. This article offers an overview for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t the zhi ceremonious site, with an aim to illuminat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issues involved. In addi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site location and layout, chronology, nature, the recipient of sacrifice,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sacrificial rituals, selection of horse sacrifice, and so on. 

雍城是秦人“九都八迁”过程中置都时间

最长的都城，秦人在这里“蓄势”，完成了从“古

国”到“王国”的历史使命，进而向着秦始皇“一

统天下”的帝国征程迈进。在秦人不断发展壮

大过程中，雍城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物质文

化，也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精神文明体系。

长期以来，雍城考古工作在秉承“以文献为线

索，以考古为实证”的理念下，逐步发现和确

定了各时期宫城布局与范围、“城堑河濒”与城

墙、朝寝、宗庙、作坊、城市聚落、秦公陵园、

国人墓地、城外离宫别馆和远郊聚落等多处遗

存 [1]。与此同时，大量记载于历史文献有关秦

汉时期在雍城郊外举行国家“郊祀”或“畤祭”

活动的场所—畤文化遗存也同样成为自上世

纪以来雍城考古工作的重要目标。

一、文献背景下的雍畤遗存探索

我国是华夏文明礼仪之邦，在各种祭祀礼

仪中，祭礼为吉礼，系“五礼”之首，此所谓“礼

有五经，莫重于祭”。此外，把由国家最高首领

带领群臣举行的祭祀活动列为最高礼仪，因天

为“至上神”，往往此类祭祀对象统称祭天，祭

祀的目的是通过人与天地的交流，达到“于天

滋润、哺育万物、强国富民”。

“ 国 之 大 事， 在 祀 与 戎 ”。 秦 的“ 祭 天 ”

礼仪在都城郊外举行，称为“郊祀”或“畤

祭”。关于畤的起源，有学者认为“畤祭的产生，

汉人一般都推至黄帝，同时予以存疑”[2]。而

见诸于文献明确记载的如《尚书》《左传》《诗

经》《周礼》和《礼记》等。说明早在夏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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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祭祀活动就已被赋予一定的政治意义，

如“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天子祭

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天子祭天

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 ；诸

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等等。这些内容

即凝结成周代以“祭上帝，祭祖先”为基本

内涵的祭祀文明架构。

秦 国 原 居 于 陇 东 地 区， 自 秦 襄 公 以 来，

在军事、文化上一直与周王室保持着密切的

臣属关系。随着周王东迁洛邑，周赐予秦“岐

以西之地”，秦迎得了一次历史发展机遇，为

了保持自己在关中的立足地位，秦上层统治

者则充分利用周人在精神和思想上的这面旗

帜—祭祀，其目的一方面是向东方六国表

白他来关中是替周王室“看家护院”的职责，

另一方面是想利用周人祭祀的传统礼仪笼络

和统领“周余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秦

人进入关中尤其迁都雍城之后，确立了“饮

马 于 河 ” 的 战 略 目 标， 历 代 秦 公 励 精 图 治、

勇于变革 [3]，秦国国力蒸蒸日上，祭祀活动

也日趋频繁，出现了连续置畤的记录，其凸

显的标志是将周人“祭上帝，祭祖先”的理

念升华到“祭天地，祭五帝”的新高度。有

关文献如 ：《史记·秦本纪》《史记·秦始皇

本纪》《史记·封禅书》等都有专门的记载。

汉承秦制，随着秦都的东迁，尽管失去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但由于“畤

祭”功能区的继续沿用，西汉皇帝多次亲临雍

城举行“郊祀”活动，这里却依旧发挥着“圣

城”的作用 [4]。除《汉书·郊祀志》的专门记载

之外，还见诸于《史记·孝武本纪》《汉书·成

帝纪》和《汉书·王莽传》等文献。西汉末期，

王莽礼仪改革之后至东汉时期，成于雍城时期

“郊祀”礼仪程规虽一度出现消沉，但时至魏晋

南北朝，国家重新制定祭天礼仪规程时，原本

希望重拾“周礼文明”，却由于雍城长期祭祀礼

仪的广泛深远影响，所以在“重拾”之后的诸

多内容还多是秦汉礼仪。《晋书·礼制上》《晋

书·挚虞传》等记载了魏晋时期统治者参考秦

汉祭祀礼仪，重新开启都城外南、北郊祭祀活

动的情况 ；隋唐南郊祭坛的发现和文献中的宏

达场景，依然保留秦汉之遗风 ；元代马端临《文

献通考·郊社考二十三》、明代董说的《七国考·秦

杂祀》、清代孙楷《秦会要》等文献对秦人祭祀

制度、畤祭情况等均有相关记载、传播和参考 [5]。

正如刘庆柱所述，“从祭祀文化可以追溯到五千

年中华文明不断裂的源头”[6]。由以上述可见，

雍城秦汉“畤祭”礼仪在历史沿革过程中留下

了很深的印记，也是雍城考古工作者从 80 年代

初期便注意到探索雍畤相关问题的重要性。

对“雍畤”遗存的初步探索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早期田野考古调查，韩伟曾多次带领

雍城考古队队员，根据文献记载的线索“按图

索骥”，初期在雍城周边开展调查时，于凤翔东

部发现凹里遗址，即认为是汉代畤遗存或祭畤

时的“离宫别馆”[7] ；凤翔东南的彪角、虢王

一带调查是根据《史记·孝武本纪》“其明年，

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而彪角的由来也正

与此有关 ；在凤翔城北一带如玄武山、烈王坟、

水沟、彭祖塬、雍山调查，是因为这里有相关

的传说、地形和地貌 [8] ；对凤翔西部孙家南头

和羽阳宫调查是因为文献中有“蕲年宫”（与始

皇加冕典礼有关，而此必与祭天相关）的记载 [9]

和此地有“今汧共厨鼎”的发现 [10]。后来关于

“畤祭”的考古调查工作逐渐走出凤翔县界，如

千阳县走马棱秦汉建筑遗址、扶风县美阳宫地

望、乾县好畤城遗址等 [11]。调查工作虽然 “漫

无边际”，但所取得的收获是显著的，一方面扩

大了对雍城相关遗存的视野和角度，另一方面

是在实际调查探索过程中逐渐感受到了畤遗存

的真实构成 ：在郊外，在山上，有符合特征的

地形与地貌，有以土坛和平整场地为特征的“祭

坛”，有祭祀坑，有各类建筑，有祭祀礼仪道路

和兆域安全体系。作为阶段性成果，尽管上述

有关畤祭地望的推测有一定偏差，但分析的过

程尤其关于遗存的构成要素的认定为后来持续

探索提出了一条思路 , 也得到了相关学者的共

鸣和热烈讨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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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古实证下的血池遗址发现

自 2005 年以来，随着雍城遗址被列入全国

“百大遗址”之后，考古工作为适应新时期的保

护与展示需要，对 51 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包括

“郊祀”遗址功能区，以“全面考古调查，重点

区域勘探和选择性的验证发掘”为方法，以为

制定保护规划提供科学详实资料和依据为目标

任务，在继续坚持以“文献为线索，考古为实证”

的前提下，更多地倾向于实际遗存的进一步发

现与确认。

基于之前的田野调查认识，工作重点集中

在北山一带玄武山、“烈王坟”、彭祖塬、雍山血

池和吴山等几处地点，对其性质与内涵的判断

也是根据外部地形、地貌特征所做的初期判断，

有待于考古工作的实质性验证。通过进一步考

古调查和勘探，玄武山虽地貌吻合，且有相关

传说 [13] 但是没有与畤遗存相关的其它类别遗存，

所以最终难以得到考古工作的认同 [14]。“烈王坟”

和彭祖塬各有一处夯土台，尤其前者还有某些

畤的一般时代类同特征，但也同样不具备畤的

结构 [15]。上述几处遗迹，唯独吴山和血池具备

畤祭（或名山祭）的多个特征 [16]。对血池遗址

考古调查初期曾得到了当地文物工作者积极参

与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17]，后经实地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掘之后，最终确认其为畤遗存。

从文献分析入手，寻找与其对应的考古实

据。血池遗址夯土台位于秦雍城西北的雍山上，

属郊外，符合郊祀的选点 ；但是更多的要关注

另外一个特征—“高山之下，小山之上”，这

又是一个关于祭坛结构特征的关键 ；“封土为

坛”“除地为场”“为坛三垓”则是祭坛的摆布

格局，血池遗址也完全符合，甚至包括在坛周

边发现的环沟，我们按照周代文献上的解释应

是“壝”（保护祭坛的小矮墙，秦以环沟替代，

这是其传统），这些外部特征都在血池遗址得以

体现，而且经局部解剖发掘，夯土台为圜丘状，

通高 5.2、基座直径 23.5 米，《说文》中对“坛”

的解释为 ：“除地曰场、曰墠，于墠筑土曰坛”，

即在经过平整后的场地上筑土称之为“坛”，夯

土分上、下两部分，下部高约为 2.8 米，为战

国时期，上部高约为 2.4 米，为西汉时期，夯筑；

环沟内发掘出秦汉时期建筑材料 ；环沟周边为

踩踏的地面。这些均成为确认该遗址属性的第

一步，之后则进一步寻找另外的线索。

祭祀坑遗存。对照文献记载，祭坛是举行

正式祭祀活动的地方，祭祀时要举行几方面活

动，即迎、送天神“火燎”仪式、祭献仪式、

歌舞演唱与祝词仪式，其中对于祭献所用之“献

食”即马、牛、羊牲肉，最后连同车马、玉帛

等一同要进行瘗埋，所埋祭祀坑是我们要找的

另一类遗迹。经考古调查与勘探，在血池遗址

的中山梁共发现祭祀坑 570 座 ( 组 )，由于勘探

时无法确定坑与坑之间的打破关系，加之坑特

别密集，所以估计祭祀坑的单体总数在 3000 座

左右，可见其规模之大，祭祀次数之多。

建筑遗存。在 2008 年进行 “关中秦汉时期

离宫别馆调查”时就曾在血池村附近采集过汉

代的建筑材料，当时将它视为一处小型汉代建

筑基址。随着夯土台、祭祀坑等遗迹的发现，

促使我们将建筑遗迹作为畤遗存构成要素思

考。血池遗址东、中、西三处山梁上均发现有

大量的建筑材料，且分布范围较大，可以明确

存在建筑遗迹。在东山梁发现两处建筑材料密

集区域，位于长条状祭祀坑以东较平坦处，一

处范围面积约 260 平方米，另一处范围面积约

1300 平方米。中山梁建筑位于祭祀坑范围北部，

面积约 320 平方米。西山梁建筑位于山顶地势

平坦处，断面暴露大量建筑材料。在勘探过程

中始终未发现大面积夯土以及地面遗迹，其原

因可能与建筑遗迹所处山梁之上，常年受雨水

冲刷，保存较差有关。关于建筑遗迹的性质，

按照文献推断有皇帝亲临的斋宫、血池祭祀点

常驻官员起居办公场所、祭祀物资存放场地等。

目前的调查和勘探尚未确认皇帝斋宫这一级别

的建筑遗迹，因此也不排除为皇帝亲往祭祀时

所住离祭坛较近的离宫别馆。

道路与兆沟遗存。山上道路系统是指与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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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活动相关的分布，由于遗址所处山区环境

地貌经常受雨水冲刷，地面上道路保存状况

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调查和勘探有一定的

难度。从调查得知，山下通往血池的道路宽

8 ～ 10 米不等，是车辆同行 ；而山上道路宽度

仅 3.5 ～ 4.9 米，说明祭祀者采取步行登山。

围绕血池遗址周边有兆域设施，有利用自然河

沟，也有自然地貌上的断崖，形成了与外界隔

绝的空间，体现了作为皇家祭祀禁地的对外的

管控。

经过对上述各类遗存的分别探讨，我们认

为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下列要素构成了一个完

整祭祀属性的主体。

1. 遗迹年代的共时性。在整个遗址分布的

470 万平方米范围，各类遗迹年代集中在战国

晚期至西汉中晚期。2. 遗迹属性的类同性。分

布于各山梁的不同遗迹，属性均与祭祀相关。

3. 遗迹分布的关联性。各处遗存似有统一规划

的过程，不论在何处，均布局在山梁的正阳面，

背阴与沟壑则没有文化遗存的分布。4. 遗迹层

次的排它性。如此规模之大，级别之高的祭祀

遗存，与此级别相匹配的只能是皇家所有。5. 文

献记载对应的唯一性。据文献记载，与文献对

应的只有秦汉时期国家“郊祀”的畤遗存吻合，

别无对应。

因此，血池遗址的属性在文献记载的背景

下，得到了考古材料进一步的认同。

三、“雍畤”视野下的血池遗址相关问题研究

1. 关于血池遗址年代及其属性

遗址年代包括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相对

年代包括地层学上遗迹打破关系中的相对早晚，

也包括类型学上器物“分期排队”中的时代演

变序列 ；绝对年代则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进行

相关测年得出的测年数据。血池遗址位于雍山

之上，地层关系较为简单，虽然打破关系复杂，

但遗迹年代相对集中，不能完全反映较大的时

代差异。因此，血池遗址年代的判断主要依靠

出土器物和对祭祀坑内马骨的碳 14 测年。

2016 发掘的车马祭祀坑内出土了大量车马

器，地层中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筒瓦、板瓦、

瓦当等建筑材料。器物的年代可以明确在西汉

时期。对祭祀坑内的 6 件马骨标本测年中有 4 组

数据较统一，集中在 BP2125±25 ～ BP2155±25

之间，即公元前 200±25 年左右，属于秦末汉

初这一时期。因此，基于上述材料判断血池遗

址年代为西汉时期，根据文献记载西汉时期汉

高祖刘邦在高祖二年（公元前 205 年）设立北畤，

遗址年代与其基本相符，进而判断其为西汉时

期的北畤。

但是，随着进一步考古发掘 ，2017 年在东

山梁发掘了动物祭祀坑，并在祭祀坑北侧山梁

发掘了建筑遗迹。所出土的建筑材料虽然仍以

西汉时期为主，但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麻点纹

筒瓦，年代可能为战国晚期—汉初 [18]。动物

祭祀坑内无任何遗物，但对 4 座坑内马骨标本

进行了测年，有 2 座数据早至战国时期。因此

血池年代尤其是血池遗址东山梁年代可能较早，

结合血池遗址出土的“上畤”陶文，血池遗址

可能为秦人所立“畤”在汉代的沿用。

除了发现有“上畤”的陶文，又在 2017 年

的发掘还发现有“下祠”和疑似“下畤”的陶文。

此外，血池遗址规模较大，秦人的上畤不应该

有这么大的规模。对此，我们提出了“五畤整

合说”这一观点，即秦“雍四畤”分别位于雍

城郊外各自不同的位置，而血池遗址可能为汉

代在早先秦吴阳上畤基础上续建的北畤，在新

建新畤时，遂将原秦“雍四畤”一并整合，移

至血池，因而这里也自然成为西汉时期的“雍

五畤”所在 [19]。当然，正如有学者指出“汉代

皇帝郊雍祠五畤是在同一地点还是在不同的地

点？当时祭祀五畤是否集中在一处祭祀？这一

点，文献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20]。因此，有

关从秦“雍四畤”汉 “雍五畤”的发展传承关系，

尤其是作为血池遗址是否就是文献中的“雍五

畤”，这最终还取决于对其它几处秦畤的发掘和

认识。

凤翔雍山血池遗址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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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血池遗址的祭祀对象

《尔雅·释天》记载 ：“祭天曰燔柴，祭地

曰瘗埋”。在周人的祭祀礼仪中，点燃薪柴、焚

烧牲肉，使烟气、腥气上升可感动天神，达到

请神、降神的目的，即《周礼·春官·大宗伯》

所载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在周人的观念当

中，天神在上，因此用烟气上升以感神，而地

示在下，必不能再用烟气而改用牲血，而荐牲

血于地，必然下渗，如神享之，从而达到感神

之目的”[21]，即《周礼·春官·大宗伯》中的“以

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在周代，玉被视为

精物，乃是最为润洁之物 [22]，因此不论是燔柴

还是瘗埋，玉器都是最重要的祭祀之物，有其

专门的象征意义。

秦人祭祀礼仪源于周人，秦汉之际与祭祀

有关的玉器发现主要有 ：1975 年烟台芝罘岛发

现的两组玉器，均为一圭、一璧、两觿的组合，

推测为秦始皇时期三登芝罘留下的器物，与祭

祀 天 地 山 川 有 关 [23]。1979、1982 年 山 东 荣 成

市成山头发现玉器，第一组玉器为 1 件玉璧、

2 件玉圭和 1 件玉璜，第二组玉器为 1 件玉璧

和 2 件玉圭，推测与成山的礼日活动有关 [24]。

2004 年礼县鸾亭山遗址的发掘，出土玉器 10

组 51 件，其中 F3 内出土 2 件 玉人、2 件玉璧、

8 件玉圭，被认为是历史上西畤的一部分。此

外，西安联志村和芦家口村也有同一类型的玉

器出土。其中联志村出土玉器 85 件，包括玉人、

璧、圭、璋、琥、璜、觿等，芦家口村出土玉

器 100 多件，类型与联志村相同 [25]。通过上述

材料可见，鸾亭山遗址出土的玉人和圭、璧的

组合较具有代表性，同时作为秦汉时期畤遗存，

与血池遗址之间相互对比也有一定研究意义。

血池遗址出土玉器位于车马祭祀坑底，组

合为 2 玉人、1 琮、1 璜。鸾亭山遗址出土玉器

位于房址和灰沟内，出土位置深浅不一，组合

为 2 玉人、1 圭、1 璧。两者相同点在于均出有

玉人，且造型基本接近。关于玉人的性质已有

多为学者做过讨论 [26]，而血池遗址玉人的发现

则更加表明玉人在畤遗存中的独特地位。两者

不同点，一在于玉人之外的圭、璧组合和琮、

璜组合，二在于玉器出土位置。这种区别可能

正反映出了两者祭祀对象的不同。《周礼·春

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鸾亭山遗址出土圭、

璧组合应与祭天有关，出土位置较浅，反映其

祭祀过程中作为“礼神用玉”之用，与相应的“俎

豆牢具”，摆放在祭祀场地，祭祀后应予以回收。

而鸾亭山所出玉器“只是由于某种未知原因被

保留在了祭祀现场，没有被典瑞收藏”[27]。血

池遗址出土琮、璜组合应与祭地有关，出土于

祭祀坑底，属于瘗埋。如果我们将两者结合起来，

则可能完整的反映出畤祭的一套流程。即首先

焚烧薪柴以请神，并摆放“礼神用玉”以礼神，

最后将车马、玉器等瘗埋于祭祀坑中，这一过

程体现了对天、地的祭祀。

因此，结合礼县鸾亭山和血池遗址两处畤

祭遗存，还原畤祭过程，认为血池畤祭的对象

应该包括对天、地及其相关诸神的综合祭祀。

3. 秦汉畤祭礼仪形式的变化

根据文献记载可知，在秦襄公封为诸侯后至

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秦国共设有六畤，分别为西

畤祭白帝、鄜畤祭白帝、密畤祭青帝、吴阳上畤

祭皇帝、吴阳下畤祭炎帝、畦畤祭白帝，其中雍

城地区的秦畤共有四处，分别为鄜畤、密畤、上

畤、下畤，被称为秦“雍四畤”。此外，设畤进

行祭祀往往与秦人发展过程中重大历史事件有

关，包括封侯、定都、祥瑞等。西畤祭白帝是因

为襄公被周王室封为诸侯 ；鄜畤祭白帝既是在此

定都，又因梦见黄蛇“口止于鄜衍”的祥瑞 ；德

公在位时间较短，定都雍城时仍以“三百牢于鄜

畤”，但德公之子宣公继位后则马上在渭河南岸

设了密畤祭青帝，应与这次迁都有关系 ；畦畤祭

白帝也与定都栎阳以及栎阳“雨金”的祥瑞有关。

也有学者认为密畤祭青帝还可能与秦晋河阳之战

的胜利有关 [28] （表一）。

秦统一后，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为了震慑

东方贵族，显示军事实力，传扬秦之大政，增加

封禅泰山的祭祀 [29]，使其与雍四畤祭祀同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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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畤

秦公

置畤

名称
置畤时间 置畤地点 祭祀内容

秦襄公 西畤 公元前 770 年 西垂
祠白帝，其牲用驹、黄牛、

羝羊各一

秦文公 鄜畤 公元前 754 年 汧渭之会 用三牲郊祭白帝
秦宣公 密畤 公元前 671 年 渭南 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
秦灵公 上畤 公元前 422 年 吴阳 吴阳上畤，祭黄帝
秦灵公 下畤 公元前 422 年 吴阳 下畤，祭炎帝
秦献公 畦畤 公元前 367 年 栎阳 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

表一  秦人置畤情况统计表

主祭者 祭祀类别 祭祀时间 祭祀地点 文献出处

秦始皇 加冠礼
秦王政 9 年 

（公元前 238 年）
雍蕲年宫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 封禅
秦始皇 28 年 

（公元前 219 年）
泰山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 山川、八神 不详 东海 《史记·封禅书》

秦二世 不明
秦二世元年 

（公元前 209 年）
碣石 《史记·封禅书》

祠官 雍四畤 三年一郊 雍 《史记·封禅书》

祠官 西畤、畦畤 岁时（上不亲往） 西县、栎阳 《史记·封禅书》

祠官 陈宝节 岁时 陈宝 《史记·封禅书》

祠官 山川、河流 岁时 雍地 《史记·封禅书》

民间 郡县远方神祠 岁时 《史记·封禅书》

表二  秦统一后祭祀情况统计表

最高级别的祭祀。此外，还进一步完善相应祭祀

制度，规定了雍地一带的陈宝祠、名山大川、郡

皇帝 年号纪年 公元纪年 郊雍情况 文献出处
汉文帝 十五年 公元前 165 年 上幸雍，始郊见五帝 《汉书·文帝纪》
汉景帝 中元六年 公元前 144 年 行幸雍，郊五畤 《汉书·景帝纪》

汉武帝

元光二年 公元前 133 年 行幸雍，祠五畤

《汉书·武帝纪》

元狩元年 公元前 122 年 行幸雍，祠五畤
元狩二年 公元前 121 年 行幸雍，祠五畤
元鼎四年 公元前 113 年 行幸雍，祠五畤
元鼎五年 公元前 112 年 行幸雍，祠五畤
元封二年 公元前 109 年 行幸雍，祠五畤
元封四年 公元前 107 年 行幸雍，祠五畤
太始四年 公元前 93 年 行幸雍，祠五畤
征和三年 公元前 90 年 行幸雍

汉宣帝 五凤二年 公元前 56 年 行幸雍，祠五畤 《汉书·宣帝纪》

汉元帝
初元五年 公元前 44 年 行幸雍，祠五畤

《汉书·元帝纪》永光四年 公元前 40 年 行幸雍，祠五畤
建昭元年 公元前 38 年 上幸雍，祠五畤

汉成帝

永始二年 公元前 15 年 行幸雍，祠五畤

《汉书·成帝纪》
元延元年 公元前 12 年 行幸雍，祠五畤
元延三年 公元前 10 年 行幸雍，祠五畤
绥和元年 公元前 8 年 行幸雍，祠五畤

表三  西汉时期皇帝郊雍情况统计表

县祠庙等相应的祭祀规格，形成了雍四畤与封禅

泰山、山川祭祀、郡县祠庙祭祀三个等级的祭祀

制度，达到“令祠官所常奉

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

而序”的目的（表二）。

秦人畤祭传统在秦始

皇时期逐渐规范化，公元

前 238 年 因 加 冕 典 礼 而 亲

临雍城郊祀，此后则由祠

官替代来雍城，秦始皇则

以“通权火”的形式进行

祭祀，而从雍城到咸阳的

“权火”以“五里一烽火”

的方式传递，始皇帝“拜

于咸阳之旁”迎接圣火。

西汉初期，对秦人的

祭祀礼仪采取全面继承的

模式。汉高祖刘邦仍延续

秦时的祭祀礼仪，在畤祭

方面，新设北畤，祠黑帝，

以凑五帝之数，但只是让

“有司进祠”，并未亲自前

往祭祀。汉武帝时期，武

帝“行幸雍，祠五畤”的

次数多达 9 次，不仅大规

模 的 对 雍 五 畤 进 行 祭 祀，

还多次封禅泰山，并在甘

泉宫设泰畤、在河东汾阴

设后土祠，形成“甘泉泰

一、汾阴后土，三年亲郊祠，

而泰山五年一修封”的定

制。西汉晚期，雍五畤的

祭祀存在反复，匡衡认为

秦四畤为“秦侯各以其意

所立，非礼之所载”，“王

者不当长遵”，后匡衡被免，

在刘向的建议下又恢复了

雍五畤的祭祀。而至王莽

时期，重新对祭祀礼仪进

凤翔雍山血池遗址初步研究



74 研究与探索

行变革，将迁往长安南北郊的泰畤和后土祠，

分别以“皇天上帝”与“皇地后祇”配享，以

达到“冬至日，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阳 ；夏

至日，祠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阴”的目的。并

将除天地外的群神按类加以区分，分别在长安

城东、西、南、北四郊以及长安城中央“未地”

建立祭坛加以祭祀，形成“长安旁诸庙兆畤甚

盛矣”的场面，而雍五畤的祭祀也在这一时期

被彻底废除 [30]。

4. 祭祀马牲的选择

血池遗址“献食”为马、牛、羊三牲，其

中马牲占 90% 以上，对该遗址出土的大量马骨，

结合文献记载和马骨的 DNA 检测，初步判断，

秦汉畤祭所选祭祀马牲应为“幼马”和“驽马”。

根据《史记·封禅书》的记载，秦汉时期

的畤祭多用马驹，如秦襄公祠西畤“其牲用驹、

黄牛、羝羊各一”，秦始皇时期雍四畤的祭祀时

用“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汉武帝时部

分祭祀已开始用“木禹马代驹”。对驹的解释一

般认为是两岁以下的马。

血池遗址无论是车马祭祀坑还是长条形马

坑内均出土有大量马骨，根据对马骨形态进行

鉴定，发现这里的殉马大多为一岁到一岁半左

右，与文献中“驹”的记载完全相符。此外，

通过对马骨的 DNA 的测定及研究还进一步发

现，马的步态、爆发力、灵活度等运动能力都

比较一般，应该不属“战马级”，可能为体质较

弱的“驽马”。据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出，古人在

秦汉时期就可能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相马能力，

能从马驹时就区分出不同的品质，保存强健马

匹用于实战，弱马则满足祭祀需求，似可反映

出秦汉统治者在祭祀活动中的实用主义色彩。 

四、余论

西周时期，“郊祀作为周代国家的主要宗教

活动 , 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严格规范的礼仪程

序”[31]，两汉之际，祭祀前要举行“卜筮、斋

戒以及夕牲等一系列相关的礼仪活动”，祭祀过

程中的不同环节也有相应的郊祀乐舞 [32]。除了

从文献角度进行研究，血池遗址的发现也为我

们复原祭祀礼仪提供诸多细节参考，如提请、

择吉日、出行、抵达、涤牲、省牲（君主亲自

过目马牲的口齿、年龄和毛色）、宰牲与聚血、

如斋宫（做静思、沐浴和更衣等祭祀礼仪之前

的准备）、坛场祭献、迎天神（燔燎与歌舞演唱）、

送天神、撤馔、瘗埋等。

雍地“百有余庙”，西县“亦有数十祠”，沣、

滈、于、亳等地也有相应地方祠庙，“各以岁时

奉祠”。此外自殽以东、华以西各有名山大川需

予以祭祀，“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珪币各异”。

可以说“祭祀对象冗杂正是此时秦国祭祀的一

种表征”[33]。而这些地方祠庙与名山大川其祭

祀内涵尚不清晰。2018 年对宝鸡陈仓吴山祭祀

遗址的发掘者认为 ：“该遗址为祭祀炎帝的吴阳

下畤”[34]。吴山遗址车马坑形制与血池遗址基

本相同，玉人形制、玉器组合也与血池遗址接

近，据此判断其为畤遗存不无道理，但考虑到

吴山作为华以西的名山，吴山的祭祀遗存也很

有可能为山川祭祀。而山川祭祀的祭祀内涵（包

括车马坑、玉人、玉器组合）与畤祭之间的关

系则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关注。

秦武公钟有铭文“余夙夕虔敬朕祀”[35]，

汉高祖“重祠而敬祭”，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

从春秋至秦汉，以畤祭天的祭祀文化礼仪延续

700 余年，影响深远。畤祭文化源于周，兴于秦，

盛于汉，废于莽，上承西周郊外祭祀，即“郊

祀后稷以配天”，下启都城南北郊祭祀，即“祭

天于南郊，瘗地于北郊”，在中国国家祭祀体系

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中国国家祭

祀系统从西周郊祀、秦汉畤祭、隋唐圜丘、到

明清的天坛、地坛演变的重要过程，是中国古

代国家祭祀观念变迁的重要阶段。正如白云翔

指出，血池遗址的发现成为从东周诸侯国到秦

汉大一统国家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物质载体和实

物再现，对于深化秦汉礼制与政治、中国古代

礼制文化等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6]。

祭祀活动体现了古代国家的社会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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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宇宙观（思维方式）、核心价值观（行

为处事方式）的理念 [37]，当代通过加强遗址保

护 , 还原历史盛景 , 再现古代皇帝鹰受天命，虔

诚祭祀的过程，真正理解血池遗址遗址所蕴含

的政治理念、哲学思想、地形地貌、传统规制

和堪舆法则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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