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成果展

4月18日“国际古迹遗址日”，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公布丁奉家族墓考古成果，出土文物精品在南京六
朝博物馆正式展出。这是迄今发现有明确记载的、官
职最高的三国孙吴名人墓。墓中出土砖地券上的文字
证实，墓主人是孙吴名将丁奉及夫人。从大帝孙权到
末帝孙皓，丁奉历仕四朝，位极人臣，但
他的墓葬规模却略显“低调”，这或许印
证了孙吴晚期那段纷乱的朝堂争斗。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可/文 于房浩/视频

砖地券铁证
明确墓主人就是丁奉

此次丁奉家族墓的发现取得了
新的突破，是继上世纪80年代发现
的马鞍山朱然墓后，迄今有明确记载
的、官职最高的三国孙吴墓。

丁奉家族墓位于幕府东路南侧
的伍佰村，2019年下半年该地块启
动勘探发掘。截至目前，南京市考
古研究院在地块内发现了4座年代
相近的孙吴-西晋时期墓葬。其中，
3号墓的前室出土了4块有明确文字
的砖地券（下图），明确了3号墓墓主
人为孙吴名将丁奉和夫人。砖地券
是刻在砖面上的“土地使用凭证”。
4块砖地券文字均为阴刻，其中3块
文字相同，写的是“建衡三年八月十
六日良月吉日/大男/使持节、左军
师、右大司马、徐州牧、左护军、无难
右部都督、大将军、安丰侯/庐江安丰
丁奉/今于莫府山立冢宅葬……”

丁奉家族墓考古项目负责人、南
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周保华
告诉扬子晚报记者，砖地券文字中，

“建衡三年（公元271年）”与史书记
载的丁奉去世时间吻合，且记录的职
位、封号也与史书基本一致。墓地所
在“莫府山”就是幕府山的古称。

扬子晚报记者探访现场看到，4
座孙吴-西晋砖墓均为南北向、并列
分布，由西向东分别编号为2号至5
号墓。安葬丁奉及夫人的3号墓是4
座墓中规模较小的，通长只有8.24米，
仅有1个耳室。相比之下，4号墓9.8
米有2个耳室，5号墓10.62米有3个
耳室；再从营建方式上看，3号墓为四
边券进穹隆顶，4号、5号墓分别为四
隅券进穹顶、穹隆顶，还采用了大量花
纹砖，其营造成本、复杂程度与结构强
度都要明显超出3号墓。

周保华介绍，通过对规模结构、

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及相对位置关系
的分析，判断这4座墓应属于聚族而
葬的家族墓。其中2号、3号墓时代
相同，4号、5号墓时代略晚，可能是
丁奉家族中的后辈。

根据砖地券文字，丁奉去世时夫
人已经下葬了20年。3号墓作为两
人的合葬墓，其后室宽度只有1.92米
至2.3米，这一空间要同时安放好两
座棺椁，并不宽敞。“丁奉的成就与地
位，整个家族无出其右。但这并没有
在墓葬中体现出来，或许下葬时因某
种原因比较匆忙。”周保华说。

陈寿著《三国志》，将孙吴12名功
勋卓著的武将列入一传中，并称“江表
之虎臣”，丁奉是12人之一。与同传
的程普、黄盖、韩当相比，丁奉是“晚辈
中的晚辈”，他先后在甘宁、陆逊、潘璋
麾下，作为一员小将在战场上“斩将搴
旗、身披创痍”，逐渐崭露头角。

公元252年，曹魏趁孙权去世，引
大军进攻，孙吴诸葛恪率丁奉等迎战，
当时天寒大雪，担任前锋的丁奉率
3000人脱盔甲、持短兵，大声鼓舞着
士兵径直冲向敌营，大破之。吴军主
力随后赶到，魏军全线溃败。“东兴之
战”是丁奉军旅生涯的高光时刻。魏
军损失数万人，司马昭被迫削去爵位，
代其兄司马师承担责任。

自孙权去世幼主登基，朝政先后
为诸葛恪、孙峻、孙綝等权臣把持。孙
休登基后计划诛杀孙綝，丁奉与张布

共同设计在宴会上将其捕杀。孙休去
世后，太子只有10岁，朝中大臣为避
免重蹈覆辙改立长君，丁奉也与张布
等大臣共同拥立年长的孙皓。丁奉先
后在“推翻权臣”“拥立新君”等事件中
发挥重要作用，逐渐走上权力巅峰。

孙皓在登基之初短暂地施行明政
后，突然变得昏庸残暴、擅杀大臣，不
仅杀了之前拥立他的张布等大臣，还
多次命令年迈的丁奉率军北伐。此
时，北方司马氏已取代曹魏建立西晋，
双方实力对比悬殊，丁奉再难有斩获。

《三国志》记载，建衡三年（公元
271年）四朝元老丁奉去世。有人控
告丁奉生前“骄矜”，孙皓借机算账，翻
出他有一次率军进攻迷路无功而返的
旧事，将丁奉家族强迁发配至临川（今
江西抚州）。考古发现丁奉墓的种种
现象，或与此有关。

仪仗马队俑再现大将威风
丰富陪葬品还原生活百态

本次丁奉家族墓考古成果在六
朝博物馆一楼展厅展出，共展出来
自4座墓葬的230多件出土文物，将
展出3个月。在该文物展中，此次出
土的4块砖地券陈列在显著位置。

此外，本次考古还发现了丰富的
器物，为我们再现了当时达官贵族的
日常生活。例如在3号墓中出土了
一组共16个釉陶骑马俑，虽然已经
破碎，但可以看出敲鼓、吹奏的动作。
他们装备严整，吹鼓大奏，鼓角齐鸣，
可能是当时丁奉出行路上的仪仗队。
3号墓中，还出土有铜立人俑、桃叶形
金片、作为六朝时期重要冥器的釉陶
魂瓶，以及反映日常生活的陶杵、陶
屋、陶扫帚、盛装物品的陶盒等。

5号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金
比翼鸟”更显温情。这只雕刻作品只
有拇指甲盖大小，却细致地雕出两只
鸟交颈依偎、比翼而飞，大鸟的鸟背
上还驮着小鸟。据介绍，这是古代女
性头饰“步摇”上所用的挂饰。

与夫人的合葬墓规模较小，砖室仅2米宽

生前立战功、除权臣，死后被皇帝“清算”

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元/月)。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元/月)。

体彩大乐透
开出4注一等奖

4月 17日晚，体彩大
乐透第21042期开出4注
一等奖，包括1注3600万
元和 3注 1000万元。当
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
为 8.71 亿元，“10亿大派
奖”活动仍将持续进行，敬
请关注。 苏缇

福彩“双色球”（第2021041期）
红色球号码：2 9 18 23 26 32
蓝色球号码：14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54注 5307817元
二等奖 367注 56614元
三等奖 5538注 3000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41568万元。
福彩“15选5”（第2021098期）
中奖号码：1 3 4 9 10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56注 3452元
二等奖 4377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 56万元。
福彩3D（第2021098期）
中奖号码：0 1 4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706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1679注 173元

本期投注总额 288万元。
体彩“7位数”（第21056期）
中奖号码：4 3 5 1 9 4 9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3注 11428元
二等奖 38注 1804元

体彩“排列3”（第21098期）
中奖号码：3 0 2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415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1410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098期）
中奖号码：3 0 2 4 3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23注 100000元
体彩“7星彩”（第21043期）
中奖号码：4 6 0 2 1 3 +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8注 33595元
三等奖 41注 3000元

福彩“刮刮乐”
2021年 4月 17日江苏中奖注数

178273注，中奖金额3770583元。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快乐8”(第2021098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1 2 4 12 13 16
20 28 31 36 41 42 46 51
60 61 62 69 76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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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名将丁奉是四朝元老
为何死后如此“从简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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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视频
从考古现场航拍图可见，3号墓（丁奉及夫人墓）明显小于4号、5号墓

3号墓出土铜立人俑

3号墓出土釉陶骑马俑

金比翼鸟步摇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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