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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八大谜团，首次揭秘！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国 羡门，尽闭工匠藏，无复出者。”工匠正在中
的创立者，他 13 岁就继承了秦国国君的王 门以内忙活，突然间中、外羡门关闭，工匠
位，22 岁在故都雍城举行了成人加冕仪式，“无复出者”。这里涉及既有中羡门，又有外
从此正式登基“亲理朝政”，开始了他一生轰 羡门，其中有内羡门不言自明，地宫三道门
轰烈烈的政治生涯。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似乎无可辨驳。
210 年），被称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死于他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中羡门用了个
第五次东巡途中。
“闭”字，外羡门则有了个“下”字，说明中羡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在即位的次年（公 门是可以开合的活动门，外羡门则是由上向
元 247 年）即开始修陵园，丞相李斯设计，大 下放置的。中羡门可能是横向镶嵌在两壁
将军章邯监工，共征集了 72 万人力，公元前 的夹槽中，是一道无法开启的大石门。内羡
208 年完工，历时 39 年。这座在骊山脚下的 门可能与中羡门相似。三道羡门很可能在
气势恢宏的始皇陵，不仅因举世瞩目的兵马 一条直线上。
俑而闻名于世，更因众多未解谜团而倍受关
谜团三：
“上具天文”
作何解释？
注。
秦陵地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记载
谜团一：幽幽地宫深几许？
出自《史记》，其含义是什么？著名考古学家
秦陵地宫是秦汉时期规模最大的地宫， 夏鼐先生曾推断：
“‘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应
其规模相当于 5 个国际足球场。通过考古钻 当是在墓室顶绘画或线刻日、月、星象图，可
探进一步证实，幽深而宏大的地宫为竖穴 能仍保存在今日临潼始皇陵中。”
式。司马迁说“穿三泉”，
《汉旧仪》则言“已
谜团四：
地宫埋
“水银”
之谜
深已极”。说明深度挖至不能再挖的地步，
始皇陵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记载见于
至深至极的地宫究竟有多深呢？
《史记》，然而，陵墓中究竟有没有水银始终
据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用现代高 是一个谜。地质学专家常勇、李同先生先后
科技探测，推测秦陵地宫深度为 500 至 1500 两次来始皇陵采样。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始
米。国内文物考古、地质学界专家学者的最 皇陵封土土壤样品中果然出现“汞异常”。
新钻探表明，秦陵地宫坑口至底部实际深度 科学家由此得出初步结论：
《史记》中关于始
约为 26 米，至秦代地表最深约为 37 米。但 皇陵中埋藏大量汞的记载是可靠的。
是否如此尚有赖于考古勘探进一步验证。
至于地宫为何要埋入大量水银，北魏学
谜团二：地宫设有几道门？
者郦道元的解释是“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在于
秦陵地宫当年建造了几道墓门呢？据 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具地理之
《史记》记载：
“大事毕，已藏，闭中羡门，下外 势。”原来是以水银象征山川地理，与“上具

民国时期，稍微有钱的男人就喝酒、
抽烟、打牌，国民党内的大佬们基本都会
这三样，唯独蒋介石不会。蒋介石不光自
己不会，在他开会时，还很介意别人抽
烟。蒋介石为何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
呢?
蒋介石与宋美龄有很多地方相反。宋
美龄喜欢喝咖啡、吃点心、抽烟、打牌，
而这几样蒋介石都讨厌，两个人的生活习
性有很多不同，但两人有默契，从不干涉
对方。只要宋美龄不在他在时抽烟，蒋介
石一般不会说啥。还有，宋美龄喜欢晚
起，而蒋介石习惯早起，每天六点准时起
床，起来后做体操、洗澡。夜晚 11 点准时
睡觉。现在青年的生活习惯更像宋美龄。
蒋介石生活习惯十分良好，与他母亲
王采玉有很大关系。蒋介石是孝子，母亲
的话一般他都听，包括最后被迫娶毛福
梅，两人还生下蒋经国。蒋介石的母亲经
常告诫儿子不要沾上坏习惯。蒋介石的父
亲去世的早，母子俩相依为命，感情很
深。
蒋介石 19 岁那年，家里发生一件憋屈
事。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把各地无
主滞纳的田赋分摊到地方首富和中户头

上，蒋介石家被分摊到了。黑心官员和无
耻地方首富相互勾结，硬是要求蒋介石家
多分摊。那时蒋介石年轻气盛，据理力
争。县衙差役将他五花大绑，捆到县衙。
王采玉四处求人，最后才被放出。出来后
母子俩抱头痛哭，母亲让他记住奇耻大
辱，以后出人头地，干番事业。
蒋介石出去后常给母亲写信，只要一
有机会就回老家看母亲，他对老家很有感
情。母亲讨厌年轻人喝酒抽烟打牌，她要求
儿子别这样做，蒋介石照她说的做。就这
样，蒋介石养成好习惯。一辈子皆如此。
他当了国民党总裁后，从不允许有人
在会上抽烟，但还是有人这样干，通常都
是他的死对头。蒋介石讨厌别人抽烟，宋
美龄正好有这习惯。不过宋美龄从不当他
面抽。一次，蒋介石不知咋回事提前下班
回家了，一进门就闻到刺鼻烟味，生气地
问：“谁抽烟了?!”宋美龄被迫承认，蒋介
石想发火，又压制住了。
蒋介石的良好习惯一直保持他生命最
后一刻，有人说了蒋介石长寿与此有关，
然后又有人说了，宋美龄什么都会，更长
寿，小编也不知怎么说才好。个人觉得少
喝酒少抽烟少打牌还是比较好吧。

天文”相对应。
谜团七：
地宫的自动发射器是如何
谜团五：
地宫珍宝知多少？
秦始皇在防止盗墓方面颇费苦心，据
“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一语出自司马迁 《史记》记载：
“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进者辄
笔下。早于司马迁的大学者刘向也曾发出 射之。”说明地宫内安装了一套暗弩，当外界
过这样的深切感叹：
“自古至今，葬未有如始 物体碰到弓便会自动发射。如果记载属实，
皇者也。”那么，这座神奇的地宫珍藏了哪些 这 应 该 是 中 国 古 代 最 早 的 自 动 防 盗 器 。
迷人的珍宝呢？
《史记》明文记载的有“金 2200 多年前的秦代何以生产如此高超的自
雁”、
“珠玉”、
“翡翠”等。其它还有什么稀世 动发射器也是一大谜。
之宝谁也不清楚。
谜团八：
秦始皇遗体是否完好？
20 世纪 80 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地宫西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长沙马王堆汉墓
侧发掘出土了一组大型彩绘铜车马。车马 “女尸”的发现震惊中外。其尸骨保存之完
造型之准确，装饰之精美举世罕见。地宫外 好举世罕见。由此，有人推测秦始皇的遗体
侧就珍藏了如此之精美的随葬品，那么，地 也会完好地保存下来。如果单从遗体保护
宫内随葬品之丰富、藏品之精致是可想而知 技术而言，相距秦代不足百年的西汉女尸能
的。
很好地保护下来，秦代也应具备保护遗体的
谜团六：
秦始皇使用铜棺还是木椁
防腐技术。
秦始皇使用什么样的棺椁？
《史记》、
《汉
但是秦始皇死在出巡途中，且正值酷暑
书》明文记载：
“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
“披 时 节 ，尸 体 未 运 多 远 ，便 发 出 了 熏 人 的 腥
以珠玉，饰以翡翠”，
“棺椁之丽，不可胜原。” 味。为了防止腥味扩散，走漏“风声”，赵高、
司马迁只留下一句“下铜而致椁”的含糊记 胡亥立即派人从河中捞了一筐筐鲍鱼，将鲍
录。于是有学者据此得出秦始皇使用的是 鱼与遗体放在一起以乱其臭。这样，经过 50
铜棺。但从仔细揣摩文献，秦始皇未必使用 余天的长途颠簸，九月，尸骨终于运回咸阳
的是铜棺。
发丧。
“漆涂其外”、
“饰以翡翠”的棺椁恐怕只
根据当代遗体保护经验，一般遗体保护
能是木质的，因为铜棺或石棺用不着漆涂其 须在死者死后即刻着手处理，如若稍有延
外，而只有木棺才可能使用漆。况且从先秦 误，遗体本身已开始变化，再先进的技术也
及西汉的棺椁制度考察，使用“黄肠题凑”的 无能为力。秦始皇由死到下葬间隔近两个
大型木椁是当时天子的特权，自命功劳大过 月，且遗体途中就开始腐败，运回咸阳恐怕
三皇五帝的秦始皇不可能放弃“黄肠题凑” 早已面目全非了。据此推测秦始皇遗体保
的木椁而改用其它棺椁。
存完好的可能性很小。

蒋介石为何一辈子
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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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年经验
美国专业高级执照技师
9-139

专业技术执照

9-117

HVAC MASTER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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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 CARRIER,LENNO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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