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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陵地宫七大未解之谜
女尸之谜

排版 / 黑景波

校对 / 宋霞

裕 陵 地 宫 自 1975 年 开 启 ， 到 现 在 已 经
四 十 多 年 了 ，其 中 仍 有 许 多 谜 团 未 解 ， 疑 云
笼罩。 现择其主要，略作介绍。

石柱之谜

第一道石门外侧的两根石柱，到底是什么时候支顶的？

未腐烂的孝仪遗体

为何唯独她的遗体完整没有腐烂？
东陵盗案发生后的
1928 年 8 月，清逊帝溥仪派
载泽、 耆龄等人到东陵进行
善后处理。 他们在清理裕陵
地宫时， 发现了一具完整的
女尸。 参与清理重殓的清室
遗臣在东陵期间所写的日记
中，都曾提到此事。
宝熙在《东陵行役日记》
中是这样记载的： 午后于石
床西边两棺板之间发现后妃
玉体一, 幸未损伤脱失敬审
其面貌， 颏多皱纹， 齿未全
脱，似五六十岁人，而皮骨俱
存，丝毫未腐，笑容圆相，有
如古佛，诚异事也。
耆龄在《东陵日记》中写
道：午后得报，于两棺之间寻
得女体一， 身着明黄龙袍，又
于侧近拾得绣凤黄靴二。面目
可辨，年约六十余，齿存一二，
耳环尚在，不知是后是妃。

徐榕生在 《东陵于役日
记》中记道:忽于地宫西南隅
两棺之间衾襁之下， 觅得后
妃玉体。 身着宁绸云龙袍，已
一百四五十年之久， 面目如
生，并有笑容，年约五十岁，
耳环尚在。 一足着黄缎朝靴，
又于侧近拾得一靴一袜。 以
水濯之， 靴之花纹与着于足
者同(袜亦有花纹)，不知是后
是妃也。 以上四人的记载基
本上是一致的。 据这些宗室
遗臣判断， 此具女尸是嘉庆
帝的生母孝仪皇后， 卒年四
十九岁。 裕陵地宫中的六位
墓主人， 有比她先死先入葬
的， 也有比她晚死晚入葬的；
有比她年龄小的，也有比她岁
数大的。为什么其他五人都成
了一堆白骨,而唯独她的遗体
完整，没有腐烂，面目如生，至
今无法解释。

现在裕陵地宫的前三道石
门， 每道都用四根巨大的四棱
形石柱支顶着， 共有石柱十二
根。人们一看便知，这些石柱并
非地宫原物,是后来增加的。如
果原来就有石柱, 巨大的棺椁
根本无法进入地宫。
为什么要支顶这些石柱，
又是什么时候支顶的? 如果我
们进入地宫仔细观察, 就会发
现前三道石门的上门槛及以上
的枋子带门簪都出现了程度不
同的裂璺， 其中第一道石门尤
为严重。 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措
施,将来地宫就有坍塌的危险。
这十二根石柱中, 第一道石门
里侧的两根和第二、 第三道石
门的八根,都是 1989 年 12 月
15 日由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古

建队支顶的。 而第一道石门外
侧的两根石柱, 支顶日期却是
一个未知数。 1928 年孙殿英匪
军盗陵时,是不会支顶石柱的。
是否是溥仪派出的东陵善后大
臣所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
他们在东陵善后期间, 每一位
都写了详细的日记, 就连一些
琐碎小事都有记载但对支顶石
柱之事却只字未提。 1975 年开
启裕陵地宫时, 这两根石柱就
已存在, 因此更不是清东陵文
物保管所支顶。
这样看来, 两根石柱只能
是清朝时支顶的， 而且只能是
在乾隆帝入葬地宫后、 隧道填
堵前那几天支顶的。 因为乾隆
帝入葬前的嘉庆四年(1799 年)
七月, 在修筑裕陵地宫隧道券

内的斜坡地面时, 曾计划筑打
夯土, 但负责工程的大臣绵课
发现“头层石门之上横安石槛
已见有裂缝斜纹两道”。为了避
免震动， 遂奏请嘉庆帝将筑打
夯土改为用砖铺砌， 这就形成
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隧道券的砖
铺地面。
石门上槛出现裂缝, 嘉庆
帝是不会置之不管的。可是,在
乾隆帝入葬后,绵亿、弘谦、特
清额、成林在向嘉庆帝奏报“敬
修填砌裕陵元宫门隧道并成砌
琉璃影壁等工”的奏折中,并未
提及支顶石柱之事。 是根本没
有支顶,还是因为事小,没有必
要写进奏折?我们不得而知。 这
两根石柱到底是什么时候支顶
的,至今还是一个谜。

棺椁漂起之谜

棺椁的四角都被固定，怎么会脱开棺床顶住了石门呢?
裕陵 地 宫 每 具 棺 椁 的 四
角各有一块重达数百斤的龙
山石将棺椁牢牢地固定在棺
床上。 龙山石底部伸出的四
棱形榫，根部细下端粗。 榫插
入石制棺床上的长方形眼
中，向旁边相通的方眼推，由
于这个方眼口小下大， 石榫

插入后再也休想拔出来。 龙
山石上凿有纵向和横向的沟
槽， 椁的竖向边棱被卡在纵
向槽内， 椁底部伸出的横向
边棱被龙山石的横向槽卡
压，使棺椁既不能升起，又不
能前后、左右移动。 这样棺椁
就被牢牢地固定在棺床之上

了。 然而,孙殿英匪兵在进入
裕陵地宫时， 竟发现乾隆帝
的棺椁不在棺床上而是顶住
了第四道石门。 既然棺椁的
四角都被龙山石牢固地固定
在了棺床上了， 怎么会脱开
棺床顶住了石门呢? 至今令
人百思不得其解。

龙山石之谜
渗水之谜

孝贤皇后梓宫东南角的龙山石为何是残破的？

乾隆命人整治好后，为何又再次出现渗水？
裕陵建成于乾隆十七年
(1752 年)，建成的当年地宫里
就出现了渗水。 乾隆帝曾命大
臣三和等加紧维修整治，费了
很大劲才解决了问题。 当年十
月就葬入了孝贤皇后、慧贤皇
贵妃、哲悯皇贵妃；乾隆二十
二年和四十年，又分别葬入了
淑嘉皇贵妃和令懿皇贵妃(后
追赠为孝仪皇后)。 嘉庆四年
(1799 年)九月十五日，乾隆帝
正式入葬。 在这前后四十七年

的时间里,地宫里始终没有再
出现渗水情况，说明乾隆十七
年那次整治是十分成功的。 可
是, 在 1928 年重殓裕陵遗骨
时，地宫里竟有两米多深的积
水。 自 1978 年裕陵地宫开放
至今，每到盛夏阴雨连绵的季
节，必须天天抽水，否则渗水
就会涌冒上升。 裕陵地宫为什
么又再次出现渗水?渗水是从
什么时候再度出现的？ 现在谁
也说不清。

为了防止棺椁入葬地宫后,因
受到外界力量而发生移动， 特在
棺椁的四角各安设了一块龙山
石。 裕陵地宫的龙山石上浮雕着
龙、云和海水江崖。 每一块龙山石
都是十分精美的石雕作品。 令人
意想不到的是孝贤皇后梓宫东南
角的龙山石是残破的, 龙山石上
有一道斜着的裂缝, 将龙山石裂

孝贤皇后棺椁东南角
的龙山石外侧

为两块, 用四个铁锔子连在了一
起, 裂缝和铁锔处抹上了石灰和
石粉做假,使人看不出来。 孝贤皇
后是在乾隆十七年(1752 年)入葬
地宫的。 这个龙山石是怎么坏的?
又是在什么时候安的铁锔子?为
什么发现坏了不重新做新的?乾
隆帝是否知道这件事? 这些现在
都不知道。

金券歪斜之谜

金券歪斜是工程设计人员有意安排？
棺椁顶门之谜

为什么两次都是乾隆帝的棺木顶住石门?
1928 年 , 孙 殿 英 匪 军
在盗裕陵地宫时, 曾顺利
地打开了前三道石门。 但
第四道石门却无论如何也
不能打开, 便气急败坏地
用炸药炸开了石门。 匪徒
们进了地宫金券后, 发现
原来有一具巨大的棺木顶
住了第四道石门。 后来从
这具棺木中找到了乾隆帝
的头颅骨, 才知道顶门的
是乾隆帝的棺椁。 溥仪派
到东陵善后的大臣重验裕
陵遗骨时, 将乾隆帝的内

棺重新安放在正面棺床的
正中之位, 并将一帝一后
三妃的遗骨殓入棺内。 可
是 到 了 1975 年 , 清 东 陵 文
物保管所开启地宫时,又
是乾隆帝的内棺顶住了石
门。 为什么两次都是乾隆
帝的棺木顶住石门? 地宫
内的积水主要是从地宫地
面的石缝中冒出, 平缓上
升的水面不会产生波浪水
流,更不会有冲击的力量。
乾隆棺椁顶门之谜, 实在
令人匪夷所思。

裕陵地宫有九道券，最后
是金券， 乾隆帝的棺椁就位
于金券正中， 方向与金券一
致。 如果我们站在第一道石
门门口向里看， 会发现乾隆
棺椁是歪斜的， 与前七券的
方向明显不一致。 为什么会
出现这种现象?有人解释说，
前七券的方向是风水线，金
券的方向是子午线。 这听起
来似乎有些道理， 但实际测
量并非如此。 所谓风水线，就
是陵寝建筑的中轴线方向。
测量表明， 地宫的前七券还
真是风水线， 与地面建筑的
中轴线方向是一致的。 但金
券方向却与子午线即正南正
北方向偏离十五度。 所以说
这种解释站不住脚。

还有人认为这是工程上
的失误， 在开槽时把金券挖
歪了。 这更不可能。 因为在封
建社会, 皇陵工程是国家的
第一号重点工程， 而地宫又
是其中最关键的部位, 不允
许有丝毫失误。 再者,裕陵地
宫内的所有图案雕刻, 都是
事先在样坑中刻好的各石块
编好顺序号码, 从样坑中拆
卸出来, 再按顺序砌到地宫
中。 如果地宫的槽挖歪了,带
编号的石块砌到地宫就会出
现偏差。 事实上地宫、内各石
料不仅结合得非常严密,而
且所有图案、 文字毫不错乱
走形。 这就说明金券歪斜不
是工程失误， 而是工程设计
人员的有意安排。

作者：徐广源
定价：55 元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 年 8 月
作者简介：徐广源，满族，河
北省遵化市人，1946 年 3 月生。
任清东陵文物管理研究室主任
多年。 现专门从事清代陵寝、后
妃的研究工作。 参加过乾隆帝裕
陵 地 宫 、慈 禧 陵 地 宫 、容 妃 （香
妃）地宫的开启和清理，亲手整
理过慈禧的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