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布拉
星象盘

3,600 年前的欧洲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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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布拉温斯特鲁特河谷 
(Unstruttal)的景色 
©LDA, 照片来源: Juraj Lipták.

内布拉星象盘是上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因为它展现了世界
上最古老的对天文现象的具体描绘。 

白天和夜空的元素交织出现在一个抽象的星网背景上，它不仅描绘
了日月在天空的运行轨迹，而且还对此加以解释。在地平线之间出
现了一艘夜航船，驶过天际。这是它首次被作为欧洲的中心神话符
号流传。

星象盘让我们了解到3,600年前我们的祖先对世界进程及其宗教解
释的认知。它于1999年被盗墓者挖掘出土。

经过轰动一时的搜索行动，这件青铜文物终于在2002年落户哈勒(
萨勒河畔)(Halle(Saale))的州立史前博物馆。2013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将内布拉星象盘收录进世界文献遗产“世界记忆”名录。 

多年来，这件青铜文物激发了各学科研究人员的灵感。他们的研究
结果不仅是对星象盘的诠释，还将青铜时代欧洲中心的繁荣社会展
现在我们眼前。

请和我们一同探索这个神秘世界，并跟随我们走上距今最久
远的天空之路。

过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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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 

  发现者亨利W.重新供述 

  画出文物发现位置的草图 

  重建米特尔贝格丘出土文物的情况

据发现者供述，星象盘竖立埋藏。其它青铜器被小心
摆放在它前面。 
©LDA, 草图：发现者亨利W.，绘图：Nora Seeländer.

1999年7月4日

内布拉轰动一时的考古发现

两名盗墓者在内布拉附近的米特尔贝格丘(Mittelberg)意外地发现了
这个包括星象盘在内的宝藏

经重新填埋而变暗的盗墓孔清晰可见。
©LDA, 照片：Juraj Lipták.

盗墓者用这把加工
过的消防斧将星象
盘挖刨出土，导致星
象盘在不当挖掘中
严重受损。 

©LDA, 照片：Juraj Lipták.

我寻求…我提供…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星象盘尚未经清
洗的状况
©LDA, 照片：窝赃者拍摄。

1999年秋
阿奇姆S.向不
同博物馆要价
一百万德国马
克出售此文物。

该文物在2002移交后未经修复的状况。 
©LDA, 照片：拍摄于州刑侦局。

2002年3月11日 

漫长的旅途结束了 
宝藏正式移交给哈勒的州立史前
博物馆。

交易者阿奇姆S.向检察
机关投案自首。 
他交代了文物发现地点和盗墓者
的名字。

2002年7月

 出土文物状况的重建基于
发掘结果及发现者的证词。 
©LDA, 照片：Juraj Lipták.

新闻头条：成功捕获

2002年2月

梅勒假装鉴定真伪，让对方展示了一把
宝剑和星象盘，并随即向警方发出了行
动信号。

巴塞尔警方逮捕了所有涉案人员。缺失
的碎片也在搜查莱茵兰(Rheinland)的
住所时找到。

2003年9月 
  在瑙姆堡(Naumburg)地方法院对盗墓者和窝赃者的刑事审判和定罪 
  数月缓刑、罚款和社会劳动 

2004年9月 
  希尔德加德B./赖因霍尔德S.的上诉程序开始 
  哈勒的州法院经过33天的审理后肯定了先前的判决

2002年2月6日
  希尔德加德B.通知梅勒，星象盘目
前的持有者愿意以700,000德国马
克的价格出售该文物。
  梅勒表示出兴趣 

2002年2月16日
  由一名律师和一名卧底探员陪同，
梅勒在“历史”饭店见到了女老板希
尔德加德B.、她的律师及律师的腊
肠犬 
  安排与持有者赖因霍尔德S.会面，
地点巴塞尔 

2002年2月22日 
  巴塞尔当局向哈勒检察机关提交司
法协助请求
  制定了以梅勒为幌子的警方联合行
动计划

8号

7号

9号

主题：关于星象盘的文章
慕尼黑的女同事告诉梅勒：新闻杂志焦点(Focus)

计划对星象盘进行报道，她将记者介绍给了梅勒。

这名记者帮他建立了与希尔德加德B.的联系。

2002年1月

2001年5月

来自柏林的第一条线索
首先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件重要出
土文物的线索来自柏林的博物馆馆长威
尔弗里德·孟欣。他已收到该文物的报
价，并附有照片。

 非法挖掘后不久的
宝剑、斧子和凿子。这
些文物很大程度上尚
未清洁。
©LDA, 照片：窝赃者拍摄。

2000年夏 
  阿奇姆S.联系“历史“饭店的女老板希尔德加德B.，该饭店是寻宝者的聚点
  经她牵线联系上了收藏者赖因霍尔德S.
  以230,000德国马克买下星象盘

2001年3月1日

哈勒(萨勒河畔)

新博物馆馆长
哈拉尔德·梅勒成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考古学家及哈勒州立史前博物馆馆长。

   没收时的现场证人。

1999年7月5日

  此文物以32,000德国马克的价格卖给了来自

莱茵兰的阿奇姆S. 

  此后不久，发现者和窝赃者察看了文物发现地

10号

6号

14号

13号

和星象盘本身一样惊心动魄的是找到这件文物
的过程：从非法挖掘到被没收历时近三年。在
此期间，这件青铜文物在一个离奇的漂泊中经
过了各种盗墓者、窝赃者、交易商和中间商之
手。2002年2月，巴塞尔警方与州刑事调查署、
文化部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考古局密切合作，
在巴塞尔(Basel)查获了这一文物。

4号
3号

5号

11号

12号

15号

 第一次作了清洁尝试后的星象盘。
阿奇姆  S. 将它放入洗涤水中浸泡若
干天，然后用钢丝绒擦洗，导致了镀金
表面的细小划痕。
©LDA, 照片: 窝赃者拍摄。

收购失败
该文物出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该州实施的宝藏规则为：
凡具有特别科学价值的珍贵考古发现均属该州财产

1号

2号

HISTO
RIAM

us
eums-Restaurant

in Kaarst

追踪星象盘

   孟欣教授的陈述。

   成立调查组

 星象盘失去了踪迹

   重建米特尔贝格丘的出
土文物状况。

 星象
 盘
 宝剑
 斧子
 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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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布拉米特尔贝格丘 
的宝藏

©LDA, 照片：Juraj Lipták.

钻孔

太阳舟

带金套环的宝剑

盗墓者造成的损坏

太阳/满月

缺失的地平线弧

昴宿星团

地平线弧

弦月

折边凿子

带边棱的斧子

两个臂环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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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1
公元前18世纪下半叶

阶段2
公元前17世纪上半叶

阶段3
公元前17世纪中叶

阶段4
公元前17世纪末

阶段5
大约公元前1600年 

内布拉星象盘呈现了32颗恒星，弦月及满月或太阳。两
条地平线弧为图画两侧加框。另一种颜色的，弯曲幅度
更大并带槽纹的金片被诠释为太阳船。

此星象盘连同两把金铜装饰的华丽宝剑、两把斧子、一
个凿子和两枚臂环一起埋藏在内布拉的米特尔贝格
丘。人们有意选择了此地，因为这个山丘几个世纪以来
一直是个特殊的地方。 

星象盘的原色可能是闪烁的黑色。如今呈现
的主要是青铜被腐蚀后的绿色。 
©LDA, 绘图：Klaus Pockrandt.

米特尔贝格丘上遍布着公元前三千年的墓丘，大多沿着朝向温
斯特鲁特河的山坡边缘排列(激光雷达扫描)。 
基本数据 ©GeoBasis-DE / LVermGeo LSA，绘制地图和图形处理：LDA.

2002年秋，齐格罗达尔森林中的内布拉米特尔贝格丘及挖
掘区，萨克森-安哈尔特。 
©LDA, 照片: Juraj Lipták.

米特尔贝格丘所处的齐格罗达尔森林(Ziegelrodaer)以近800个墓丘为欧洲
最密集的墓丘区之一，并且在掩埋星象盘时很可能并无森林。由于在山上未发
现青铜器时期人类定居的痕迹，可以推测宝藏是被放置在世俗生活之外的一
处圣地。 

由于星象盘自身没有任何比较物，因此对该宝藏在时间和文化上的归类只能
通过宝剑及其它文物来确定。他们将此文物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1600年。此
外在剑柄上还发现了桦树皮的遗迹，确认了这个时期(公元前1681–1401年，
碳十四定年法)。因此星象盘及其它文物应该在早期青铜时代末，约公元前
1600年一同被埋藏在米特尔贝格丘。

然而这个星象盘是何时制造的？它如今的外观是多次改造的结果，估计跨越了
150至200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将它们区分为五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隐藏着各自的秘密。

萨克森-
    安哈尔特 

摘星
哈勒
(萨勒河畔) 

内布拉

31.4 厘米
2.2 公斤

星象盘的发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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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镶嵌试验

星象盘的原始样貌呈现了带32颗恒星的天空，弦月
及满月或太阳。所有天体之间都保持着清晰的距离。
唯一可辨识的星团是由七个紧密聚集的金点组成的
一个群：昴宿星团。在全世界各种古代文化中它们被
当作日历星提及。它们在三月的消失和十月的出现可
以被解读为欧洲一个农耕年的开始和结束。

然而这个夜空还隐藏着更多信息：这幅画还呈现了一
个能够协调阳历和阴历年的置闰规则。它指示何时必
须加入一个闰月。借助这个星象盘，人们在3,600多年
前就能够编制出一个有效的阴阳历。

对这种基于月亮与昴宿星团相对位置而建立的置闰
规则，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后期巴比
伦的楔形文字中。而它们依据的是流传已久的天象观
测。天文学家们怀疑这个置闰规则也编码在星象盘的
恒星数量中。

农耕年
3,600年前，在德国中部只能从10月17日到3月10日的星空中看到昴
宿星团。它们在3月份快要消失前，会出现在弦月旁(左侧)，10月份重
新出现时，可以在满月旁观测到(右侧)。早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
赫西奥德(Hesiod)便已记录下播种和收获的正确时间。他提到了这
七颗星：“当阿特拉斯的女儿们的昴宿星升起时，收获就开始了，而
当它们下降时，犁地[…]“.
绘图：根据Wolfhard Schlosser。

锻造的天空
一切都表明，星象盘和宝藏中的其它青铜器都是在中部欧洲制
造的。自然科学研究证实，所有物件使用的铜都来自比绍夫斯
霍芬(Bischofshofen)附近米特贝格(Mitterberg)(奥地利)东部
阿尔卑斯山的矿层。合金中的锡却来自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
(Cornwall)，星象盘上图案和宝剑装饰所使用的富含银的黄金
也出自那里。

星象盘的制作分为几个步骤：铸造青铜坯，反复加热后锻造，镶
嵌上金饰，最后小心加热以形成黑色铜锈。精心打磨的深色青
铜圆盘为烘托夜空中金色的日月星辰提供了绝佳的背景。 

引入的工艺 
星象盘的金饰是以一种在青铜时代早期的欧洲中部
从未见过的方式固定的。这种技术被称为镶嵌，出自
于地中海东部地区，可能通过希腊传到了北方。

青铜的秘密
青铜是大约九成铜和一成锡的混合体。星象盘由特
别柔软的青铜制成，含约2.5%的锡，因此之后可以很
好地用机械进一步加工。
©LDA, 插图：Karol Schauer.

时间的统治者
阶段1

置闰规则
年复一年，月亮在年初以不同厚度经过昴宿星团。若在年初的星空中，昴宿星团
旁出现了和星象盘上的弦月厚度相同的新月，人们就会知道太阳年和月亮年不
同步，必须加上一个闰月来补偿。

第1年

1个太阳年 365天
12次月相变化 354天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加入闰月

  对置闰规则通俗易懂
的说明。

将金片引入镶嵌坑并压紧。 
©LDA, 插图：Christian-Heinrich Wunderlich.

用一把青铜凿子凿出镶嵌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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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

82°– 83°
马格德堡

普默尔特 
(Pömmelte)

哈勒
(萨勒河畔)

内布拉的米特尔贝格丘

12月21日

6月21日 6月21日

北

南

两条弧以82°角对应着在德国中部的纬度上太阳每
年经过地平线的角度。
© LDA, 绘图：根据Wolfhard Schlosser和Klaus Pockrandt。

下一个阶段，人们在星象盘的边缘固定了两个弧形金
片。如今缺失了其中一片，但能通过一个明显的固定槽
勾勒出来。旁边的星星在弧形金片固定之前被移位。现
存的弧形金片下能清晰地看到另外两颗星隆起的痕迹。
在镶嵌这个弧形金片之前取下了两颗星。 

在两个弧形环绕着的区域中可以观察到一年中的日出
和日落。它们的两端标记着太阳在6月21日和12月21日
的升起和落下点。 

早在戈瑟克(Goseck)古天文台就能看出二至点的含义，
比星象盘早了3,000年。因此星象盘的这次改造是基于
早已掌握的知识。 

通过加入这两条地平线弧，人们废弃了置闰规则的编
码。这个知识是因此被遗忘的吗？

星象盘上的两条地平线弧所构成的角度指示着马格德堡(Magdeburg)
以北和以南30公里区域的地理纬度。米特贝尔格山丘位于该区域以南不
到70公里处。

两条弧略微向上偏移是由于大气中的光线折射。因此太阳在地平线上看
起来总是略偏向北方——这样人们就能识别出星象盘上的南北方向。

基于弦月和昴宿星团的相对位置，星象盘的右侧相当于西方——和现代
星图一样，东西方向互换。将星象盘向上举过头顶，从下往上看星星，这
个谜就解开了：星象盘是为了仰望天空而制作的吗？

仰望天空

右侧的弧片盖住了两颗星的镶嵌槽。
©LDA, 照片：Juraj Lipták.

早已掌握的知识
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观察到了太阳的运行轨迹。最古老的证
据之一是拥有近7,000年历史的戈瑟克古天文台。而星象盘的画
师却是第一个将这个观察到的现象转化为二维图形的人。
© LDA, 照片：Gerd Pie.

为了镶嵌左侧地平线弧移动了一颗星。 
©LDA, 照片：Juraj Lipták.

冬至的日落 冬至的日出

夏至的日出夏至的日落

太阳的运行轨迹
阶段2

萨克森-
	 	 安哈尔特

  在德国中部观察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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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布拉的的星象盘上有一个与其余部分明显不同的
金饰：下缘一个带槽纹的弧形装饰。这条金片无法用
任何天象来解释。根据它的形状和装饰，可以看作是
一条船，一叶天空之舟——应该是用桨来划——沿着
地平线航行。

船的图案在爱琴海有着悠久的传统。典型的是用线排
勾画的船桨，就如同它们在星象盘上描绘的一样。所
以星象盘上太阳船的样板可能来自爱琴海。然而对那
个时期我们仅从埃及人那里知道一个复杂的关于太
阳昼夜旅行的神话。

这条船在青铜时代后期成为波罗的海地区最重要的
象征。尤其是岩画，也有来自丹麦和德国北部的数百
片剃须刀上的图案，讲述了太阳日夜旅行的神话。

上方的船向右行驶，可以把它看作晨行船。一条鱼拖着太阳沿着
它升起的方向游向这条船。下方有一条向左行驶的船：夜行船

在这片刀上，一条蛇在傍晚时分从下午的船上接管了太阳。太
阳似乎隐藏在蛇身的曲线中。它伴随着太阳进入冥界的夜间
旅程。

一匹马降落在船上。这副图大概描绘的是中午船的那匹马将
太阳移交给下午在天空航行的船。

一匹马将太阳从船体中拉出。可以理解为中午时分从晨行船上
接过太阳的太阳马。

埃伊纳岛(ÄGINA)科隆纳(KOLONNA)
聚居地的一个陶瓷容器上的船只绘画 
希腊，公元前1950/1900 – 1750/1720年 

早晨
中午 下午

傍晚

剃须刀上的船只绘画
日德兰半岛(Jütland)，下霍尔里斯(Neder Hvolris)，范德林(Vandling)和罗斯基
勒(Roskilde-Egnen)地区，丹麦公元前12 – 10世纪(真品保存在霍伊比约的莫斯
加德博物馆和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
©LDA, 剃须刀照片：Juraj Lipták.

诺斯(NORS)的金片船
丹麦，公元前1700 – 1100年。 
哥本哈根丹麦国家博物馆。

这批宝藏中有100多条小船。其中
几条上印着圆形的太阳图案。这
些金制迷你小船显示了在已知的
世界之内和之外航海的意义。
©LDA, 照片：Juraj Lipták.

阶段3

为什么太阳在一侧落下，又在另一处升起？
它怎么能在天上移动？
对于这个问题，青铜时代的人用一个我们在北
方的剃须刀上发现的神话来解释。

  采访弗莱明考尔——
太阳旅行的神话。

星象盘上的小船属于欧洲中部
最古老的船只描绘。 
©LDA, 照片：Juraj Lipták.

底比斯(THEBEN)市长塞内费尔墓穴中的小船绘画
埃及，公元前15世纪 
香蕉形状和木板结构让人联想起内布拉的天空之舟。

太阳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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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星象盘时期世界景观的艺术重塑。
©LDA, 插图：Karol Schauer。

星象盘的世界景观
几千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天穹环抱地球，星星钉在其上。

古埃及人相信太阳船每天都在星光熠熠的女神努特的背上驶过天空。而
女神的身体则构成了天穹。

星象盘也隐藏着这样一个故事。比古希腊学者早1,000年，它也被想象成
一个穹顶。 

站在世界中心的人，他的视线被地平线所限制——太阳船上神秘的波纹。

孔的细节，背面。
© LDA, 照片：Juraj Lipták.

博恩霍尔姆岛(Bornholm)埃格利(Egely)(丹麦)的一幅岩
画，船上仅有的“乘客“是放置在座架上的两个轮毂，显
示有可能放置的是太阳旗徽。
插图：Flemming Kaul, Kopenhagen.

博胡斯兰(Bohuslän)洛克伯格(Lökeberg)(瑞典西部)的
一幅岩画呈现了一支完整的船队。从太阳盘及其符号可
以猜测它描绘的是一场祭祀活动。

日德兰的太阳旗徽
丹麦，公元前1200 – 500年   
哥本哈根丹麦国家博物馆

这个仅7厘米长的模型展示了更大的祭祀盘被怎样固定
和使用。带槽纹的手柄让人联想到系带。镶嵌的琥珀中
有一个十字形孔，若将这个旗徽举到光线下，中间便呈
现出一个轮毂的形状——太阳的标志。
©LDA, 照片：Juraj Lipták.

阶段4

星象盘的穿孔表明它曾在节日，宗教仪
式或统治者公开露面时作为旗徽展示。
©LDA, 插图：Max Flügel.

  穹顶世界景观的构思。

在此阶段，这个青铜盘的边缘被穿孔。估计当时人们把
这个圆盘固定在一个有机材料制成的垫子上。穿孔时并
未顾及金饰，因而改变了星象盘的应用。显然这时展示
的功能更为重要，例如作为旗徽。 

我们从北欧的岩画上看到了很久以后的太阳旗徽的例
子。画上呈现了人物和船只，结合了与宗教庆祝相关的
圆环、圆盘或轮毂。这些器物被固定在船上或由船员携
带。而这条船本身便成为了青铜时代神圣的象征和漂浮
的神庙。

权力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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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克森-安哈尔特的米特尔贝格丘掩埋内布拉宝藏。
©LDA, 插图：Karol Schauer.

发明车轮和车子 吉萨的金字塔欧洲中部的第一批农民和牧民

戈瑟克古天文台

巨石阵

罗马建立

播恩霍克(Bornhöck)
的头领坟墓普默尔特环形圣地

公元前5500年 公元前5000年 公元前4500年 公元前3500年 公元前2500年 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4000年 公元前3000年 公元前2000年 公元前1000年 公元前500年

3,600年前，内布拉星象盘和其它挑选出的青铜器被小心地埋藏
起来。一切都表明，在掩埋之前，一条地平线弧已经被拆除了。 

星象盘的吊挂材料显然也被拆除了，因为无法证实有任何穿过孔
的固定物的痕迹。斧子和凿子也一样找不到支撑物的残余。对青
铜器的这种处理，我们已从青铜时代的大西洋沿岸至黑海，及瑞
典南部至地中海流传下来的金属宝藏中有了很好的了解。

我们不知道制造星象盘的确切时间，以及在数次改造
之间实际经过了多长时间。最后这件绘画作品被埋葬
了。人们将它如同君主一样下葬：用带金饰的武器、工
具和首饰陪葬。 

当第一批农民和牧民在约公元前5500年来到欧洲中部并驱逐了当地的
猎人和采集者时，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人类开始定居，形成了村落和固定
的生活群体，将这片土地与祖先连接起来。

自约公元前3500年，这个农耕世界开始发生变化。譬如使用牲畜，部落
的大规模迁移等创新改变了这个社会。最终在公元前三世纪，两个考古
发掘出的伟大文化占据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

随后是青铜时代早期，一个文化繁荣的阶段。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他
们应该也是星象盘的制造者。

公元前1600年，星象盘的王国分崩离析。

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阶段5

星象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星象盘的意义与真实
性的时代见证人。

在这个世界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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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纹器文化

钟形杯文化
额内替斯 

(AUNJETITZER)文化

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

 VERBREITUNG 

  绳纹器文化 
(公元前2800 – 2200年) 

  钟形杯文化 
(公元前2500 – 2050年)  

  青铜时代早期的额内替斯文化 
(公元前2200 – 1550年)

  @ LDA, 地图：根据Klaus Pockrandt， 
按照LDA 模板

大约公元前2200年，欧洲中部开始了青铜时代。然而随着
金属的广泛使用，在文化和经济上并未发生重大变更。新的
考古研究表明，大部分晚石器时代绳纹器和钟形杯文化的
承载者显然是从欧亚大草原迁移而来。他们是青铜时代居
民的直接祖先。

绳纹器文化是公元前三千年的两大文化之一。它来自东部大草
原，以其文化特征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直到莱茵河统一起来，
这种文化特征我们尤其能够在墓葬习俗中略见一斑。绳纹器文
化因绳纹杯而得名，它们通常作为陪葬品放置在墓穴中。典型
的还有多面打磨并穿孔的石斧，它们被看作是男人和战士的突
出特征。

公元前2800 – 2200年
来自大草原的战斧勇士

一百多年来，谜一样的钟形杯文化一直吸引着考古学研究。
当前结果表明，它们的起源也能在东部找到。令人惊讶的是
这种文化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迅速传播：钟形杯文化的承
载者流动性很强。带来新冶金技术的是骑着马的弓箭手吗？

公元前2500 – 2050年
骑士、炼金师、弓箭手

钟形杯时代一名弓箭手的复原图。
©LDA, 插图：Karol Schauer.

绳纹器时代一名战士的复原图
©LDA, 插图：Karol Schauer.

经典的额内替斯杯
乌夫同根(Uftrungen)，曼斯菲尔德-南哈尔茨县
(Mansfeld-Südharz)，萨克森-安哈尔特，公元前
1950 – 1650年, 高：7.5厘米

青铜制额内替斯全柄匕首 
舒勒(Schollene)的宝藏，史丹达尔县(Stendal)， 
萨克森-安哈尔特，约公元前2000年，长：24.3厘米。

格罗伯斯(GRÖBERS)-本尼维茨(BENNEWITZ)的斧堆
萨勒县，萨克森-安哈尔特，公元前1775 – 1625年
©LDA, 照片：Juraj Lipták.

施克保(SCHKOPAU)的钟形杯
萨勒县，萨克森-安哈尔特 公元前
2500 – 2450年, 高：15.5厘米

护臂和铜匕首
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周日场
(Sonntagsfeld)，哈尔茨县(Harz)，萨
克森-安哈尔特，公元前2275 – 2200年，
长：10.3厘米/长：9.1厘米
©LDA, 照片：Juraj Lipták.

绳纹装饰的酒杯 
哈勒(萨勒河畔), 萨克森-安哈尔特 
公元前2450 – 2325年，高：11厘米

多面斧，角闪石
斯皮尔伯格(Spielberg)，布尔根兰县
(Burgenlandkreis), 萨克森-安哈尔特，
公元前2575 – 2450年，长：15.1厘米
©LDA, 照片： Juraj Lipták

萨勒和温斯特鲁特河畔部落雄伟的头领墓地和巨大的金属宝藏显示
了他们在青铜时代早期的财富和权力。这一切的基础是肥沃的土地、
萨勒河的盐矿以及能够控制货物交换的有利的交通位置。对部落居民
的最新基因检测显示出绳纹器文化和钟形杯文化部落特征的混合。

公元前2200 – 1550年
青铜热潮：额内替斯文化

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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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风景

早在公元前2800年的绳纹器文化时期，这里就建立了第一个祭祀场。大约三百
年后，钟形杯文化的人们建立了普默尔特环形圣地。青铜时代早期，额内替斯
文化的人们接管了仪式场所并继续使用。同时他们在目力所及的今天的舍讷
贝克附近建造了一个新的环形沟壑建筑——之前那里还是绳纹器文化的祭祀
场。不久之后，普默尔特的建筑被拆除并烧毁。

该建筑物的建设者们特意选择了他们祖先曾经建造过圣地的位置。这条传统
线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几年前在普默尔特环形圣地发现了这些祭祀活动的
遗迹。

从普默尔特和舍讷贝克的建筑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
时期，在强大精英阶层形成的同时，宗教和社会的变迁。

普默尔特环形圣地

  令人惊叹的景象：无人机
飞越普默尔特环形圣地。

环形圣地普默尔特的建筑结构与天文和历法上的大事存
在很多联系。在特定的日子，可以通过栅栏圈或环形沟壑
的开口观察日出或日落。 
©LDA, 照片：Juraj Lipták.

普默尔特环形圣地复原图
照片：dpa/Jens Wolf。

普默尔特环形圣地

舍讷贝克环形圣地

考古发现 

 环形沟壑建筑

  绳纹陶瓷方块

  青铜时代早期的房舍  

  钟形杯时代的房舍 

  考古发掘区域

易北河

L51

普默尔特和舍讷贝克环形圣地(萨尔茨兰县)在
易北河畔的地理位置。这里还发现了欧州中部
最大的青铜时代早期部落。

易北河畔的巨石阵
雄伟的普默尔特环形建筑(蓝色)由木头和泥土建成。
直径115米，与巨石阵(黄色)中的石头对应物的直径
完全相同。两座建筑在结构上也很相似。
Operarius, CC BY-SA 3.0 DE, 来自维基共享资料

考古发现

 普默尔特 

 普默尔特城墙  

 巨石阵  

 巨石阵围墙

©LDA, 策划：Anna Swieder.

马格德堡东南部靠近易北河的地区肯定对于公元前2300 – 1900年的人类来说具
有一个特殊的神圣意义：他们在那里首先建起普默尔特环形圣地，之后不久是舍
讷贝克(Schönebeck)环形圣地。

它们是所谓的环形沟壑建筑物，各有包括坑道、木桩、或者还包括栅栏的共7个环，
并显然是逐步建成的。就其规模而言，普默尔特的环形建筑物可以与巨石阵相媲
美 – 只是以木材制成。

与舍讷贝克不同，普默尔特遗址的祭祀井中发现了很多陪葬品，包括人的骨骼。因
而两处遗址应该用于不同的祭祀活动。

N

emuseum-himmelswege.com

数码海报的路径
及有关该主题的
更多信息：



青铜时代早期，欧州中部出现了新的社会精英，他们
的代表被埋葬在巨大的墓丘中，丰厚的陪葬品远超以
往。最重要的头领墓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图林
根州(Thüringen)。

同时，尤其是萨勒中部地区埋藏的如此琳琅满目的青
铜珍宝也是其它任何地方都未曾见到的。额内替斯的
统治者也将其权力来源归结于祖先。他们的墓葬习俗
将数百年前传来的绳纹器和钟形杯文化的元素结合
在一起。此外，由金针和金环制成的寿衣也显示出死
者是整个欧洲统治体系的一员。

吕宾根头领的复原图
©LDA, 插图：Karol Schauer.

吕宾根墓丘中的陪葬品
图林根州，约公元前1942年(树轮测年法)

为死者配备了大量的武器和工具。金色的传统服装和法衣表
明其显赫的地位。还有一件古董，一把2,700多年前的石斧。
对青铜时代的人类来说，这把超大的斧头看起来一定像是古
代巨人使用的神话武器。
©LDA, 照片：Juraj Lipták.

埃尔福特 
(Erfurt)

马格德堡

易北河

萨勒河

温斯特鲁特河

哈勒 
(萨勒河畔)

舍讷贝克 普默尔特

吕宾根

海姆斯多夫

迪斯考(Dieskau)
附近的播恩霍克

额内替斯文化重要发现地的位置

 墓丘

      “头领或男人家”星象盘环形圣地发现处

  星象盘的发现地

   环形圣地

   重要的发现地

    易北河-萨勒河中部地区的额内替斯文化 

   额内替斯文化区

这座墓丘于1877年被挖掘出来，并典范性地记录下来。最新的
后续检查显示它的直径为48米，高约8.5米。在石层下是头领木
制的墓室。与当时的习俗不同的是，死者仰卧，仰望天空。

墓葬习俗也与各种古老的传统有关：土丘、墓室和过多的武器
储备是绳纹器时代墓葬的特征；在钟形杯文化的墓穴中发现的
则是金属工具、匕首和金制发饰。

吕宾根的头领墓

吕宾根(LEUBINGEN)墓丘
©LDA, Foto: Juraj Lipták.

头领墓室的复原图，
陪葬品放在他的右侧。死者下
葬时也未随身佩戴金首饰。
©LDA, 插图：Karol Schauer.

吕宾根墓丘的结构
直径：48米，高：8.5米，定年：约公元前1942年

死者墓室

石堆层

环形的石块外围

土堆层

世界尽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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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米

65 米

白色石灰层

木制的墓室

石块层

墓丘的黄土层

该考古发现是德国中部青铜时代早期最大的黄金宝藏。最初包
括13件金器，重约1,850克。保存下来的只有5件：一枚天然合金
的孔眼环，一对金手镯，一枚臂环和一把斧子。

据说工人们1874年初在迪斯考附近的“酸孔”里发现了这些金
器。当时距此仅3公里外正在挖掘巨大的播恩霍克墓，下面应该
埋葬着另一位头领。在迪斯考地区埋藏了超乎寻常的大量青铜
器——一切都在指向一个不同凡响的仪式场景。

航拍照片显示了播恩霍克的遗址发掘地。标记的
是墓丘的整个直径 (65米)及石块堆直径(18.5米)。
尽管仅最底层尚存，凭借现代的分析方法，仍可以
做出很多不寻常的发现。
©LDA, 照片：Thomas Koiki, 绘图：Klaus Pockrandt.

权力的标志
迪斯考的黄金宝藏(萨勒县，萨克森-安哈尔特)，
公元前1775 - 1625年

如今变了形的孔眼环是传统服装的一部分。带装
饰的斧子是仅具象征功能的物件，因为斧刃钝而
弯曲，无法使用。图中为仿制品，真品在二战后
进入了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
©LDA, 照片：Juraj Lipták.

供应大众的面粉
两个磨石残骸(下图)(拉斯尼茨附近的播恩霍克，
萨勒县，萨克森-安哈尔特)公元前1850 - 1800年，
长度各超过50厘米。

在墓丘中此外还发现了22块特大的磨石碎片。推
算到整个石块外层，播恩霍克墓丘的残骸中包括
一个每天能为数千人生产面粉的磨坊。
©LDA, 照片：José Antonio Soldevilla.

陌生的标记
墓丘残存土堆中的长面包状物(拉斯尼茨的播恩霍克，
萨勒县，萨克森-安哈尔特)公元前1850 – 1800年， 
长：4.2厘米，宽：2.7厘米

这是由粘土烧制成的小物件，形状让人想起今天的面
包。它们的功能尚不清楚，可能曾被用作通信手段或
一种付款证明。它们显示出与欧洲东南部的联系。
©LDA, 照片：Juraj Lipták.

播恩霍克墓丘的复原图 
与吕宾根和海姆斯多夫的遗址一样，墓丘中
央有一个木制墓室，用石块层和2万立方米
的泥土保护。头领的墓丘用石灰刷成白色
©LDA, 插图：Karol Schauer.

约公元前1600年，欧洲中部近600年的额内替斯文化渐渐消失。

德国中部已知的最后一批豪华陵墓在几代前就关闭了。此时，这个标志
着头领们广博知识的星象盘也被埋葬了。这个动荡时期标志着社会旧秩
序的结束和新秩序的开始。

播恩霍克的头领墓
哈勒(萨勒河畔)东南仅几公里处，一座宏伟的墓丘直到19世纪中叶仍是
那片土地突出的标志——播恩霍克。1844–1890年，人们为获得土壤而
把土丘铲平并很快忘记了。 

近年来的新研究表明，它是欧洲中部青铜器时代早期最大的墓丘，直径
65米，高约13米。它的结构类似于吕宾根和海姆斯多夫的墓丘遗址。原
山丘边缘的石灰痕迹表明，播恩霍克曾被粉刷成白色。从而这座公元前
1850 - 1800年建造的雄伟纪念碑从远处也清晰可见。

  播恩霍克的头领墓丘

迪斯考的黄金珍宝

埃尔福特 
(Erfurt)

马格德堡

易北河

萨勒河

温斯特鲁特河

哈勒 
(萨勒河畔)

舍讷贝克 普默尔特

吕宾根

海姆斯多夫

迪斯考(Dieskau)
附近的播恩霍克

额内替斯文化重要发现地的位置

 墓丘

      “头领或男人家”星象盘环形圣地发现处

  星象盘的发现地

   环形圣地

   重要的发现地

    易北河-萨勒河中部地区的额内替斯文化 

   额内替斯文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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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人类在旅行——物品、知识和创意也会传播到附近和
遥远的地区。这既适用于我们全球化的世界也适用于青铜
时代。除了用于生产青铜器的铜和锡等原材料外，人们交
换的制成品也包括由黄金或琥珀等特殊材料制成的珍宝。 

星象盘上的知识可能是从地中海带到德国中部的。我们假
设这需要两次旅行。第一次旅行从美索不达米亚带来天文
知识。在第二次较晚的旅行中，采纳了来自埃及的太阳船
的想法。

公元前1759年4月15日

迪斯考的某地
自古以来，每个王子都期待着去远方旅行。那些
归来的人能通过获得的新知识和带来的异国物
产获得极大的尊重。目的地应该是南方，那里的
高山之外据说是一片汪洋大海。王子为漫长而危
险的旅行召集同伴。

公元前1641年7月2日

迈锡尼(Mykene)
抵达希腊海岸后，一行人下船继续前往
迈锡尼。迈锡尼的领主以富裕和好战而
闻名。王子献给领主一条珍贵的琥珀项
链，他们便可以在此地做客数日。随后，
一艘船载着他们绕过克里特岛，到达了
海的另一边。

第一次旅行

公元前1759年7月18日

克里特岛(Kreta)
一艘商船最后将这群人送到了克里特岛。在
那里，他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并被带到了克
诺索斯宫。雄伟的建筑，人们色彩绚丽的服装
和贵重的珠宝让他们目眩神迷。

公元前1759年9月2日

比布鲁斯(Byblos)
一行人最终到达了港口大都市比布鲁斯。城
主很喜欢他们带来的礼物，接待他们并向他
们展示了辉煌的宫殿。但最伟大的智慧应该
在更往东去的地方，他们便请求为继续旅行
提供支援。

公元前1759年12月3日

巴比伦(Babylon)
穿过沙漠后，一行人来到了美索不达米亚最大的
都市。国王对他们带来的琥珀爱不释手，允许他
们停留数月并与他的宫廷天文学家交谈。晚上，
他们一起观察夜空，王子学到了很多关于星星和
月亮的运动以及如何用这些知识来划分年份。

公元前1759年6月初

意大利
几周后，这群人看到了山脉以南的土地。他
们又沿着河道走了四个星期，直到大海。在
那里，他们遇到了一艘奇特的船，载着他们
沿着海岸向南航行。一行人在途中停靠的众
多港口听说了伟大的奇迹，并决定继续向
东，前往遍布黄金宫殿的国家。

公元前1641年4月4日

迪斯考的某地
很久以后，人们还在讲述着祖先南行寻找
奇迹的故事。在那里，他得知了天空的奥秘
并将这些知识描绘在如今仍受到顶礼膜拜
的星象盘上。又一次，一位王子和他的同伴
带着好奇和冒险的渴望向南出发了。

公元前1641年5月底

阿尔卑斯山脚
一行人到达了山脚下的湖畔聚居地。他
们停下休息，为翻越山峰作准备。傍晚，
人们和附近受尊敬的长者坐在一起，讲
述故事和交换礼物。

第二次旅行

公元前1641年8月17日

埃及
在海上航行数日后，旅行者们抵达埃
及。在向内陆去的途中，他们简直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里的宫殿、神
灵和庆祝活动都超出了他们之前的
所有想象。他们甚至还在一个仪式过
程中见到了法老。在与一位祭司的交
谈中，他们了解到太阳神雷乘船穿越
苍穹的旅行。

  对贸易和思想交流
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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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心的广阔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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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默尔特

朗格内希施塔特

内布拉

戈瑟克

哈勒(萨勒河畔)

天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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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人们仰望夜空，一直渴望探究宇宙和生命的奥秘。近年来在萨
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考古发掘为人类这种极度渴望提供了惊人的证据。

旅游网天空之路邀请您在五个选出的站点追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史前
时代：您将穿越到久远以前的世纪，在天空之路上漫游考古和天文世界。

www.himmelsweg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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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之路
千年之久的星象时刻

哈勒(萨勒河畔)

州立史前博物馆
哈勒(萨勒河畔)的州立史前博物馆保存着欧洲最重要的考古收藏。轰动
性的发现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形式在德国最早的史前考古博物馆中展出。

www.landesmuseum-vorgeschichte.de

内布拉

内布拉方舟 
内布拉方舟的游客中心将带您进入迷人的内布拉星象盘世界。在
这个绝世宝藏的发掘地附近，游客中心将考古学和天文学融合在
一起，向人们展示这个古老青铜盘的传奇历史。

内布拉方舟的心脏是数字天文馆。这里的节目将星象盘上用密码
记录的复杂天文知识解读出来。

www.himmelsscheibe-erleben.de

普默尔特

德国巨石阵 
在马格德堡以南，距易北河只有几公里的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个
4,000多年前祭祀场的遗址。普默尔特环形圣地是这个神奇遗址的重建。

www.ringheiligtum-poemmelte.de

戈瑟克

太阳天文台 
戈瑟克的环形遗址是对系统观测天象的最早的考古证明。这个直径约70米的
宏伟建筑被全部挖掘出来并精确地在原地重建。正如7,000年前石器时代的农
民建成它的那样，今天人们仍旧可以在这个环形遗址中观察太阳的轨迹。

www.sonnenobservatorium-goseck.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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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根莱西施塔特(LANGENEICHSTÄDT)

都门女神墓
存放都门女神的石室代表着天空之路的另一个视角——对彼岸世界的
一瞥。从高度风格化的椭圆形上能够辨识出人类的特征，某些人将其看
作是“伟大女神”的肖像和生育能力的象征。这个石柱利用它的符号和
标志语言让人瞥见5,000多年前人类对来世的想象。

www.himmelsweg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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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布拉 (Nebra)  
星象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
萨克森-安哈尔特 

(SACHSEN-ANHALT)

启示我们的未来 

世界遗产一览

德国

个“叹为观止”

SAXONY-ANHALT

SAALE
ELBE

MAGDEBURG

LEIPZIG

ERFURT

HANNOVER
BERLIN

LUTHERSTADT
WITTENBERG

LUTHERSTADT
EISLEBEN

WELTERBESTADT 
QUEDLINBURG

NAUMBURG

WÖRLITZ

DESSAU-
ROSSLAU

HALLE (SAALE)

NEBRA

UNESCO-Biosphärenreservat 
Flusslandschaft Elbe

UNESCO Global  
Geopark Harz ∙  
Braunschweiger Land ∙ 
Ostfalen

www.world-heritage-saxony-anhalt.com

令萨克森-安哈尔特倍感自豪的是：
我们州拥有密集程度独一无二的德国和欧洲历史的重
要见证。 这里有思想史重要的发源地。 国际公认的覆
盖广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五个文化遗址、一个
生物圈保护区和珍贵文献指定为人类世界遗产。

我们的6个“叹为观止”令这些遗址在内容上的相互联
系和空间上的密集程度一览无遗。

德绍(Dessau)的包豪斯(Bauhaus)建筑、艾斯莱本
(Eisleben)和维滕贝格(Wittenberg)的路德纪念馆、德
绍-沃利茨(Dessau-Wörlitz)的花园王国、世界遗产城
市奎德林堡(Quedlinburg)、瑙姆堡(Naumburger)大
教堂和内布拉星象盘均属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正
如其名字中的连字符。

萨克森-安哈尔特

emuseum-himmelswege.com

数码海报的路径
及有关该主题的
更多信息：



3,600年前的欧洲中部

出版说明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文物保护和考古局及哈勒(萨勒河畔)州立史前博物馆

总负责人：Harald Meller

项目负责人：Anja Stadelbacher

构思与创作：Jane Kreiser、Robert Noack、Anja Stadelbacher、Doris Wollenberg

作为基础的文本来自： Regine Maraszek、Jan-Heinrich Bunnefeld、Harald Meller、 
Tobias Mühlenbruch、Arnold Muhl、Bernhard Steinmann、Bernd Zich

布局和设计：KOCMOC(莱比锡)

海报展览的所有部分均受版权保护。对海报展览适用以下的创作共享：

任何其它用途必须向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文物保护和考古局及州立史前博物馆申请

©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文物保护和考古局，州立史前博物馆
内布拉星象盘®

州文物保护和考古局，州立史前博物馆不影响此次展览的背景。祝愿我们有一个反映本次
展览精神的国际化和民主环境，并能够让参观者获得精彩、愉快和增长知识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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