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指定史迹

Kiusu 周堤墓

1号周堤墓和墓坑的平面显示（摄干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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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Kiusu 周堤墓群

国家指定史迹Kiusu 周堤墓群的范围

2号周堤墓的周堤剖面（1965年）

周堤墓的构造

什么是周堤墓？
临近绳纹时代末期（绳纹时代后期后半段，约3200
年前），北海道地区建起了独特的集体墓葬。建造方
法是先在地上挖一个巨大的圆坑（竖穴），用挖出的
土在竖穴周围建造围堤（周堤），然后在竖穴内和周
堤上建造1座～数十座墓坑，这样的墓葬被称为 “周
堤墓”。
周堤墓除了部分位于道东与芦别市外，大部分集中

建造于惠庭市、千岁市、苫小牧市的石狩低地带南部。
周堤墓的大小一般为10~30m左右，但Kiusu周堤墓
群的一大特点是聚集着超过70m的大型周堤墓。
并且，Kiusu周堤墓群从当地地表就能看见其形状，
作为珍贵的墓葬群，于1979年被评为国家指定史迹，
到了2019年，史迹的范围从4.9公顷扩大到10.9公顷。

在挖出黄色部分后
的土坑（竖穴）里，
进一步挖出墓坑（深
棕色），埋葬遗体

围堤高度变低
的地方被认为
是出入口

剖面图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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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usu周堤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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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usu 4遗迹Kiusu 4遗址

丸子山遗址

大正时代的Kiusu周堤墓群周边地图（●表示遗址）

Kiusu 周边的地形与遗迹

Kiusu 周堤墓群，规模惊人！

马追丘陵位于石狩低地带东南方，Kiusu周堤墓群就
建造在马追丘陵下平缓的原野、海拔15 ～ 21m的缓
坡上。过去，台地的面前是一片辽阔的湿地，有广
阔的Osatsuto（长都沼）和Maoito（马追沼）。经过
排水造地，现在已几乎没有了湖沼和湿地。

周堤墓从很早前就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关于周堤墓的起
源，至今仍在研究，接下来介绍与周堤墓起源有关的几种
学说。
有说法认为周堤墓源于绳纹时代后期初头建造于北东北和
北海道的环状列石。因为环状列石是将小石子布置成圆形
的大型纪念物，常与墓穴和祭祀遗物同时出现，这一点与
周堤墓十分相似。但也有说法认为，二者在建造时期的连
续性和分布区域重叠方面均不明确，遗迹的选址倾向亦不
相同，因此不能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直接的谱系关系。此外

阿依努语地名显示着那
片土地的特点。北海道
至今仍保留着许多根据
阿依努语发音命名的地
名。一般认为Kiusu源于
阿依努语里“Ki・Ushi”（茅
草、丛生之处）的意思。
那时，眼前的湖沼和湿
地的周边应该是大片茅
草繁茂生长的景象吧。

Kiusu周堤墓群里的1号周堤墓，周堤最大直径约83m，这在能够从地面辨认的绳纹时
代墓葬中，堪称最大规模。
蓝鲸体长26m，全球最大客机波音777总长74m，比较一下就能清楚地知道1号周堤墓
的大小了。
而且，高度最大的是2号周堤墓，从竖穴地面到周堤上约有5m。经计算，建造2号周
堤墓时移动的土方约3,000㎥。使用绳纹时代的工具，假设每个人每天开挖、搬运并
堆积的土方数为1㎥，则需要25个人花费120天才能完成。

丘陵下平缓原野的周边，发现了大量的人类生活痕
迹（遗址），最早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而且在位于
高速公路千岁东IC部分的Kiusu 4遗址，以及西南方
向2.4km外的丸子山遗迹也均发现了周堤墓，目前正
在进行发掘调查。

还有多种多样的说法，例如以竖穴居住为模型的说法，受
群集墓影响而产生的说法，以及因气候变冷、人口密度升
高，因而作为加强周边地区人们以及聚落内的联系（团结）
的共同作业就开始建造周堤墓的说法等等。
后来到了绳纹晚期，忽然不再修建周堤墓。为何停止修建？
从事修墓的人们发生了什么事？在绳纹后期后半段的北海
道这一有限的时期与地区中建造的周堤墓，留下了不止于
此的大量谜团。

周堤墓研究现状

Kiusu的
阿依努语地名

1 号周堤墓　83m

波音 777　74m

蓝鲸 26m

复制陆地测量部发行的比例尺为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渔”（1920年发行）和“追分”（1921年发行）后，进行了部分修改



在

建造Kiusu周堤墓群

因樽前山的喷发（Ta-c）被火山灰覆盖

因樽前山的喷发（Ta-a）被火山灰覆盖

通往周堤墓的由仁街道（现国道337号）竣工

河野常吉进行实地调查

河野常吉进行实地调查［图①］、阿部正己进行实
地调查、松坂修吾进行测量调查［图②］

河野常吉进行调查（走访）

※据《植民公报》报道。
　而据《河野常吉笔记》
　的示意图则为1891年竣工。

公元前约1200年

公元前约500年

1739年

1890年※

1901年

1917年

1922年

1930年

1950年

迄今为止的历程

⑧调查 2号周堤墓的情景（1965） ⑨ 2号周堤内的墓坑周边（1965） ⑩史迹周边的分布调查的情景（2013）

⑤调查 1号周堤墓的情景（1964） ⑥在 1号周堤墓内的墓坑中发现的石柱（1964） ⑦ 4号周堤墓外缘部分的墓坑中陪葬的石棒（1965）

　 研究初期的1900年代前半期，历史学家河野常
吉通过实地调查和走访调查，留下了Kiusu周边特殊
地形的示意图（①），将其介绍为阿依努的 “Chasi（城
寨）”。而且，当时Kiusu当地已经立着标有“Chasi-kot”
的标杆。随后在1930年，Kiusu周堤墓群被暂时指定
为 “史迹Kiusu Chasi”（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
为其是Chasi的看法成为了主流。
常吉的儿子河野广道根据斜里町的朱圆栗泽遗址和
Kiusu 7号周堤墓的调查结果，认为这些是绳纹时代
的墓葬，并称其为 “环状土篱”。而且，大场利夫和
石川徹在对1号、2号周堤墓等进行发掘调查（④~⑨）
时发现了墓坑，作出了根据土层堆积的状态，其为
绳纹时代集体墓葬的报告。但是，由于周堤墓规模
过于庞大，其为绳纹时代的墓葬这一认识，经过了
很长时间之后才被广为认知。

随 后 经 过 测
量调查，为了便于
普罗大众理解，于1979
年更名为 “周堤墓”，并被
指定为国家史迹。
在2013~2017年的详细分布调查（⑩）
中，新发现了14号周堤墓（⑪），于2019
年被追加指定为国家史迹范围。并于2020年作
为 “北海道、北东北的绳纹遗址群” 的遗产点之一，
被推荐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预备名录。

也因以河野常吉先生为首的众多研究者的呼

吁，后来接连多次被指定为史迹并得以保护，

长期以来也得到了当地人们的重视。

今后在让众多游客前来参观的同时，也一定

要好好保护下去哟。

根据史迹天然纪念物保存法，1~5
号周堤墓被北海道厅暂时指定为
“史迹Kiusu Chasi”（史迹面积 ：3.8
公顷）［照片③］

与调查相关的事项

千岁市文化
财产吉祥物

“Mamachi 君”
与保护、指定相关的事项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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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野广道调查7号周堤墓（确认1座带有石柱、
撒着红氧化铁的墓穴）

大场利夫、石川徹调查1号周堤墓（确认5座墓穴）［照片⑤、⑥］、识别并图示6~10号周堤墓［图④］

大场利夫、石川徹调查2号周堤（确认1座墓穴、记录周堤的剖面（上一页））［照片⑧、⑨］、
发现并调查4号周堤墓外缘部分的墓穴（出土石棒）［照片⑦］

根据大场等人的调查结果，1~6号周堤墓被指定为北海道文化财产 “千岁
Kiusu环状土篱群”（史迹面积 ：41,615.05㎡）

千岁市教育委员会与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共同进行测量调查（发现11号、12号周堤墓）

1~6、11、12号周堤墓的范围被指定为国家史迹 “Kiusu周堤墓群”（史迹面
积 ：49,441.00㎡）

作为 “以北海道、北东北为中心的绳纹遗址群” 的遗产点
之一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

包含14号周堤墓在内的范围被追加指定为国家史迹
（史迹面积 ：108,772.06㎡）

调查史迹周边的详细分布（发现14号周堤墓）［照
片⑩、⑪］，以及对地形进行测量调查

作为 “北海道、北东北的绳纹遗址群” 之一，由国家（文化厅）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推荐书

1964年

1965年

1968年

1978年

1979年

2012年

2013年

〜

2017年

⑩史迹周边的分布调查的情景（2013）

⑪埋藏在地下的 14号周堤墓（2017）

⑦ 4号周堤墓外缘部分的墓坑中陪葬的石棒（1965）

① 河野常吉绘制的示意图
　 （摘自宇田川校注 1981《河野常吉笔记》）

② 松坂修吾绘制的测量图
　 （摘自 1918《北海道史附录地图》）

③ 暂时指定时立起的牌子
 　（摄于 1930~1934年）

对于不包含在史迹中的周堤墓编号进行说明。如上图所示，7号现存于距史迹西南

方向300m处。而8、9、10号周堤墓在发现时已被铲平，后来无法明确其位置。此外，

位于史迹南面约3km处的13号已明确当时为误判，现已更名为Oruika 1遗址。

关于7~10、13号周堤墓阿依努Chasi学说

绳纹集体墓葬学说

2019年

2020年

④ 大场利夫、石川徹绘制的分布图（1967《千岁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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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方向延长为水平方向的 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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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的周堤较低，形状略不清晰。14号
原本被埋在地下，为形状不明的状态，
在近年的分布调查中被发现。现又回
埋于地下。
6号与14号均位于私有地，无法参观。

拥有Kiusu周堤墓群中最大的内径，感觉特别宽阔。

周堤高度较低，但中心土坑清晰可见。拥有Kiusu周堤墓群中最大外径。两侧与形状保存完
整的3号、4号相邻。内侧土坑的中心向上隆起。

相邻的周堤墓，相互之间共享部分周堤，或者部分周堤有所重
复，因此能够根据土沙的堆积状况推断建造的顺序。
南面墓葬组的建造顺序为12号→5号→2号。中央墓葬组1号被
夹在中间，建造顺序为11号→4号→1号、3号→1号。北面墓葬
组的建造顺序为14号→6号。每一组都显示出时期越靠后、周
堤墓规模越大的特点。

建 造 顺 序

３号周堤墓1号周堤墓

４号周堤墓

6号、14号周堤墓

大解剖！Kiusu 周堤墓群

1 号周堤墓的剖面图

各周堤墓摄影（2020 年）：吉田 裕吏洋

4号4号

6号6号

11号11号

14号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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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介绍的是周堤墓的主要看点，欢

迎您来实际走走看看，畅想一下绳纹

时代。1号和 2号发掘区的范围和发

现的墓穴位置已经复原，并予以标明。

　  前，Kiusu周堤墓群已确认到9座周堤墓，并被

指定为史迹。周堤墓中出土了显示墓葬建造时期

的陶器、石器和陶俑等文物。而且，墓坑中还发

现了石棒和被认为是墓碑的石柱。

隆起呈堤坝状的周堤，有部分高度较低（蓝色箭

头部分）。周堤的这一断开处，被认为是作为进

入竖穴时的出入口而建的。

周堤墓的大小（单位：米）
外径 内径 周堤高度※ 周堤宽度

１号周堤墓 83 36 2.8 23.5

２号周堤墓 73 30 4.7 21.5

３号周堤墓 51 27 0.8 12.0

４号周堤墓 79 43 1.5 18.5

５号周堤墓 51 24 0.8 13.5

６号周堤墓 52 22 0.6 15.0

11号周堤墓 53 23 0.6 15.0

12号周堤墓 33 16 0.4  8.5

14号周堤墓 19 11 0.6  4.3

※ 周堤高度是指在不与其他周堤重复的位置测量 
　 到的顶部与土坑（竖穴）底部的最大相对高差

2 号周堤墓的剖面图

拥有Kiusu周堤墓群中最大周堤高度。从墓中向外看，
周堤高度十分震撼。

在2013~17年进行的详细地形测量中，发现了靠近周堤墓群西
侧、南北向延伸且相互平行的2道低高度填土，以及夹在填土
中间的凹处。根据其形状，以及4号、5号和12号的出入口均朝
向这一凹处，可认为该土坑是人为的 “道路遗迹”。由于西南
方向500m外的Kiusu 4遗址也发现了朝着史迹Kiusu周堤墓群方

通往周堤墓的道路

与1号和3号相接的附近位置有
一处谜一样隆起的土堆。这处
隆起位于1号北面周堤的外周
延长线上（红色虚线），因此
原本可能是1号的周堤。

迷 之 隆 起

向延伸的相同的道路遗迹，因此这两条道路存在相连的可能性。
并且，1号和3号的出入口朝向相同，1号的出入口正对着2号的
出入口，据此可推测夹在这些出入口之间呈东西走向的浅浅的
凹陷状地形同样也是曾经被作为通道使用。与上述南北方向的
“道路遗迹” 呈汇合、衔接之状。

停车场

P

参观路线

史迹范围

参观范围

当时的出入口

２号周堤墓

目

3号3号

2号2号

1号1号

5号5号
12号12号



埋藏文化财中心展示室

■地　　址　〒066ｰ0001　北海道千岁市长都42-1
　　　　　　电话　0123ｰ24ｰ4210
※�距离JR千岁站8km，距离JR长都站5km，距离Kiusu周堤墓

群7km
　※没有可前往的公共交通

■参观时间　9时至17时

■休 息 日　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新年假期（12/29~1/3）
　　　　　　※毎月第2个星期日对外开放

■入 场 费 　免费

前往Kiusu周堤墓的交通方式

■地　　址　北海道千岁市中央2777　等

※距离JR千岁站10km，距离新千岁机场12km
※从道东自动车道千岁东IC进入国道337号向北（长沼方向）
　行驶，即可看见临近道路两侧的树林，这便是周堤墓的标记
※没有可前往的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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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usu 周堤墓群的出土文物

1号周堤墓出土的陶器

1号和 2号周堤墓出土的陶器、石器和陶俑

表 里

2号周堤墓出土的石皿

4号周堤墓外缘部分的墓坑中出土的石棒
（市指定文化财产）

照片中的出土文物在千岁市埋藏文化财中心对外展出。

Twitter 官方账号 埋藏文化财中心网站

封面摄影 ：吉田 裕吏洋
千岁市埋藏文化财产中心文化财产普及启发事业宣传资料
2020年 9月 30日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