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览展示馆
宋山里古坟群展示馆

发现武宁王陵可以说是奇迹。

宋山里古坟群展示馆是一个再现了武宁王陵及5,6号坟实际

1971年7月,为防止宋山里古坟群的雨季灾害,在进行排水
工程时,在6号墓旁发现了砖冢入口。
入口被砖头整齐堆放着堵住,打开入口一看,确认是从未
被盗过的坟墓。这是埋在地下1500年的武宁王陵重见天
日的瞬间。

武宁王体验、宋山里古坟群挖掘过程等, 展示空间，体现了
百济文化的繁荣昌盛。

Course
参观时间 : 09:00~18:00

Woongjin Baekjae
History
Museum
▶ Ticket
Office ▶
门票
· 青少年
1,000韩元
· 儿童
700韩元
1 : 成人1,500韩元

Songsan-ri Tombs Replica Exhibition Hall ▶ Songsan-ri
Tombs(Tomb of king Muryeong)▶ sungdeokjeon Hall

地址 : 公州市王陵路37

咨询处 : 宋山里古坟群（武宁王陵）旅游咨询中心 041-856-3151

艇止山遗址

Course

Woongjin Baekjae History Museum ▶ Ticket Office ▶ Songsan-ri
Tombs Replica Exhibition Hall ▶ Songsan-ri Tombs(Tomb of king
Muryeong)国立公州博物馆
▶ sungdeokjeon Hall ▶ Historic Site in Jeongjisan
Mountain ▶ Gongju National Museum ▶ Hanok Village

2

宣化堂
1,2,3,4号坟
国弓场
崇德殿
崇德殿

武宁王陵内部公开的瞬间

熊津百济历史馆

在出土过程中,发现了墓道的墓志

韩屋村Village
Hanok

5,6号坟
武宁王陵

石和镇墓兽

熊津百济历史馆将百济的历史

武宁王陵发掘调查团最先看到的是放在入口处的
墓志石和镇墓兽。 查看墓志石，发现了宋山里
古坟群中一直未被确认的墓主人的名字。

文化与IT系统相结合，不仅提
供教育、宣传、体验等服务，

百济五感体验馆
公州市旅游纪念品店）

宋山里古坟群展示馆
售票处

第1路线
第2路线

熊津百济历史馆

同时在展馆和视听室还可以轻
公州综合运动场

松愉快的了解百济文化。

艇止山遗址

国立公州博物馆

位于宋山里古坟与武宁王陵北

馆中收藏并展出武宁王陵中出

端的艇止山之巅，由房屋遗址

土的12件国宝等学术价值极高

与王室的祭祀空间组成。

的文物。

第1路线

第2路线

"岭东大将军百济斯摩王在享年62岁的癸卯年(523年)5月7日
壬辰日去世，于乙巳年(525年)和8月12日的甲申日这天，
在宗庙以礼安葬，故做此记录。”
刻在墓志石上的"百济斯摩王"指的是武宁王。
有关武灵王的记录与《三国史记》百济本记的武灵王部分
完全相同。 王陵内埋葬着武宁王、武宁王碑的棺材，
以及约108种4600多件的遗物。
| 来源 | 百济世界遗产中心

旅游咨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熊津百济历史馆 ▶ 售票处 ▶ 宋山里古坟群展示馆
▶ 宋山里古坟群(武宁王陵) ▶ 崇德殿 ▶ 百济五感体验馆
熊津百济历史馆 ▶ 售票处 ▶ 宋山里古坟群展示馆
▶ 宋山里古坟群(武宁王陵) ▶ 崇德殿 ▶ 艇止山遗址
▶ 国立公州博物馆 ▶ 韩屋村 ▶ 百济五感体验馆
Hours : 09:00~18:00

参观时间 : 09:00~18:00
参观资费 : 成人1,500韩元
· 青少年 1,000韩元 · 儿童 700韩元
公州市多语种旅游信息服务
Songsan-ri GONGJURANG
Address : 37,Wangneung-ro,
Gongju-si
地址
:
公州市王陵路37
Inquries
: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at Tomb of king Muryeong
请在应用商店搜索
Tombs
咨询处 : 宋山里古坟群
（武宁王陵）旅游咨询中心 041-856-3151
041-856-3151

Visiting

Admission : Adults KRW 1,500 Youth KRW 1,000, Children KRW 700

Parking : Free
Transportation : Take Bus No. 101 or 124 at Gongju Bus Terminal and get off at Gongju Culture
and Art Center. Songsan-ri Tombs are located across the bus stop.
(Transportation Inquines : 041-854-3163)

寻找百济的气息
怀抱世界遗产的城市︐公州

大小模型的展示空间。

游览松山里古坟群
Touring
Songsan-ri Tombs

武宁王陵盗墓故事

武
宁

王
陵

从照片看武宁王陵出土文物
武灵王的遗物

宋山里古坟群

宋山里古坟群

武宁王陵内部

武宁王陵

百济时代的王与王族陵墓东侧分布

武宁王陵(百济第25代王)是于

着1~4号坟，西侧分布着武宁王陵

1971年修建排水设施的时候偶然
发现的，陵墓完整的保存了

与5~6号坟（史迹13号）。
1~5号坟是采用洞窟形的石头砌成
（洞窟式石室墓）

王妃的遗物
环装饰刀
是象征国王权威的刀，
在环内雕刻着一只
龙头。

1,500年前的样子，挖掘的时候
仍然是完好无损的。

国宝第154号 金制王冠装饰
为一对，在纯金版上刻有锋利的
雕刻图案，用金线将127个遮檐
串联了起来

国宝第156号 王金耳环
在一个中心环上,以两个小环为连接环,
系上了两条耳环。

王木制头枕
为了让王能够靠着头，在大木块的
中间部分做成了U形。

国宝第165号 王木制脚垫
为了让王能放上双脚，
在脚垫的中间部分做成了W形。

这是韩国唯一一座可以辨出被葬者身份的三国时

6号坟与武宁王陵是用砖石堆砌的，

期古代王陵，可感受到当时的华丽又干练的美感、

这是因为受到了中国墓制的影响。

创意和高水平的工艺技术。

因此也可见百济时期的建筑技术以

墓志铭上明确的记载了修筑年代，因此这也成为了
三国时期考古学编年研究的标准资料，这里出土了

及与周边国家的交流。

被指定为国宝的金制冠饰、金制头饰、金制心叶形
耳饰、墓志石、石兽、青铜石兽镜等共4,600余件

公州崇德殿
崇德殿是供奉着以百济始祖温
祚王为代表的熊津百济时代
（475~538）文周王、三斤王、

文物，如今大部分文物被保管在国立公州博物馆里。
位于忠清南道公州市锦城洞（旧松山里）的武宁王

东城王、武宁王牌位的殿堂、

陵与公州松山里古坟群被指定为史迹13号。

是颂扬百济古代王室之荣耀的

2015年7月，百济第25代武宁王与王妃的

地方。
每年，在百济文化祭开幕的第一天，都会举行熊津百济大王
祭奠仪式，百济的后代子孙们聚在一起，颂扬祖先们的德行。

陵墓以百济历史遗迹地区被载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作为百济第25代武宁王和王妃的坟墓，
百济历史遗址区于2015年7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王与王妃之棺采用日本的金松制成，

国宝159号
金制发髻饰品
由躯体和插部组成,
与展翅飞翔的
鸟的模样
相似。

国宝161号 青铜镜
背面雕刻着头上戴了发髻的神仙
打猎的模样。

国宝第155号 金制王妃冠装饰
和王冠一样，王妃的冠也是剪下金版，
用忍冬纹做了装饰，没有遮檐，
给人以简洁的感觉。

国宝第157号 王妃金耳环
以粗环为中心，以小装饰连接起来,
与王的耳环相比较为简洁。
国宝第158号
金制九节项链,
金制七节项链
是王妃的项链,
用9个、7个特别的环连接而成。

国宝第160号 Dali命名银手镯
银手镯的内侧刻着(由名为Dali工匠为
王妃制作手镯)记载，
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国宝第164号 王木制头枕
为了让王妃能够靠着头，在大木块的
中间部分做成了U形。

王妃木制脚垫
为了让王妃能放上双脚，
在脚垫的中间部分做成了W形。

金铜鞋
内侧、外侧、底部的三面相接，
底部镶有四角锥钉子。

国宝第163号 墓志石
在王陵入口处,王和王妃的志石
并排,可见该墓的主人是
武宁王和王妃。

木棺
武宁王和王妃的木棺是用日本
自生的金松制作，
可见与日本有过频繁的
交流。

武宁王陵出土文物

国宝第162号 石兽
将石头做成的动物
放在了坟墓入口，可了解
守护王陵的
陪葬文化

五铢钱
墓志石上刻有用
两串中国钱购买了
武宁王和王妃的地皮，
可见,与中国
有过交流。

铜托银盏
银杯及铜托上刻有
山涧、云彩、荷花、
蕨菜、神仙，以及龙的脸上刻有
动物身体的人面兽身像，
祈求王妃的极乐还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