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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传说说
湖畔有座“公主坟”

内部如地宫

5月31日，乐至县石佛镇荣家沟村，
乐至县文管所所长李海东来到蟠龙湖
畔，寻找村民口中的“公主坟”。

在当地村民黄有六、荣道平的带领
下，李海东来到了离蟠龙湖50米开外的
一处空地，杂草重重掩埋。三人在杂草
丛中寻找一圈，并没有找到“公主坟”入
口。

75岁的黄有六说，他祖屋就在“公
主坟”旁边，从小父辈就告诫不能触碰

“公主坟”，而那时“公主坟”只有一个石
头雕刻的“屋檐”样的一角在地面上。
他记忆中，小时候能看到“公主坟”附近
的牌坊，后来牌坊被损毁了。

40岁的荣道平也说，10多年前，
“公主坟”在一片竹林中，有一天他看到
坍塌出一个一米左右的洞口，跳进去一
看，里面都是“房间”，每间10多平方
米。他挨着走了3个房间，由于里面太
黑不敢冒进，“好像有一道石门，无法打
开继续前进。里面像一座地宫，老人们
说可以通向山的另一边。”

荣道平说，当地人传的“公主坟”后
面，此前还有10米高的塔以及竹林也被

损毁，现在的地形已经改变，一时难以
确定当年的入口。

搜搜索索
发现“回”字形墓穴
墓主非富即贵

继续探访中，李海东和两位村民发
现了一个一米多深的坑洞，推测应为坍
塌形成，一块石刻“屋顶”裸露于地面。

李海东探身一看，下面也有类似一个个
“房间”。

李海东跳进洞内，打开手机手电筒
发现，下面的“房间”布局呈“回”字形，
每个“房间”5平方米左右，总面积约20
平方米。“应该是一个墓穴，而且是家族
合葬墓。”李海东说，从建造风格初步推
断是明朝墓穴。

随后，李海东将墓穴拍照，发给四
川省考古研究院副教授辛中华。经过
辛中华辨认，也确定该墓穴为明朝多棺

合葬墓，而且墓主身份应该为当地达官
显贵。

黄有六和荣道平都很肯定地告诉
李海东，新发现的墓穴并不是他们见过
的“公主坟”，但两处相隔并不远。

黄有六还称，在蟠龙湖的另一处岸
边，这种墓穴还有几处，而相传蟠龙湖
水下还淹没有一座“将军坟”。

推推测测
后蜀皇帝曾祭拜
或为当地封王之女

考察结束后，李海东告诉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此前他咨询过乐至
知名民间文化工作者王同云。据王同
云介绍，此前此处确有牌坊存在，推测
所葬“公主”应未嫁人或者去世年龄很
小，村民口中所传的塔实际为字库塔。

是否有“公主坟”存在？李海东说，
这位公主可能是当地封王之女，因保贞
洁而声明远播，“传说后蜀末代皇帝孟
昶（919年-965年）仰慕其名，在瞻仰皇
姑墓后，曾到‘公主坟’祭拜。”

皇姑墓位于今乐至报国寺后山，相
传孟昶立为太子后，其他皇子争权夺
利，孟昶皇太子之位受到威胁。孟皇姑
主动请命带孟昶到乐至县龙门乡金龟
山上隐居，直至孟昶15岁登基。孟皇姑
谢世后，孟昶将其厚葬于金龟山下，并
下令扩建金龟山下寺庙保护皇姑墓，乐
至报国寺也因“报皇恩、报国土恩”而得
名。

《乐至县志·清·道光半》记载，“大
蜀广政二十年（公元954年）”，“皇帝文
武重臣”曾到乐至报国寺朝拜，并瞻仰

“皇姑墓（上世纪70年代被损毁）”。
村民口中的“公主坟”，也与一座寺

庙毗邻。寺庙名为“罗溪堂”，与报国寺
相距10余公里，几经损毁，原始建筑保
留很少。寺庙立于蟠龙湖畔，山门来路
已经淹没在湖水之下。

李海东在寺庙房屋内发现，已用作
墙壁的石碑上，有文字清晰记载，寺庙
修建于五代十国的梁朝，文字称寺庙

“庙宇辉煌”。“这里修这么大一个寺庙，
可见当时此地非常重要，或者有重要人
物到访，这个重要人物可能就是孟昶。”

李海东认为，荣家沟村民辈辈相传
的“公主坟”，目前无正史文字记载，只
有找到公主坟位置，打开坟墓后才能真
相大白。

风光秀美的乐至蟠龙湖畔有许多历史谜题待解。

回字墓石刻“屋顶”裸露于地面。

一场决胜
体验终极竞猜乐趣

2018世界杯不仅是全世界球
迷的世界杯，也是体彩玩家的世
界杯。世界杯60多场比赛都将
纳入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
象。其中，前两轮小组赛的32场
比赛，在世界杯开幕前一周起，
即6月7日便可以进行投注，第三
轮小组赛将从6月21日起陆续开
始接受投注，在淘汰赛阶段，将
在对阵球队产生后第一时间开
始接受投注。

竞彩足球单场胜平负上线以
来收获广大购彩者无数好评，
2018年之夏，单场竞猜与世界
杯第一次不期而遇，两者究竟

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令人无
比期待。根据销售安排，本届
世界杯全部场次比赛均可进行
胜平负（或让球胜平负）单场投
注，也可进行总进球数、半全场
胜平负、比分等玩法的单场投
注。单场竞猜将显著增加购彩
者中奖体验，尤其进入世界杯
淘汰赛阶段，在比赛数量减少、
分量加重的时候，单场竞猜将
让购彩者尽享“一击制胜”的竞
猜乐趣。

对于铁杆球迷来说，最关心
的问题无疑是大力神杯花落谁
家，C罗、梅西和内马尔谁会圆世
界杯冠军梦？世界杯冠军、冠亚
军竞猜游戏是广大球迷支持自己
喜爱球队的直接途径。本届世界
杯冠军、冠亚军竞猜游戏已于今

年3月6日世界杯开幕“倒计时100
天”之际提前开售，并将贯穿大赛
始终，与购彩者一起经历60多场
跌宕起伏的精彩赛事，见证王者
的诞生。

6月期间，传统足彩共有4期
胜负游戏（第18075期-18078
期）、9期6场半全场游戏（第18075
期-18083期）和14期4场进球游
戏（第18075期-18088期）奖期含
有世界杯比赛，其中14场胜负游
戏第18075期、第18076期和第
18077期全部由世界杯小组赛组
成，第18078期预计由世界杯与挪
超混搭组成；而4场进球彩、6场半
全场等小盘玩法的赛程编排更加
灵活，几乎不需要与其他联赛进
行混搭，让购彩者享受纯粹的世
界杯竞猜。

世界杯竞猜盛宴开启：
玩竞彩，该你上场！

在亿万球迷的翘首期盼中，2018俄罗斯世界杯终于进入了最后的倒计
时。6月14日至7月15日，第21届足球世界杯在俄罗斯境内的11座城市点
燃战火，32支国家队通过60多场比赛，角逐象征世界足球最高荣誉奖的大力
神杯。为了迎接这场足球盛宴，中国体育彩票准备了丰盛的竞猜大餐。自
2010年南非世界杯以来，世界杯赛事体彩竞彩游戏已持续三届，那么今年的
俄罗斯世界杯又有哪些惊喜等待大家呢？

延时停售
尽享竞猜之夜
四年前的巴西世界杯让不少

中国球迷熬成了“熊猫眼”，而今年
的东道主俄罗斯与我们之间只有5
个小时时差，本届世界杯60多场比

赛中有36场在北京时间23：00前的
黄金时段开赛，广大球迷终于盼来
了“下班看球”的幸福时光。

当然，本届杯赛仍有28场比
赛在凌晨2：00之后开赛，其中包
括4场1/8决赛、2场1/4决赛和2场
半决赛等重量级比赛。为了方便
广大购彩者投注，世界杯期间竞

彩足球游戏将大幅延后销售截止
时间，直至当晚最后一场世界杯
比赛开始之前。25个比赛日中的
22天销售截止时间将在次日凌晨
2：00，其中6月16日将延长至次日
凌晨3：00，陪伴广大球迷一起纵
情享受狂欢之夜。强强对话，熬
夜也值！

B

竞猜世界杯
该你上场！

除了丰富的玩法和延长销
售时间，中国体育彩票还将为
广大购彩者带来更多惊喜。世
界杯期间，遍布全国四百多个
主要城市的十万多家体彩网点

将用充满世界杯元素的装扮迎
接广大球迷朋友的到来，大家
可以在这里聚会、看球、玩彩，
体验足球赛事和竞猜游戏的双
重欢乐。

“世界杯，该你上场”——中
国体育彩票在世界杯期间喊出
这一口号，就是希望通过世界
杯与亿万球迷互动互联，点燃

欢乐能量。在与购彩者共享世
界杯激情与热力的同时，中国
体育彩票也履行着国家公益彩
票的职能，每一注体彩竞猜游
戏彩票中，将有18-22%的资金
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激情世界
杯，公益动起来。这个夏天，来
一场与2018世界杯同步的竞猜
狂欢吧！

C

A

乐至蟠龙湖畔有座“公主坟”？
专家探访发现明代“回”字形大墓

回字形墓穴内部。

5月31日，资阳市乐至县石佛镇荣
家沟村一位村民向石佛镇政府工作人
员反映称，在该村蟠龙湖畔，曾发现一
处地下“宫殿”，相传是一座“公主坟”。

此信息反馈至乐至县文管所后，文
管所派专家实地查看。在村民带领下，
文管所人员并未找到“公主坟”入口，却
在附近发现一座“回”字形布局的墓地，
修建风格推测为明代达官显贵墓。而
村民口口相传的“公主坟”主人，专家推
测极有可能为当地封王之女，相传后蜀
末代皇帝孟昶曾前往祭拜。

相传公主坟所在地——蟠龙湖畔。

文物专家查探回字形墓穴。

乐在蜀中
至善至美

封面主题周·乐至

成都 IFS与巴黎左岸圣日耳曼德
佩委员会于2017年5月建立“国际友好
街区”结盟关系。2018年，结盟双方将
展开以“城市印记 艺动双城”为主题的
系列活动，以艺术为纽带推动交流。希
望通过此次圣日耳曼Parcours艺术节
的合作，让巴黎公众更了解成都这座拥
有悠久历史文化和蓬勃创新活力的中
国西部城市。今年九月，成都IFS还将
把圣日耳曼Parcours艺术节的概念与
精神带回成都，打造成都Parcours艺
术节，同时联合《纽约时报》旗下《T》中
国版举办第二届全球风格论坛，展开国
际间的深度对话。

深化“国际友好街区”合作
成都IFS 携四川艺术家参与巴黎左岸圣日耳曼Parcours艺术节

作为城市新地标的成都IFS，一直站在推广国际时尚和文化艺术的前沿，也将优质的艺术资源带到成都，推动成都
市与锦江区的国际化进程。5月31日，在成都IFS与巴黎左岸圣日耳曼德佩委员会建立“国际友好街区”结盟关系一周
年之际，双方再度联手在巴黎呈现首个艺术合作项目，并邀请四川艺术家代表参与第18届圣日耳曼Parcours艺术节，用
中国传统符号与世界展开对话。

圣日耳曼Parcours艺术节创办于
2000年，将当代艺术装置在兼具文艺
氛围与现代魅力的街区呈现，让公众与
艺术产生关联、引发思考，这项年度艺
术盛事展期持续十天。2018年圣日耳
曼Parcours艺术节以“形状的艺术”为
主题，邀请30余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
术家，通过创造、解构与探索材料，发现

“形状”的潜力，创作出语言无法表达的
东西，呈现形式丰富的作品。这些艺术
品在圣日耳曼的地标场所、品牌店铺以
及咖啡馆等公共区域展出，引发公众对
于“未知形状”的不同思考。

2018年“国际友好街区”结盟
双方的全新合作由圣日耳曼
Parcours艺术节开启，成都IFS联
合艺术节委员会，特邀四川艺术家
代表赵弥及陈伟才，创作蕴含成都
元素与东方特色的艺术品参展，用
中国传统符号与世界展开对话。
此次艺术家为圣日耳曼Parcours
艺术节创作的《大瀑布》，使用700
根竹子与幕布、水流搭配，在具有
千年历史的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前
营造出一幅中国写意山水画卷，产
生震撼的视觉效果。艺术家希望
通过西化的形式跟东方文化协调
起来，展现成都的包容开放与发展
变化。

另一位艺术家陈伟才则选用
具有悠久历史的青瓦创造作品
《宫》。艺术家受到川西建筑文化
的启发，同时根据巴黎圣日耳曼菲
斯腾伯格广场（又称“情人广场”）
的环境与布局，使用源自成都洛带
古镇的青瓦搭建出一个半私密半
开放式的空间，为浪漫的巴黎街头

筑起一处颇具中国韵味的交流空
间。值得一提的是，由法国著名当
代艺术家Richard Orlinski 创作
的熊猫雕塑将作为特别展品在圣
叙尔比斯广场呈现。

成都IFS力邀四川艺术家参展
深化“国际友好街区”合作

圣日耳曼Parcours
述说“形状的艺术”
开启城市艺趣之旅

以文化艺术为双城纽带
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左起）巴黎圣日耳曼德佩全球大使Andre Cardinali先生，九龙仓中
国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营运）侯迅女士，巴黎市第六区区长Jean-Pierre
Lecoq先生，巴黎圣日耳曼德佩委员会秘书长Monique Mouroux女士，成
都IFS品牌及市场部副总经理王芸蕾女士共同出席艺术节开幕活动

法国艺术家Richard Orlinski
打造的红色熊猫雕塑

四川艺术家陈
伟才打造的《宫》

四川艺术家赵
弥打造的《大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