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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 32
多云间阴
有阵雨或雷雨
偏北风1- 3级

C23 32
阴间多云有中雨，
局部暴雨
偏北风1- 3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吴冰清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6时）
AQI指数 42 空气质量 优
优：内江、达州、宜宾、攀枝
花、南充、遂宁、德阳、眉山、
马尔康、康定、广安、巴中、资
阳、泸州、广元
良：绵阳、西昌、乐山、雅安、
自贡

26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1—101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大部城市为良至轻
度污染；盆地南部部分城市良
至轻度污染；盆地东北部局部
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盆地其
余区域为优或良；攀西地区和
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
部门官方网站）

27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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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18200 期开奖结果：598 直
选：4532（258）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
金 346 元 ；组 选 6：10910
（861）注，每注奖金 173 元。
（1086.7 万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18200期开奖结果：59863 一
等奖：56 注，每注奖金 10 万
元。（2.5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
证后的结果为准）

资阳雁江
综合运用“四种形态”
加强纪检监察干部监督

华西都市报讯（朱萍瑛 记
者 田雪皎 王祥龙）7月26日，资
阳市雁江区纪委监委通报称，通
过坚持实践“四种形态”，坚持惩
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坚持严管
和厚爱相结合、发现问题及时提
醒告诫，着力抓早抓小，防止纪检
监察干部身上的“小毛病”演变成

“大问题”。
据介绍，雁江区纪委监委坚

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
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始终保
持惩治力度不减，巩固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态势。同时，综合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强纪检监
察干部问题线索处置。2018年
以来，区纪委监委接到纪检监察
干部问题线索7条，涉及纪检监
察干部7人，约谈函询5人，运用
第一种形态处置问题线索占比达
72%。

为充分发挥谈话本身的唤
醒、教育、触动作用，区纪委监委
坚持开展经常性谈心谈话的同
时，对纪检监察干部苗头性、倾向
性问及时批评教育和督促改正。

2018年以来，雁江区纪委监
委开展日常性谈心谈话120余
次，覆盖全区纪检监察干部的谈
心谈话会3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肖洋
记者 徐湘东摄影报道

“老周”又要捐文物了。7月20日，
原西昌市文管所所长、副研究员张正宁
与西昌市文管所副所长姜先杰，来到西
昌市西郊乡长安村钟官坡周学明的家，
准备接收这批文物。

现年66岁的周学明，从上世纪70年
代末开始爱上文物和考古。30多年来，
他已经捐赠了500多件记载着西昌文化
历史的珍贵文物。7月20日，周学明又
向西昌市文管所捐赠了18件文物，其中，
包括距今上千年的大理国时期火葬陶罐
4件，这些文物填补了大理国时期白族先
民移民到凉山的历史，弥足珍贵。

“好东西”
捐出千年大理国陶罐

66岁周学明，是个地道的农民，个子
不高，虽然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精干
健谈，“一”字形的胡须十分抢眼。

这次周学明捐赠的文物，数量多达
18件：大理国时期火葬陶罐4件、明代火
葬陶罐4个、清代墓碑拓片5件、清代石
碑3件、民国石碑2件。“都是好东西！”张
正宁和姜先杰感叹。特别是大理国时期
火葬陶罐，这相当于汉族墓葬制的内棺
外椁，品相完好，其外罐色灰，直径38厘
米、高30厘米，外饰清晰完整莲瓣纹，重
约40斤，内罐外饰12生肖，内有数个铜
片。此陶罐反映了距今约1000年前，大
理国时期的西昌，崇奉佛教实行火葬的
情况。

所捐石碑，比如《蓝淑榜碑》《姚永富
碑》等，记载了石达开率领太平军进入凉
山的历史。另外的拓片，收集自喜德县

红莫镇桃园村，包括墓表、诗赞、墓联等，
内容十分丰富。

“极具史料价值。”姜先杰介绍说，特
别是其中的陶罐，填补了大理国时期白
族先民移民到凉山的历史，因为这段历
史，在以往的文献上不过寥寥数语。

捐不停
30年来捐赠文物500余件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西昌及
周边地区考古发掘频繁，周学明常常跟
着考古队一起出去。原本，考古队只是
招他做小工为队员煮饭，但因周学明掌
握的考古技术越来越多，便参与到了实
际的考古工作。

随着实地考古发掘经验不断增加，

周学明辨别文物的能力也有了较大增
长。当时，西昌不少地方都在开荒、修
路，有一些文物被挖出来后，大家都不认
识，于是被随意丢弃在路边。“这些都是
宝贝啊。”周学明说，所有的文物对文化
传承而言，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公民
应该去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于
是，在凉山州博物馆专家黄承宗指导下，
他开始留意文物收集。

1986年，四川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到西昌调研走访，周学明将自己收集到
的27件文物捐赠给了博物馆。他说，虽
然之前也零零星星地有些捐赠，但正式
捐赠应该从那一次算起。

30多年来，周学明先后向中国国家
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大理州博物馆、
凉山州博物馆、西昌市文管所等，捐赠了

数百件文物。他说，记得住的就有500多
件，还有些捐赠得太零碎，也没记录，自
己也搞不清了。

“考古家”
为了收集文物不顾家

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捐赠文物，是
周学明花钱买来的。

说到这里，周学明的老伴杜琼珍就
开始“数落”起丈夫来。她告诉记者，最
典型的例子，就是那块记录了石达开率
领太平军进凉山的《刘母谢太君碑》。

1986年左右，周学明在一农户家旁
发现了这块碑，他用两块水泥板将这块
石碑换了回来。石碑很大，他请了四个
小伙子来运这块碑，每个人10块钱的劳
务费。最后算下来，为了这块石碑，他前
后花了一百多元钱，而那个时候，一斤米
才两毛钱。

“我跟他吵了很多次哦。”杜琼珍笑
着说，当时没少对丈夫发脾气，有时候为
了去收一件文物，周学明甚至把家里的
口粮都翻出来拿去卖了。杜琼珍说，考
古和拓片工作很多时候都是在深山老林
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地区还有
狼，她在家里提心吊胆，而丈夫却不以为
然。还有一次，周学明出去搞拓片，路上
遇到歹徒，身上近万元被洗劫一空，最后
朋友借了他20块钱，才回了家。

“这些都还不算，农忙的时候，我经
常一个人忙到半夜。”杜琼珍说，她常一
个人在田里劳作到半夜，“家里的娃儿也
没咋个管。”

尽管如此，这些年来，杜琼珍还是慢
慢理解了丈夫，也支持丈夫将这些费尽
心血收集来的文物捐献出去。“他做的事
情，还是非常有意义。”

罕见，汉代乡村遗址
考古现场负责人杨洋介绍，汉代

遗址是此次考古发掘最为重要的发
现。“从目前出土的汉代遗迹和遗物
来看，此处应为一处较大规模的汉代
居址，等级与乡里相匹配。”

目前，桥津上街汉代遗址发现灰
坑20余个、灰沟8条、房址9座、卵石
堆积4处、水井1口、古河沟和河道5
条。遗址主体时代为西汉时期，发现
有西汉时期典型陶器如釜形鼎、折腹
钵、釜、瓮、凸棱纹盆、甑、卷云纹瓦
当，半两和五铢铜钱等。

杨洋说，汉代乡村遗址在四川发
现极少，即使全国也不多见。此遗址
的发掘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是
研究汉代基层聚落不可多得的资
料。对于研究成都平原居民的生产
生活状况、聚落分布、经济生业模式、
地形地貌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此次发掘，考古工作人员大
致理清了该遗址汉代时期空间分布，
居住区位于西部和北部，排水沟与东
部和南部地势低洼处的河道相连，可
推测为经过人为规划，适宜生产生活
的乡里聚落。

首现，古人“餐饮店”
在已发掘的2000平方米汉代堆

积中，一座名为“F7”的房址布局有些
特别。经过考古工作人员清理，这处
大约150平米的房址方向为北偏东
约45°，门道处有卵石堆积，西侧一
边发现有卵石砌筑包边的挡墙。往
里走，内部发现有三面用筒瓦围起的

排水设施以及一座大约2平方米的
陶灶。周围散落了大量折腹钵、罐、
釜等生活用器，少量纺轮和半两、五
铢铜钱。

“这里出现了几百件钵、罐等生
活用具，而普通人家是不需要这么多
的。”杨洋说，筒瓦围起来的设施底
部，发现了大量的灰烬堆积，并且，整
个筒瓦围绕的地方呈西北高、东南
低，朝向古河床，利于排水。灶台旁，
也出现了许多生活用器。

据此，考古工作人员推测，这处
房址不是一般的居住址，应为汉代具
有商旅性质的厨房遗址，也就是说，
两千年前，这处房址可能是古人下馆
子的“餐饮”门市。据介绍，这也是成
都平原首次发现汉代商旅性质的遗
址。

“以前的汉代遗址中没有发现这
类商旅性质遗址，有可能是发掘面积

较小，或者遗迹破坏严重。”杨洋说，
F7房址得以保存，主要得益于该遗
址的汉代地层之上有厚约1米的洪
水淤积层，对于汉代堆积起到了很好
的保护作用。

厘清，新津“老县城”
该区域地势平坦、地理环境优

越，自汉代以来一直有居民活动，留
下了丰富的各历史时期的遗迹和遗
物。

杨洋介绍，已发现的唐宋时期遗
迹中，发现了排水系统、灰坑、灰沟和
房基。排水系统经过精心规划，与南
部河道相接，系先挖基槽，然后用石
板砌筑，顶部覆盖石板，现大部分已
经被晚期人为活动破坏。排水系统
围成的台地及周围发现有房基、灰坑
等遗迹。发现的唐宋时期大型庭院
基址，相关配套建筑设施和大量遗物
等为确认新津隋唐县城遗址提供了
重要依据。

此外，明代遗迹有房址，其上叠
压的琉璃釉瓦当、兽面纹瓦当、“王”
字瓦当等，说明了房屋的较高等级；
清代遗迹主要有墓葬，已清理24座；
近现代遗迹发现有灰沟，灰坑，发酵
池等。

“此次发掘，基本厘清了该遗址
的历史变迁。”杨洋说，在这里，汉代
已经形成一处较大规模的聚落；东汉
至六朝时期洪水经常肆虐形成数层
淤积土，居民迁离；隋唐时期，新津县
城迁至此地；元明时期此处仍有大量
居民；清代变为墓葬区；民国时期因
五津机场的修建该地再次繁荣起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见习记者 姚箬君摄影报道

桥津上街遗址，位于新津县五
津镇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新津分院西
北门，小地名林家院子。遗址西侧
约500米即是岷江干流金马河。该
地曾为新津县治所在地，至今仍有

“新津老县城”之称。
自去年9月至今年6月，为配合

基础设施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
院在此地开展考古工作。27日，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成都文
物考古研究院获悉，桥津上街遗址
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了一处汉代

“乡里”聚落。聚落中，还发现了成
都平原第一个汉代具有商旅用途的
房址。此外，桥津上街遗址的发掘，
还为确认距该遗址两公里处的宝资
山汉代墓葬族属提供了重要线索。

新津老县城
挖出两千年前“餐饮店”

西昌66岁老农 30年捐赠500余件文物
距今上千年大理国陶罐“极具史料价值”

❶门道处铺设卵石，内发现有
三面用筒瓦围起的排水设施和陶灶
等，周围散落大量折腹钵、罐、釜等
生活用器，另发现有少量纺轮和半
两、五铢铜钱。推测该房址为商旅
性质的厨房遗迹

❷F7出土的折腹钵，里面放置
的有五铢铜钱。

❸遗址全景照。

❶

❷

❸

周学明捐赠文物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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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首现汉代商旅用途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