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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件文物
揭开大西政权的面纱

关于江口沉银，清代以来的文献多
有记载。1644年（清顺治元年），明末清
初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率部抵成都，破
城而入，随即建立割据政权，国号大西，
改元大顺。两年之后，大西政权内外交
困，张献忠顺岷江南下转移财物，被明朝
参将杨展阻击，战败沉船，大量财物沉于
江底，但沉银地点历来众说纷纭。

2005年以来，岷江彭山江口段河道
施工时陆续发现了一些与张献忠有关的
文物，彭山区公安局在打击犯罪团伙的
过程中，也追缴一批文物，为考古工作者
破解历史之谜提供了线索。

直到2017年1月，做好了人才、设备、
经费等充足的准备之后，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正式启动江口沉银考古发掘。
4.2万件先后出水的文物之中，包括张献
忠册封妃嫔的金册，铸造的西王赏功金
银币，明王朝册封藩王、世子、郡王及妃
嫔的金银册，铭刻年号地点的明代官银，
以及大量精美的金银首饰、兵器、生活用
品，一时圈粉无数。

这些重见天日的文物，让人重新认
识了江口沉银传说。这次回到川博展
出，张献忠分封嫔妃的金银册、西王赏功
钱币、银锭等重点文物的展柜，是打卡必
经之处，常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

“江口考古的成果之一，是出水了数量
最多的大西政权高等级文物。本次展览
的亮点之一是让大西政权展示在观众面
前，西王赏功钱币、金银锭等文物都是对
史书的补充，张献忠册封妃嫔的金册与明
代的金册区别明显，这些文物可以让观众
了解大西政权的方方面面。”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刘志岩说。

21万观众
围观张献忠财富传奇

这些出水的文物，搅动了市民的观
展热情。2018年10月21日江口沉银展亮
相川博当天，就有7796人涌进展厅，令川
博不得不采取限流措施。没能来到现场
的观众也在收看封面新闻直播，64.9万网
友在线围观张献忠大西政权的财富传奇。

开展以来，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观
众慕名而来，截至1月13日，江口沉银展
已经圈粉21万人次。这样的热情延续到
了“2018名人堂·年度展览”榜单的评选
活动，4810人为江口沉银展投了宝贵的
一票，让其入选年度展览榜单前三甲。

看不懂展览没关系，考古、文史大咖
为你娓娓道来这段历史。展览期间，“考
古白岩松”刘志岩、考古“金爵奖”得主李
飞、考古专家高大伦、巴蜀文化专家袁庭
栋等人陆续做客川博，解读江口沉银的
前世今生，以及张献忠藏宝屠川等历史
之谜。讲座信息一经发布迅速被秒杀，
专家引经据典、妙语连珠，现场火爆程度
堪比《百家讲坛》。

与中国一战前回归，是孙兴慜
留给媒体的开卷“试题”。和曼联一
役结束后，热刺7号连夜飞往迪拜，

“围追堵截”的媒体和球迷，以及人
满为患的新闻发布会，都在宣告着，

“亚洲一哥”已经归来。
因为和热刺有约在先，孙兴

慜不得不错过亚洲杯的头两场小
组赛，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所有
目光下的聚焦点。但是关于他是
否出战的问题，官方的声音总是
模棱两可。事实上，14日归队后，
孙兴慜和球队的合练时间只有不

到48小时。
赛前两日，关于他和武磊两

个“7号”是否能会面成为了外界关
注的焦点，随着里皮在赛前发布会
上“高调”宣布武磊将缺席，这场“宫
心计”提前揭晓谜底。然而令人有
些出乎意料的是，传言还在“倒时
差”的孙兴慜还是以队长身份出现
在了首发名单中。也许这可以理解
为主教练本托太想拿下这场胜利，
毕竟没有谁想硬碰伊朗。

回过头来看这届亚洲杯，24支
参赛球队里，有17支球队启用了归
化球员，菲律宾队更是23人中仅有2
人来自本土。在缺乏“巨星”的东方
足坛中，孙兴慜的确是亚洲杯苦苦
寻觅的“流量担当”。

抵达迪拜后，孙兴慜面对媒体，
信心十足地表达了夺冠的决心。

这是孙兴慜参加的第三届亚洲
杯，但前两届的记忆并不算美好。
2011年，18岁的他刚入选国家队半月
有余，在小组赛末轮4比1大胜印度的
比赛中，替补出场收获了国家队生涯
的第一个进球。后来的半决赛中，替
补上场的孙兴慜有心无力，日本队点
球决胜，让“太极虎”饮恨四强；2015
年，在德甲勒沃库森风头正盛的孙兴
慜，已经成为国家队的攻击核心，1/4
决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时，他的梅开

二度终结比赛。遗憾的是，纵然在决
赛一度为韩国队补时绝平，但踢满
120分钟的7号还是与冠军擦身而
过。从半决赛到决赛，他的亚洲杯故
事两度以功亏一篑收尾。

在英超炙手可热的热刺7号来
到亚洲赛场，尽管还在倒时差，但也
没能妨碍他突出的个人能力。和国
足一战，孙兴慜先是制造一个点球，
后又以开出的角球助攻金玟哉头球
破门，杀伤力那是杠杠的。

对于韩国队来说，小组赛前两
轮表现并不理想，背负着夺冠热门
的巨大压力，迫使他们必须争得小
组第一，为后面的晋级之路奠定更
好的基础。而作为队内绝对的头号
球星，孙兴慜的亚洲杯才刚刚开始。

亮相就出彩
“流量担当”不是吹的哦

记忆很苦涩
已经错过两座亚洲杯了

▶亚洲杯评论

非对称击倒
□蒋璟璟

武球王韧带断裂养伤作壁上观，孙兴慜
打完曼联连轴首发赶场。这一减一增之间，
盘面大势抵定。如果说，武磊在场，能够让中
国队怀揣一份制造奇迹的希望，那么孙兴慜
的回归，则让韩国队稳稳升了一个次元。众
人期待的中韩7号之战并没有上演，但隔空推
想，我们并不难想见那可能的剧情走向。

0比2的比分并不足以揭示场面的一边
倒，于中国队而言，这几乎堪称“三无比赛”：
没有稳定的控球、没有有威胁的传球、没有绝
对的进球机会……该怎么形容这种压抑感
呢？就如同整个人被按在草地上摩擦、就如
同头被摁在水里喘不过气来。当张呈栋停球
停到几米开外，当赵旭日极败人品的一脚招
来黄牌，当郑智的连连失误送出点球，这种绝
望感穿透屏幕，刺穿了每个球迷的心。

之前我们说，“真开起车来，还是老司机
稳”，这话还是说得太早、显得太幼稚了。这
场比赛，赵旭日、郑智的表现就算不是翻车，
也真的是惨不忍睹了。韩国队孙兴慜从中场
到前场一路翻江倒海，中国队的中场几乎毫
无设防。一个令人诧异的数据是，上半场的
相当长时间内，韩国队的争顶成功率居然高
达九成。中国队没有输在身高上，而是输在
了气场，输在了体系，输在了心态上。

当然，我们有N个理由，可以为这场脆败
辩解。比如说，武磊冯潇霆没有上场，比如说
临时拼凑的年轻后防。而客观来说，对于亚
洲杯这一赛程紧凑的杯赛来说，中国队在已
经小组出线的前提下，也的确没有必要非要
和强敌韩国队拼死搏杀。韩国队是中国队的
心魔，是中国球迷的心结，却从来不是里皮
的。素来信奉功用主义足球的银狐，才不会
管中韩之间的恩怨，不会理球迷心底的情
仇。里皮的选择理智而坚定，那就是休整、洗
牌、锻炼新人——剥离那些纠葛与渊源，让一
场比赛回归最本原的模样。

一场有所保留的大败，总比毕其功于一
役死磕后的大败要来得体面。足球比赛从不
是争一时意气，一切还得从长计议。那么问
题来了，中国队的亚洲杯之路还有多长？或
者说，中国足球的崛起之路还有多长？好消
息还是有的，至少我们看到了刘洋的连场涨
球，看到了金敬道的涅槃重生，看到了颜骏凌
一度如德赫亚式的神扑……

如果说上一场中菲之战是两
位七旬老人的对话，中韩之战则是
两代人的碰撞。作为葡萄牙国家
队“黄金一代”的代表人物，保罗·
本托驰骋疆场的黄金年代，也正是
里皮教练员生涯最巅峰的时刻。
有意思的是，这两场比赛，竟都是
中超教练之间的“德比”，可见中超
的影响力。

里皮执教过中超自不必说，而
保罗·本托2017年12月也曾到重庆
执教，不过仅7个月便黯然下课，中
超经历远不如“老谋深算”的里皮
美好。事实上，本届亚洲杯，“中超
教练”远不止这二位，包括里皮在
内，共有7位“中超教练”率队出征
亚洲杯。

印象最深刻的当属“闪电下课”
的泰国队主帅拉耶瓦茨。在首战1：4
狼狈不敌印度后，拉耶瓦茨被解
职。这位曾在南非世界杯率领加纳
闯入八强的名帅，很早就来到中超，
曾在北京国安担任助教，被队员们
亲切地成为“米奇”。

国足上轮3：0大胜菲律宾队一
战，也是一场“中超教练德比”。对
方主帅是熟悉的埃里克森，这位浪
迹过欧洲五大联赛、执教过英格兰
的世界名帅，也曾来中超“淘金”，执
教过广州富力、上海上港以及中甲
深圳佳兆业，曾与里皮一起贡献了
精彩的“广州德比”。

而朝鲜队主教练金英骏，也有
过中超经历，只不过他的身份是球

员。金英骏曾在2006年至2008年间
效力过中甲延边长白山及中超成都
谢菲联。如今，35岁的他被誉为“既
年轻又能干”的少帅，人如其名地

“英俊”。
此外，东道主阿联酋的主帅扎

切罗尼曾在国安有过短暂执教经
历，也门主帅科西安也曾在2010赛
季短暂执教过江苏舜天。

除了这些主帅，在球员方面，也
有不少“中超外援”亮相亚洲杯，其
中现役的中超球员就有3名，分别
入选了各自国家队的亚洲杯阵容，
包括本场比赛的韩国球员金英权
（广州恒大）和权敬源（天津），以及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艾哈迈多夫（上
海上港）。

中超旧将还有韩国队郑又荣
（重庆斯威），“袋鼠军团”澳大利亚
则拥有曾效力江苏苏宁的塞恩斯伯
里（埃因霍温）、曾效力辽足的克鲁
泽（波鸿）和曾效力上海申花的米利
甘（希伯尼安）。乌兹别克阵中同样
也有两位中超旧将，分别是曾经的
亚泰队长伊斯梅洛夫和曾两度加盟
国安的克里梅茨。

国足小组赛第二场遭遇的菲律
宾头号前锋哈维尔·帕蒂诺也曾效
力于河南建业，与帕蒂诺一样曾效
力建业的叙利亚中卫萨利赫本次也
入选了叙利亚队23人名单。此外，
伊朗中卫普拉利甘吉也曾效力于天
津泰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亚洲杯战报

国足0：2负韩国
下一场通“泰”了

北京时间昨晚9：30，在阿联酋亚洲杯C
组最后一轮较量中，国足以0：2败给老对手韩
国队。是役，国足主力前锋武磊因伤缺阵，而
韩国队头号球星孙兴慜则首发登场。全场比
赛，韩国队技高一筹，对国足保持了持续的高
压攻势，并两度破门。进入十六强后，国足将
在1/8决赛对阵A组第二名泰国队。

这是里皮带队以来的第三次中韩大战，
前两次国足一胜一平。不过，从整体而言，国
足与韩国队的实力还是有不小差距。从历史
战绩看，自1978年两队首次交手以来，在30
场国际A级赛事中，中国队仅取得2胜10平18
负的成绩，打进25球却丢掉了43球。仅有的
2场胜利，除了里皮带队取得的12强赛的1：0，
另一场则是2010年高洪波率队在东亚杯上取
得的3：0。此外，在9场其他正式国际比赛中，
国足2胜3平4负。

当然，这应该是中韩交手以来，气氛颇为
轻松的一次大赛较量。此前多次对决，莫不是
你死我活的肉搏战，而这次双方都轻装上阵，
在占据小组一二名的情况下，本场无论输赢，
都能保证顺利出线，而且不论是小组第一还是
第二，出线后面对的对手都不是很强。放下了
功利心，这也保证了本场比赛相较之前，少了
许多火药味，球员少了些压力，也多了更多精
彩发挥。但韩国队无论从球员个人能力，还是
整体组织，都技压国足一头，从一开场就掌控
了比赛节奏，屡屡向国足球门发起攻击。

比赛第12分钟，孙兴慜在禁区内突破被
石柯绊倒，造成点球。黄义助主罚命中，1：0。
此后，韩国队继续利用娴熟的传控向国足发
起冲击，下半场第51分钟，孙兴慜角球助攻金
玟哉头球破门，再次攻破国足大门。最终，韩
国队将2：0的比分保持到终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羽啸

孙兴慜果然是亚洲杯“流量担当”

“五千万英镑”好耀眼
一上场就“弄”了两个

还没去看张献忠的财宝？
“江口沉银”撤展在即，快到川博去围观

中韩一战，由于武磊缺席，孙兴慜
成为两队博弈之间最受关注的球员。
后者“火线”首发，独造2球，不可否认
的是，整场比赛，孙兴慜的每一次出脚，
无法反驳的个人能力都会触动国足本
就敏感的后防神经，为他的队友提供更
多的得分空间。

尽管身体还未恢复到最佳状态，但
“亚洲一哥”已经证明了5000万英镑身
价第一人的绝对实力，也为“饥渴”的亚
洲杯带来了等候已久的“巨星”光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雨恒

“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谁
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这句令四川
人耳熟能详的民谣，随着江口古战场
遗址考古发掘得到了印证。4万多件
珍贵的出水文物，让张献忠大西政权
的财富秘密重见天日。

此前两个多月，“江口沉银——四
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从
中国国家博物馆回娘家，在四川博物院
与公众见面。521件文物刚一亮相，迅
速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截至1月13
日，已有21万人次观众一睹“沉银”传奇。

1月18日，是“江口沉银”展最后
一天展出，还没来得及亲睹张献忠财
富秘密的朋友，快抓紧最后机会来川
博围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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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韩国队又如何 反正中超“赢了”
亚洲杯上有7队主帅拥有中超经历

小组头名之战“韩”风又起，已然出线的中国队可以不在乎胜负，但不得不承认目前这支韩国队无愧亚
洲杯身价第一的强队。里皮上任以来不输韩国的神话被打破，当然他也输给了“老对手”保罗·本托。

/

孙兴慜（中）让中国队禁区“兵荒马乱”。新华社发

▲江口沉银展吸引了21万余人次参观者。

▶多维视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西王
赏功”金银
铜币，是大
西政权的
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