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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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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27日空气质量

成都（17时）
AQI指数 80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巴中、马尔康、资阳、广元、
遂宁、广安、西昌、攀枝花、雅安、南
充、宜宾、乐山、泸州、眉山、自贡
良：达州、德阳、绵阳、内江

28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3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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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4月27日开奖结果

超级大乐透第20029全国销售
274347215元。开奖号码：11、14、17、
22、30、07、09，一等奖基本4注，单注
奖金10000000元，追加0注。二等奖
基本100注，单注奖金122739元，追加
31注，单注奖金98191元。三等奖
261 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 元 。
1333962953.6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0068 全 国 销 售
42382708元。开奖号码：410。直选
全国中奖6704（四川295）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0注；组
选6全国中奖56883（四川3112）注，
单注奖金173元。20708399.71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0068 全 国 销 售
11812096元。开奖号码：41075。一
等 奖 19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09884608.6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以
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成都金堂现219座崖墓
出土器物600余件

为配合金堂县某地产项目建设，
2019 年 3 月中旬，成都文物考古研
究院在对该项目文物勘探过程中发
现了崖墓群。经上报上级行政主管
部门后，于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对崖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
清理东汉晚期至六朝时期崖墓 219
座。

该崖墓群位于金堂县赵镇中兴
村七组，其东北侧距中河约1公里，墓
葬自上而下共四层，分布于浅丘东
坡。墓葬按规格可分为大中小三类，
其中以中小型墓葬为主。

其中13座大型墓葬，均为带狭长
露天墓道前后双室墓，主室两侧多存
棺室，长8-10米、宽2-3米、高2-2.5
米，部分墓葬四壁及顶部有精美雕
刻，葬具多为陶棺，墓葬时代主要为
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

中型墓葬多为带梯形墓道单室
墓，部分主室两侧及后部存长方形
龛，少数主室内存原岩石灶、井台等
附属设置，长 4-6 米、宽 2-3 米、高
1.5-2.5米，葬具多为陶棺，少量墓葬
用砖砌长方形棺，墓葬时代主要为两
晋时期。

小型墓葬多为带短墓道单室墓，
墓室狭小，长 2-3 米、宽 1-1.5 米、高
0.8-1.5 米，部分墓葬一侧存长方形
原岩棺台，多数墓葬未见葬具，墓葬
时代多为东晋南朝时期。

为何此地出现了如此规模的崖
墓群？现场发掘领队龚扬民介绍，根
据以往研究，崖墓群分布主要有两个
要素影响。古人在选择墓址时，一是
选择丘陵地带，能够开凿；二是受到
当时堪舆思想的影响，要选择河水流
经之地。而此次崖墓群发现处，正符
合这两个条件。

出土精美玻璃耳珰
或从楚地传来

此次考古发掘中，崖墓群出土
铜、银、铁、玻璃、陶、瓷质器物600余
件。

其中以陶器为主，主要有罐、仓、
钵、壶、陶俑等；铜器主要有釜、盆、耳
杯、灯、镜等；银器主要为镯和指环；
铁器有环首刀、削、锄头等；玻璃器主

要为耳珰；瓷器主要为青瓷虎子、罐
和盏。

其中，玻璃耳珰尤为精美。耳珰
是妇女戴在耳垂上的饰物，相当于耳
坠、耳钉、耳环之类。此次发掘的耳
珰主要有两类，均为蓝色，形制不一。

龚扬民介绍，根据目前考古研究
发现，当时的玻璃或从楚地或南亚而
来。“我个人认为从楚地传来可能性
较大，因为从战国时期开始，楚地已
开始大量制作玻璃制品。”

目前，科技考古相关工作人员正
在对此进行分析研究，鉴定其究竟从
何而来，谜底将在未来揭开。

除此以外，古人“事死如生”，墓
葬内侧的壁画、雕刻中，灶台、井、各
种生产工具的刻画，为人们还原了古
人的生活状态。遗憾的是，根据已发
掘信息，目前还暂不能对墓主人信息
进行推测，从陪葬物品、墓葬样式等
看来，13座大墓葬的墓主可能处于社
会中层。

两晋墓葬为主
为多家庭使用的公共墓地

龚扬民说，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
物组合判断，墓地时代从东汉晚期持
续至东晋南朝，其中以两晋墓葬为
主。

“墓葬在墓群中有序分布，基无
打破关系，且墓群中经常可见2-3座
墓葬成组出现，该墓地应为同时被多
个家庭使用的区域公共墓地。 ”

对于考古工作人员们来说，此次
发现并不意外。近年来，金堂已出现
较多的汉代遗迹，金堂赵镇近年经科
学发掘的黄天树崖墓群、十里村崖墓
群和此次发掘的中兴村崖墓群皆位
于毗河和中河附近，时代相近，主要
为东汉中晚期至两晋时期。

汉晋时期，成都金堂水运较为发
达，此次崖墓发现的区域是毗河、中
河与沱江的交汇处，无论从军事或经
济上看，均为要冲之地。

据介绍，这批墓葬材料极大地
丰富了四川地区东汉晚期至六朝时
期墓葬考古材料，墓群出土随葬器
物为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四川地区东
汉晚期至六朝时期器物发展序列提
供了丰富实物材料。墓葬出土玻璃
耳珰等器物为研究两晋时期中外文
化交流提供宝贵线索，墓葬中精美
雕刻为研究四川地区东汉两晋时期
社会生活、生产情况提供了直接的图
像资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成都发现汉六朝时期崖墓
219座崖墓出土玻璃耳珰等600多件珍贵器物

金堂中兴村崖墓群全景。

中型墓葬墓室结构。 后室兵器架、楼阁等雕刻。

铜釜

玻璃耳珰

219座崖墓，悬于成都金
堂一村落丘陵处，空旷
的土地背后，不远处便

是新兴的城市。
高楼之外，2000多年前的先民

沉睡于此。古与今，生与死，一项项
历史谜题在考古工作者的手中缓慢
解开。

4月27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
院对外发布，从去年4月开始，经过
近一年发掘，在成都金堂清理发掘
了219座崖墓。该崖墓群年代集中
于东汉晚期至六朝时期，分别有大
型墓葬、中型墓葬、小型墓葬。墓群
出土铜、银、铁、玻璃、陶、瓷质器物
600余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