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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位名家大咖线上“开讲”超130万网友穿越“青铜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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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8时）
AQI指数 92 空气质量：良
优：西昌、马尔康、康定、广元、广安、遂宁、
南充、巴中、雅安、乐山、宜宾、攀枝花、眉
山、达州
良：内江、资阳、自贡、泸州、德阳、绵阳

19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7—107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
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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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同呼吸

20日空气质量预报

多云间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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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偏北风1-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6月19日开奖结果

7 星 彩 第 22069 期 全 国 销 售
16263716元。开奖号码：313570+13，一等
奖0注；二等奖12注，单注奖金44959元；
三 等 奖 8 注 ，单 注 奖 金 3000 元 。
272053827.0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2160 期 全 国 销 售
37583416元。开奖号码：044。直选全国
中奖6805（四川436）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3全国中奖11936（四川652）注，
单注奖金346元。44805188.07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2160 期 全 国 销 售
15066940元。开奖号码：04483。一等奖
22注，单注奖金10万元。461979335.42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8月18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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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的家乡是阿坝州马尔康。
不管是经典长篇小说《尘埃落定》，
还是非虚构佳作《瞻对》，亦或带着

“自然文学”风格的中篇小说《三只
虫草》《蘑菇圈》，在阿来的文学作品
中，不难看出，西南高原地区是他的
文学世界最多发生的地理场域。他
热衷到广阔的西南山地、峡谷中奔
走，汲取写作素材。尤其是在横断
山脉北段一带跑得比较多。“在我的
写作里面，对阿坝、甘孜这一带取材
比较多。但是写作也需要对比和参
照。所以我自己活动的足迹、涉猎
的区域，比我写作取材的领域要宽
——沿着横断山区，从四川到云南，
乃至到中越边界。这其中，我去盐
源、西昌，去得比较多。”

盐源考古发掘
可重构笮人社会的历史场景

谈到川西地区，经常会有人使
用一个名称叫“藏彝走廊”，阿来提
醒说，“我觉得至少要加上‘羌’，说

‘藏羌彝走廊’。因为有‘羌’这个称
呼的时候，还没有‘藏’和‘彝’，至少
是文字上或者群的称呼上，还没
有。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把‘羌’字在
表述上省略掉。”

说到在古代盐源生活的族群，
大家都讲笮人。这个族群有着怎样

独特的生活方式？阿来提到两点，
一个是笮人用石头建筑，在《西南夷
列传》中就有羌族人“依山居止，垒
石为屋，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的
记载。另外一点就是他们把竹子编
起来架桥。

“因为笮人居住的地方大江大
河多，高山峡谷多。我小时候在我
们家乡就见过竹编的溜索桥。”阿来
说，“对于古籍文献里的记载，我们
都会希望能在考古发掘发现中，找
到与之相对应的、实实在在的证
据。文献和考古发掘双向进行，可
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确认笮人活动
的范围、年代。尤其是他们所使用
的器物中包含的信息会告诉我们，
当时社会发育的情况，其中包括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我想，在盐源考
古发掘出来的器物，一定会告诉我
们与此相关的、有价值的信息。可
以帮助我们今天更有根据地想象、
复原、重构笮人曾经生产、生活的具
体场景。尤其是盐源这个地方，是
研究‘藏羌彝文化走廊’族群文化转
换的一个特别好的样本。”

盐源这批青铜器的发现
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此次圆桌会议上，阿来认为，
今天我们理解民族文化，考察一个

地方的文明样貌，除了去研究当地
人唱什么歌、穿什么衣服等等之外，

“更重要的研究入手点，应该是生产
方式。因为生产方式才决定这个文
明所达到的程度，生产方式也决定
一个文明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组织方
式。因为生产跟交流有联系。所以
这次，盐源这批青铜器的发现，是非
常有价值的。”

在这个“藏羌彝走廊”上，以泸
沽湖为界限，在云南那边，居住着纳
西族，在四川这边，是摩梭人。明末
时期，四川盆地因为张献忠屠城，本
地人很少。阿来提醒我们注意，“凉
山，我们可以非常可靠地追溯一些
家族史。比如说在盐源，一些谢姓
家族追溯家谱，他们会一直追溯到
魏晋时期南京的谢安。在西昌，有
一个非常有名的餐饮“张家大院”，
这个家族的家谱很可靠，他们祖先
的墓还在邛海边。”

作为一名学者型作家，阿来对
考古发现一直保持高度密切的关
注，他坦言自己在考古界“有不少亦
师亦友的朋友，我经常会跟这些朋
友出去看一些考古发现。前些天我
还跟三星堆老馆长肖老师去看了三
星堆最新考古发掘，还准备去一下
稻城皮洛。什么时候再去盐源看看
考古遗址，我也非常期待。”

6月18日，“首届盐源青铜文化
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研讨会”
在盐源县举行。在研讨会举行之前，
来自考古、历史、文学等多个领域的
专家学者汇聚阿来书房，以“圆桌论
坛”的形式，结合各自的专业领域，从
各自最熟悉最擅长的角度，阐述盐源
此次青铜器考古文物的意义，并对盐
源那片土地的地理、历史、文化进行
了深入的分析。中国作协副主席、四
川省作协主席、作家阿来，是参加该

“圆桌论坛”的五位专家之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摄影 陈羽啸 梁家旗

名家大咖汇聚阿来书房，探讨盐源考古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考古工作人员在凉山
州盐源县发掘出土石器、铜器、铁
器、金器、陶器等万余件。以盐源县
老龙头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文明，向世
人展示出四川继三星堆和金沙遗址
之后的又一处“青铜王国”。

6月18日至19日，“探秘定笮古
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首届盐源青铜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学术研讨会”在凉山彝族自治
州盐源县举行。与此同时，“首届盐
源青铜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学术研讨会”圆桌论坛于19日下午
在“封面开讲了”与线上观众见面。
来自考古界、学术界、文学界的5位
名家大咖齐聚阿来书房，将盐源的人

文历史缓缓道来。
在圆桌论坛上，成都文物考古研

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周志清客串主持
人，首先给大家介绍了盐源青铜器考
古。“从2015年开始，我们在盐源盆
地首先发现了距今5000年到3700
年的新石器文化，填补了该地区新石
器（时代）的空白。”同时，中国作家协
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著
名作家阿来也提到，盐源这个地方是
研究“藏羌彝文化走廊”族群文化转
换的一个特别好的样本。

盐源地区所发掘出的青铜文
化，其创造者或主人到底是何面
貌？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
心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段渝就提到了一个族群——笮人。
“实际上，在老龙头墓地被发掘后，
我们就认为其可能和笮人有关系。
在很多历史文献中，包括《史记》《汉
书》《后汉书》均有记载，在西南地区
有一支族群非常强大，叫做‘笮人’
或是‘笮都夷’。”

据统计，当天的《封面开讲了 |
四川为何被称为青铜王国？五名专
家带你“寻路青铜 走进盐源”》直播，
在封面新闻客户端上观看量达到了
83万。同时，在封面新闻微博、封面
新闻视频微博、今日头条、手机百度、
新浪新闻等平台观看量共计49.8万，
全网观看量共计132.8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聚焦首届盐源青铜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研讨会

揭秘 青铜王国
圆桌论坛上，阿来畅所欲言——

盐源是研究“藏羌彝文化走廊”
族群文化转换的好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