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遂宁市大英县，人们能想到的
有象山花锣鼓、蓬莱大乐等四川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还有吉安寨遗址、长江坝遗
址、郭子仪后裔墓群、汉陶博物馆等文化
遗产。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文旅地标，当
属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的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英卓筒
井”。

11月24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院长唐飞做客“行走中的名人大讲堂”，
走进遂宁大英，以《考古谱写文旅新篇
章》为题，分享如何用考古发掘成果促进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文旅融合。

当天封面新闻直播“行走中的名人
大讲堂”，全网共计156.2万人次观看。

“蜀中一绝”卓筒井
古人土地开发使用的典范

讲座伊始，唐飞从大英卓筒井出发，
分享了考古发现与时代意义。

卓筒井堪称“蜀中一绝”，其井口直
径仅十余厘米，但井深至地下百余米。
这种小口径钻井技术，始创于北宋庆历

（1041―1048)年间，是中国井盐凿井工
艺技术的一项重大发明。

唐飞介绍，卓筒井的出现在中国盐
业史和钻探科技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它具有技术先进、开凿时间短、占
地面积小、易于开凿便于掩藏以逃避苛
税等优点，故一经问世，就迅速推广开
来。“以大英卓筒井为代表的小口深井钻
井技术，表现了四川盆地先民巧妙利用
自然环境的智慧，可谓是古人土地开发
和使用的典范。”唐飞说，卓筒井就是见
证蜀人手工制盐的“活化石”。

在讲座中，唐飞重点阐述了以卓筒
井为代表的小口深井井盐技术申遗的可
行性。“卓筒井的价值在于本体背后的活
态传统文化。”在他看来，当地政府应具
有申遗主体责任意识和推动积极性，建
议加强前期研究和可行性论证。挖掘和
保护卓筒井历史文化、科技等价值，建设
卓筒井国家级文物保护区旅游基础设施
配套项目等工作，有助于推动卓筒井申
报世界遗产，这既体现了文旅融合发展
的趋势，又可以促进文物保护。

考古与文旅双向奔赴
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

唐飞认为，考古遗产的保护和文旅

融合并非简单相加，而是有机融合，双向
奔赴。必须正确处理好考古遗产的保护
和旅游的关系。

文旅产业的优势表现在市场上、短
板则体现在内涵上；考古遗产的优势体
现在内涵上、短板则体现在市场上。

“我们应当发挥优势，找准发展短板，
把它们连接为一体，既推进文化旅游发
展，又丰富考古遗产的保护模式，使二
者统一于市民美好生活体验的需要。”
唐飞说。

谈及文旅产业的发展前景，唐飞支
招，未来或许可以继续通过科技、文创、
艺术跨界融合的创新，来实现文旅的升
级。比如，借助新兴媒介技术，通过场景
营造，最大化调动情感共鸣，让优秀传统
文化真正“活”起来。

本次“行走中的名人大讲堂”由四
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主办，中共大英县委、大英县人民政
府协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曾洁李雨心摄影雷远东实习生黎爱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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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制盐“活化石”卓筒井有何文旅价值？
唐飞做客“行走中的名人大讲堂”分享考古成果与文旅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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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拟开展集团及所属单位2022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工作，为确定本次审计的中介机
构，现将有关招标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及所属单位2022年度财务决

算审计服务。
（二）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审计范围为集团及所属的全资及控股

单位，共80余家、资产总额约45亿元，包含2022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集团及各单位）、各单位工资专项审计
（不含集团本部<集团本部指集团综合管理部门>）、
集团财政资金使用专项审计、集团审计情况说明及集
团财务决算专项说明的审核。

（三）服务期限
本项目原则上应于2023年4月30日前出具各项

审计报告。
（四）付款方式
本项目分两次支付标的款项。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对中标人提交的全部正式盖章的审计报告验收合格
后，按合同标的金额的70%向中标人支付首款；剩余款
项待上级主管部门完成对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及所属单
位2022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复核后一次性支付。

（五）项目限价
本项目限价：人民币65万元。
（六）公示媒介及公告有效期
公示媒介：四川在线 https://www.scol.com.

cn/、华西都市报
公告有效期：2022年11月21日至11月25日。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须满足以下资格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有效存续，具有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投标人具备法定执业资格且连续执业三年以

上；在四川省有常驻机构，具有良好的执业质量记录。
3.项目负责人注册会计师证书2021年度年检合

格。
4.具有规范健全的质量管理、风险管理等内部管

理制度；投标人最近一个年度年检合格且具备完成工
作所必须的专业团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记录和社
会声誉，认真执行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定。

5.投标人近3年内无因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部门
给予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暂停执行部分或全部业务、
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或撤销等行政处罚；无因审计质
量等问题被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或通报批评；
不存在财政部、省级财政部门明确不适合承担企业审
计工作的情况；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从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未被人
民法院列入失信人名单；未处于投标禁入期。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1.本招标项目采用线上或现场报名方式，报名需

准备的材料如下：
（1）营业执照、执业证书副本；
（2）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3）经办人身份证（正反两面）。
采用线上报名方式的，以上材料的原件（可提交

扫描件或照片）、复印件（盖鲜章）发送至招标人指定
邮箱：924733896@qq.com，经招标人审核合格后，向
投标人发放电子版招标文件。

采用现场报名方式的，以上材料除经办人介绍信
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收盖鲜章原件外，其他材料
均验原件，收复印件（盖鲜章），经招标人审核合格后，
向投标人发放纸质版招标文件。

2.报名时间、地点：
2022年 11月 21日至11月 25日，上午9：00—

11：30，下午2：00—5：30。地点：成都市锦江区红星
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12楼B区集团总经办。

四、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22年11月30日

17：00时。
2.投标文件递交地点为：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

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12楼B区集团总经办。
3.投标文件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至上述指定地

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接收。
4.招标人仅接受投标人现场递交投标文件，拒绝接

受以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邮寄等形式的投标。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郭老师
电 话：028-86968913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022年11月21日

招标公告

“公共考古学如何把考古知识转化
为公众能理解的话语？如何利用考古
知识回报社会，让公众共享考古成果？”
11月24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
长、三星堆发掘总领队唐飞的讲座刚结
束，来自大英县文管所的卿刚、田尧文
两位青年传习志愿者便向唐飞请教。

“志愿者应当多参加现场的发掘工
作。”唐飞认为，这对于当地利用好考古
发掘成果，以及志愿者本人提高发掘水
平和调查能力，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同时他提到，考古必须要有科普的能
力，“新的考古发现有什么价值、意义，
如何保护、利用，首先要做的，是让遗址
所在地的社区、群众明白它的价值和重
要性，否则就无法进行保护。”

唐飞认为，考古工作者要有讲故事
的能力和思辨能力：“我们不仅仅要有
发掘技术调查水平，也应该有讲故事的
能力，能够认识价值体系的思想精髓。”

大英县文管所的田尧文前不久刚
参与了涪江流域调查，并参与了新古遗
迹的发现。由于自身工作涉及宣传方
面的内容比较多，他向唐飞老师请教：

“地方文化单位如何结合考古新发现，
对地方文化进行宣传？”

“老一辈文管所的工作者，对待工
作都是兢兢业业的。我们库房的大部
分文物，都是他们从各个地方收集起来

的。首先我建议，这种文物保护的精神
要传承。”唐飞说。而如何将考古新发
现利用好，唐飞提出了两个方法。一是
将新发现纳入保护管理体系：“通常发
掘完后，会有一个价值的论证会，请专
家学者对成果进行价值认定，当地的工
作人员也要参加。大家一起论证，这个
点位是否要列为文物保护点，确定它的
级别，直接纳入保护管理体系。”

其次，就是从各个方面挖掘遗址的
意义，并讲好“考古的故事”。“无论什么
样的新发现，都有它的价值，否则不会
进行发掘。这些价值能从各个方面填
补四川省内地方文化的空白，提高历史
文化内涵，反映很多方面的东西。所以
我们要把这个价值告诉当地人，包括发
掘点的工人，给他们讲好故事，他们就
会把这个故事传递给他们的家人和同
事。”唐飞说。

除此之外，唐飞还提到，建设博物
馆、遗址公园、乡村公园，都能够很好
地将历史场景活化利用起来。“我希望
能够将论证的价值，加入文旅融合项
目，或者是建立起乡村博物馆，永远地
将它保护下来，让它的价值在这个区
域内发挥更深远的影响，延长四川盆
地人类历史的轴线。我想这些都是很
好的途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三星
堆发掘总领队唐飞做客“行走中的名人
大讲堂”。

唐飞对话传习志愿者：

考古工作者要有讲故事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