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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回顾岷江上游史前遗址考古工作：

史前先民聚落选址 均错开3条断裂带
■天府早报记者王小瑾

地势平坦，土壤肥沃，
取水便利，扼上下交通之
咽喉，从这里穿越龙门山
脉主峰九顶山的山谷，便
可直达成都平原西北部
的彭州境内，步行用时不
足一天。这里，便是岷江
上游地区最为重要的地
理位置之一茂县县城附
近地带。波西、勒石、沙
乌都等10余处新石器时
代遗址都聚集于此。而
距今约有5000余年、地
方文化类型遗址面积最
大、考古工作规模最大、
发现遗存最为丰富的遗
址——营盘山遗址也坐
落于此。

为深入认识岷江上
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
的文化面貌，自2000年
起，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等单位合作在岷江上
游地区调查发现了上百
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对
营盘山遗址等进行了考
古发掘。5月24日，天府
早报记者来到成都文物
考古研究院，考古专家陈
剑对历年来岷江上游史
前遗址考古工作的部分
发现进行了回顾，尤其是
岷江上游史前先民对本
地资源的认知利用，以及
对当代的启示。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专
家陈剑介绍，岷江是长江上游重要
的支流之一，也是连接青藏高原东
部边缘与四川盆地腹心地区的一
条南北纵向的交通大动脉。岷江
在都江堰以上河段为上游。不过
因为交通不便等原因，导致古人对
长江真正源头——通天河地区不
够了解，长期将岷江上游视为长江
源头。

而位于阿坝州茂县凤仪镇的
营盘山遗址就地处岷江东南岸的
三级阶地上，是岷江上游地区的一
处大型中心聚落。

此前，岷江上游地区的考古工
作基础相对较薄弱，古代文化遗址
的发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2000
年6月来，岷江上游地区开展了全
面、详细的考古调查。此后，几乎
每年专家都会到岷江上游地区进
行考古调查工作。

最近的一次，在2017年 11月
进行。2017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
院和茂县羌族博物馆继续深入推
进岷江上游地区的考古工作，组成
了联合考古队，于2017年11月1日

到11月16日对岷江上游地区进行
了考古调查工作。

陈剑介绍，在营盘山遗址的考
察中，专家发现了3座成组分布、
保存较好的大型石棺葬，出土陶
器、青铜器上百件，有2座带有2道
头厢，1座带有3道头厢，这是营盘
山石棺葬墓地首次发现的带有3
道头厢的石棺葬，也是岷江上游地
区继牟托一号墓之后考古发现的
第二座带有3道头厢的石棺葬，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而此前，在营盘山遗址还发现
了包括房屋基址 18 座、人祭坑 8
座、窑址4座等新石器时代遗址，
出土了陶器、玉器、石器、骨器、蚌
器等遗物总数上万件，而其中出土
的精美彩陶所代表的制陶业则是
整个仰韶时代手工业的最高成就
所在。可以说，多次勘探获取的实
物资料，清楚地揭示了营盘山遗址
的的内涵和岷江上游地区新石器
文化繁盛时期的基本面貌。“营盘
山遗址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有
较多高规格遗迹、遗物，表面它是
该大型遗址的群的中心聚落。”

营盘山首次发现3道头厢石棺葬

不管是营盘山遗址，还是波
西遗址、沙乌都遗址，在历年的考
察中，专家发现，这些聚落选址基
本都巧妙地避开了地震断裂带。

“包括波西、营盘山、姜维城、下关
子遗址等龙门山地区的重要史前
遗址，史前先民均错开了3条断
裂带，因此，在‘5·12’汶川特大地
震中基本未受影响。”陈剑说。

在陈剑向记者展示的他在考
察中拍摄的震后汶川龙溪寨照片
中，不难发现，虽然山脊之上的房
屋建筑损害严重，山坳内的建筑
受损较轻，而拍摄者所站地点的
新石器时代遗址则基本未受损
害。

联合考古队还对营盘山遗
址、沙乌都遗址及营盘山石棺葬
随葬陶器进行了清洗和初步整

理，并对采集土样和陶器内采集
的土样标本进行了浮选，初步发
现有粟、黍等植物标本。

在营盘山遗址所出土的各种
遗物中，陈剑发现了一些独特之
处，“我们在遗址里发现了来自南
海的海贝，包括桃、李在内的大量
果核残块，以及起源于土耳其东
南部的黑麦。从营盘山出土的炭
化植物种子可以判断，营盘山遗
址的农业生产特点属于中国北方
旱作农业。”

除此以外，考古专家在沙乌
都遗址发现了原生的文化层堆
积，清理出有叠压关系的新石器
时代文化层及灰坑遗迹，出土较
为丰富的陶器、石器。这些发现，
充分反应了古蜀先民对动植物资
源的认知与利用。

聚落选址基本避开地震断裂带

近年来，岷江上游地区的田
野考古及科技考古工作取得了很
大的发展，为古蜀文明探源提供
了扎实的实物资料。事实上，通
过历年来持续的考古发掘工作，
考古专家已基本明晰了岷江上游
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内涵，建
立了初步的文化发展演变序列。
营盘山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纳入全
国大遗址保护名单。这些考古新
发现为研究古蜀文明的渊源提供
了重要实物依据，营盘山遗址是
江源文明及古蜀文明发源地的核
心所在。

据悉，以营盘山为中心的周
边遗址进行调查，对于了解遗址
群现状有重要意义；坚持聚落考
古理念，对于增强营盘山遗址的
整体聚落布局有相当的意义，为

下一步考古工作打下了基础。陈
剑告诉记者，岷江上游的系列考
古成果即将出版成册，为古蜀文
明探源提供更多的资料。

岷江上游考古成果有望出版

营盘山石棺葬墓地

图片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