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日，成都商报记者来到眉山市
东坡区修文镇十字卡村，写有“东坡
故园”管理办公室的房屋内，摆放着
年代久远的木制家具和石刻等。在十
字卡村的多位村干部和村民带领下，
成都商报记者在一个房间内见到数
十块长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
10厘米的青砖。这些砖头上沾满黄
土，印刻有“有宋大宗伯苏公墓”“司
农少卿苏公之墓”“白鹤翁墓”“东坡
曾孙白鹤翁嗣”“东坡元孙”等字样。
砖的旁边，摆有简单的说明：苏符墓
砖、苏山墓砖、苏植墓砖。

在屋内的一块残缺石碑上，镌刻
着“据墓砖所载系东坡曾孙考”“光绪
拾年岁次甲”等字样。在另一间房内，
墙上挂着一幅墓碑的拓印，拓印上可
看出，该墓碑正中刻“宋礼部尚书苏
公符白鹤翁墓”，落款为清光绪十年
（1884年）刘崇德等立。

“这些就是苏东坡后人的墓碑和
墓砖，苏符是苏东坡的孙子，这是他
的墓碑和行状碑，真迹已送至三苏祠
博物馆了。”修文镇十字卡村村干部
黄晴称。

对于这些砖从何而来，村民们
称来自村里的墓地，但他们不愿意
细说具体出土地址。究其缘由，多人
表示，曾有人半夜来撬砖，说出来怕
引起意外。

“仅苏符的墓砖，在十字卡村

就发现有两千多块。这在全国苏氏
遗迹中，属于实物最多体量最大
的。”十字卡村位于眉山市铝硅产
业园区内，该园区党工委专职副书
记王龙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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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达州宣汉罗家
坝遗址新石器时代考古再出成果。
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对罗家坝遗址进行了第四
次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300平方
米。发掘表明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厚度
1.5~3米，涵盖新石器、商周、汉代三个
时期，共清理了不同时期的墓葬、灰
坑、沟等各类遗迹近百处，出土陶器、
石器、铜器、铁器等各类小件近千件。
考古人员称，新石器时期遗存的发现，
是此次发掘的最大收获。

遗址农业作物总量很少
渔猎采集经济占重要地位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队
副队长、罗家坝遗址发掘领队陈卫东
介绍，新石器时期遗迹主要有灰坑和
水沟。“灰坑多为圆形、椭圆形、不规则
形，保存状况较差，填土中包含有陶
片、石块、兽骨、炭粒、烧土颗粒等。”

除此之外，遗物主要有陶器、石
器。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少。
纹饰中以素面、绳纹为主。可辨器型有
花边口卷沿鼓腹罐、花边口折沿深腹
罐、卷沿折腹盆、敛口钵、高领壶等，多
为平底器。

石器中磨制石器少，打制石器多。
磨制石器有石斧、石镞、磨石、石砧等，
其中饼状磨石的数量最多；打制石器
多为燧石细石器，细石叶最多，另有石
核、石片、砾石、砍砸器、小石器等。

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罗家坝新
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在距今5300~
4500年之间。环境土样信息分析表
明，罗家坝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中晚
段，气候转暖，阔叶树增多，以针阔混
交林为主，林下蕨类植物茂盛，气候
暖湿，罗家坝新石器时代与东周时期
的缺环，可能与距今4000年前后的气
候干冷事件有关。

罗家坝遗址的农业作物有稻、
粟、黍等，但总量很少，石器分析表
明，渔猎采集经济在罗家坝遗址的生
业模式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罗家坝遗
址多学科参与式发掘，立体式地呈现
了嘉陵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自然环
境、生产生活方式。

嘉陵江流域目前发现的
延续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此次发掘的新石器时期堆积较为
深厚，局部厚度达3米，堆积层次较多，
遗迹较为丰富，出土器类较多，器型演
化规律清晰，可将罗家坝新石器时期
遗存分为四期。罗家坝遗址是嘉陵江
流域目前发现的堆积最厚、延续时间
最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罗家坝遗址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宣
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地处渠江
二级支流后河左岸的一级阶地上。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于1999
年、2003年、2007年先后三次对其进行
了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1000平方
米。发掘表明罗家坝遗址不仅是我国
目前所知面积最大、保存最好、文化内
涵最丰富的巴文化遗址之一，同时还
是一处十分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陈卫东说，罗家坝遗址与广元、巴
中等地的新石器遗址群一起，正在逐
步构建川东北地区嘉陵江流域新石器
时代中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此次
发掘的罗家坝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
无疑是出土遗物最为丰富、器物演变
序列最为清晰的遗存，为认识该地区
新石器晚期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十分
重要的新资料，对构建长江上游地区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
探讨长江上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与演进
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罗家坝遗址发掘现场

达州罗家坝遗址考古再出成果

新石器时代
川东祖先靠渔猎为生

年初办理了1000元的业务
后，艾普宽带用户何先生在10月
份的时候遭遇断网，之后他打了
约一周的艾普售后客服热线，始
终未能接通。他的经历在微博上
引起不少用户共鸣，其中包括陈
先生——他在今年年初也办理了
艾普宽带2000元5年宽带服务
的套餐，但网上一则“艾普公司人
去楼空”的帖子让他有些心慌。

日前，成都商报记者在七家
巷一大楼内找到艾普公司的办公
地，该公司成都地区一负责人称，
由于业绩“断崖式下滑”，公司裁
撤了部分客服和维护人员，导致
目前处理用户问题较“迟缓”。他
透露，目前他们正在和一家公司
洽谈业务合作，“合作达成后，用
户问题的处理会更及时。”

眉山确定苏东坡家族墓地地址眉山确定苏东坡家族墓地地址
明年或迎来首次考古发掘明年或迎来首次考古发掘

葬于眉山十字卡村
苏东坡家族14代24人

“一门三父子，都
是大文豪。诗赋传千
古，峨眉共比高。”关
于三苏父子在四川留
下的遗迹，最负盛名
的当属三苏祠。不过，
苏东坡的家族墓地在
何处，却鲜为人知。

前日，苏东坡孙
子苏符、曾孙苏山等
人的一批墓砖首次
大面积出现，让眉山
修文镇十字卡村村
民口中代代相传的
苏东坡家族墓地再
次引起关注。眉山文
物部门表示，此地确
系苏东坡家族墓地。
成都商报记者根据
《眉州苏氏世系表》
不完全统计，该村共
有苏东坡家族14代
24人以上埋葬于此。

眉山市东坡区文
物部门表示，此地或
还有苏东坡家族中其
他人的墓地，等明年
文物部门启动首次考
古发掘之后，会有更
确切定论。

眉山市东坡区文物部门表示，这些
实物加文献能证明，此地有苏东坡孙子
苏符之墓，至于苏山、苏植等人的墓是否
在此，仅有墓砖，暂无更多证据，但结合
史料记载，基本能确定此地为苏东坡家
族墓地。不过，这些墓遭破坏严重，文物
几乎损失殆尽。眉山市政协副主席杨常
沙曾任三苏博物馆馆长，其表示，苏东
坡的后人苏符墓、苏山墓在此，苏符墓
碑和行状碑确在三苏祠博物馆。

眉山市东坡区文物部门表示，此

地或有苏东坡家族中其他人的墓地，
等明年文物部门启动对此地首次考古
发掘之后，会有更确切的定论。但此次
发掘的细节，文物部门并未披露。文物
部门称，当地许多墓室多年前就已破
坏严重，只有抢救性发掘，才能让更多
历史信息浮现，得到更准确的定论。这
不但有助于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更
有利于对苏坟园进行科学保护和修
缮，有助于当地的开发利用。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摄影报道

村庄现苏东坡家族墓砖
刻有“东坡曾孙”等字样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当地“苏
坟园”的称呼沿袭了几百年。在修文
镇苏坟园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成
甫带领下，成都商报记者进入村民口
中苏东坡家族墓的范围。柑橘树满山
遍野，几座建在山腰的坟墓格外引人
注意，坟墓除大小不同，造型均差不
多：一块红砂石墓碑后，坟墓呈半圆
形，四周以砖建椭圆形围栏。据王成
甫介绍，其中包括苏东坡爷爷苏序、
姐姐苏八娘、孙儿苏符等人之墓。

在标有“苏符之墓”的一块墓地
上，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围墙所用的
砖颜色不一。王成甫等人解释，下面
颜色深的砖是墓地原有的，颜色浅的
是后期恢复时所建。

对于苏符，王成甫等人介绍得格
外详细：十字卡村是唐朝以来苏味道
的眉州后人祖居之地，其族人死后很

多安葬于此，被称为苏坟园。苏符是
苏轼长子苏迈之子，也是苏轼兄弟的
众多子孙中官品最显赫的一个（礼部
尚书，正二品）。据史料记载，苏符晚
年致仕，返回蜀地，就再也没有出去
过。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苏
符逝世，朝廷追授眉山开国伯。

在苏符墓不远处，还有一座墓赫
然写着：大唐宰相苏味道之墓。《眉州
苏氏世系表》显示，苏东坡祖先苏味
道、苏份、苏瑗、苏诜等及苏东坡后人
苏符、苏山、苏植等人均葬于此。据成
都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该村共有苏
东坡家族14代24人以上埋葬于此。

王成甫表示，由于历史原因，这
些墓地曾被破坏严重，如今这些墓经
过修缮。“现在已经完成了苏味道、苏
序、苏符、苏八娘等5座陵墓的修缮，
完成了三苏父子的衣冠冢。”

“苏坟园”称呼沿袭几百年
包括东坡祖父、孙子等人之墓

实物加文献证明
将进行抢救性发掘

部分用户断网 热线无人接听 网传“办公地址人去楼空”

艾普宽带怎么了？用户心慌
艾普公司：业绩下滑加裁员，致处理用户问题较“迟缓”，正与其他公司谈合作

“网上能找到的客服电话，打
了好几天，没一个人接。”10月27
日，遭遇断网的艾普宽带用户何先
生在微博上抱怨。他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自己是艾普宽带的老用
户了，今年2月中旬，他参加了当
时艾普宽带推出的活动，“1000元
两年，送一年。”他向记者展示的
收据上显示，套餐名称为“1000元
_36个月”。

“官网上有两个热线，我打了

一个星期。”陈先生的微博引发不
少网友“共鸣”：“我也是”“我们家
也是”……还有网友关心：还有一
年多的网费，怎么办？同是艾普用
户的陈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
在年初参加了2000元享受5年宽带
服务的活动，“四五天前发现网断
了，两个热线也打不通。”

记者了解到，截至昨日，何先
生和陈先生家里的宽带仍未修复
接通。

日前，成都商报记者多次尝试
拨打艾普宽带的两个售后热线，均
被告知“话务员席忙”。登录艾普宽
带的官方网站，网站“最新活动”页
面停止在去年10月份；艾普宽带官
方微信的最后一次更新也是在今
年10月份。

通过官网上去年的一则招聘
代理信息，记者联系上一位女士，
但她解释自己只是第三方代理，

“现在有人来我们这里办理艾普的
宽带业务，也办不成了。”她称，艾

普曾在利民巷有一处办公地址。不
过，记者赶到那里时被附近保安告
知，艾普网络已在去年搬离，“搬到
迎宾大道去了”。

网络上另一则“艾普公司人
去楼空”的帖子，让用户陈先生
更加心慌。帖子称，艾普网络位
于迎宾大道的办公地址人去楼
空，图片上贴有“艾普网络”的玻
璃 大 门 紧 闭 ，办 公 室 内 只 有 座
椅、办公桌等，“地上和门上已经
有很多灰尘”。

“现在我们的办公地址在七家
巷。”昨日下午，记者辗转联系上艾普
公司成都地区负责人胥先生，并在七
家巷一栋大楼内见到了他。大楼内略
显凌乱，除了艾普的办公楼层，其余
各层均在装修。7楼“四川省艾普网络
有限公司”对面是该公司桂王桥客服
中心，一名用户正在大声争执。

“今年下半年，艾普宽带业绩出
现断崖式下滑。”他解释，另一方面，
曾有一家公司从10月份开始对艾普
进行托管，“期间用户的费用都交到
对方公司那里”，之后引发了连锁反
应。“今年8月份前后，我们从迎宾大
道附近的办公地点搬到这里来了。”
他称，公司同时也裁撤了部分客服

和维护人员，“现在客服人员很少，
热线处理不过来；用户网络维护处
理起来也比较迟缓。”他补充，“现在
成都地区我们有30万左右用户，大
约10%出现断网情况。”

他还透露，艾普网络方面正在
和另一家公司洽谈业务合作，“目
前进展比较顺利。”他称，合作达成
后用户的权益会得到保障，“大概3
个月左右，用户关于网络以及费用
等问题相信会得到更及时的处
理。”此外，他建议，目前用户可以
去艾普在市内的客服中心现场反
映问题，“肯定能受理，只是处理起
来会迟缓一些。”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摄影报道

记者体验/ 售后热线无人接 网传办公地址人去楼空

艾普公司/ 宽带业绩下滑+裁员 致用户问题处理迟缓

艾普用户/ 10月份断网 连打几天客服电话没人接

罗家坝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年
代在距今5300~4500年之间。
据介绍，罗家坝遗址是嘉陵江流
域目前发现的堆积最厚、延续时
间最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
的农业作物有稻、粟、黍等，但总
量很少，石器分析表明，渔猎采集
经济在罗家坝遗址的生业模式中
占据了重要地位。

眉山市东坡区修文镇十字卡村，苏东坡曾孙残缺的墓碑

苏东坡孙苏符墓碑拓本

十字卡
村村民拿着
苏东坡孙苏
符的墓砖

何先生办理艾普宽带的收据

艾普网络在七家巷的办公地点大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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