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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年前 /
偶然发现
温泉泉华上有许多手脚印

章典的学术背景并非考古，
而是地质地理，他长期从事地貌
及自然环境研究，曾在香港大学
地理系任教多年。他告诉记者，
1988年他在青藏高原考察的时
候，就在邱桑村现代温泉附近发
现了一组距今约1-2万年左右的
古人类手脚印。

“最初发现那组手脚印纯粹是
偶然的。”章典说，“邱桑村那一带
（位于拉萨市堆龙德庆区）有很多
由于地热原因形成的温泉。我当时
在那里进行地质考察，在温泉的泉
华上发现了许多手脚印。”

泉华是温泉水中所含的矿物
质（如碳酸钙等）在地表长期沉淀
而形成的疏松多孔硬质地貌。

那么硬的泉华，手脚印是怎
么印上去的呢？

“这些碳酸钙一开始是以软
泥的形式沉淀在泉口周围，并且
随着泉水的涌出越积越厚。”章典
说，“高原上的古人类就在这些软
泥上压下了自己的手脚印。当软
泥渐渐固结成岩后，这些印记就
永久保存了下来。”

2018年 /
再次科考
找到20万年前手脚印

2018年，章典来到广州大学
任教后，仍念念不忘这些古老的印
记。2018年10月，他与王蕾彬博士
和研究生王晓晴在第二次青藏科
考的过程中，有了新发现：在邱桑
村雄曲河附近的古泉华沉积上，一
组包含了5个手印和5个脚印的“岩
面艺术”暴露在地表。泉华沉积早
就脱水并固结成岩，但古人类的手
脚印作品经历了岁月的洗礼，被
几近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研究人员对这些手脚印进行
了一系列模拟分析和形态定量分
析，确认它们并非后期刻画而成，
就是在泉华没有成岩之前由古人
类压出形状的，并且当时距今年
代应该远不止一两万年。

为了得到这件古老艺术作品
的准确测年，西安交通大学同位
素实验室的程海教授和他的研究
小组与章典带领的广州大学团队
通过多次取样和反复检验，最终
确定：这块“艺术岩版”的表层年
代为距今16.9万～22.6万年之间，
这其中包含了一个手指印的直接
测年年龄（18.7万-20.7万年）。

四川南充嘉陵区的一个住
宅小区电梯加装工程一开始，便
遭到一、二楼几户不同意加装电
梯的住户阻挠而被迫停工。事
后，该单元楼四至七楼14名住户
将一、二楼5户住户起诉至法院。

12月6日，记者采访获悉，
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日前对
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阻挠电梯加装施工
一二楼5户居民被起诉

“公园大地”小区位于四川
南充市嘉陵区，小区内有电梯
房，也有多栋“6+1”户型的房
屋，但没有电梯。引发电梯加装
施工纠纷的是一栋“6+1”户型
的其中一个单元楼，该单元楼
共28户住户。

2019年9月，涉事单元楼的
24户业主签字达成《既有住宅电
梯增设协议书》，同意在本单元
加装电梯，并于同年9月4日向社
区提供了业主意见表。2020年3
月24日，住宅所在都尉坝社区居
委会根据规定，将相关资料在单
元楼入户门上张贴公示。

2020年4月7日，居委会出
具《公示结果确认书》，确认公
示期间内无相关利害关系人提
出异议，符合实施条件。

事后，愿意出资的14户业
主就电梯加装费用达成一致
意见，并与四川伟壮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签订了“加装电梯合
同”。2020年4月，四川省兴发
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出具
新增室外电梯工程设计图。后
经嘉陵区各政府部门批准同
意，2021年1月29日，嘉陵区城
乡建设局颁发了《建设工程施
工许可证》。

2021年3月14日，四川伟壮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场施工，
住在一、二楼的郑某、王某、任
某、罗某等住户出面阻挠，电梯
公司被迫停工。其中，阻挠施工
的王某、任某曾在前述协议书
和意见表中签过字。

电梯加装施工受阻后，该
单元楼四至七楼的14户住户将
一二楼5户住户起诉到嘉陵区
人民法院，请求判决5住户停止
阻碍施工的行为，配合履行该
单元电梯加装合同。

二楼住户：
加装电梯房屋将贬值

罗女士是一开始就对单元
楼加装电梯持反对态度的业主
之一，她家住在涉事单元楼二
楼。“加装电梯后，他们高层住
户的房屋价值肯定比以前高，
但 我 们 低 层 的 房 屋 却 贬 值
了。”12月5日，罗女士告诉记
者，当初购买房屋时，就是因
为考虑到没电梯才买的二楼。
也正是因为没有电梯，当时低
楼层房价比高楼层的高出很
多。而且根据现在确定的电梯
加装设计图，电梯位置正对自
家客厅，严重影响客厅采光，甚
至侵犯隐私。

罗女士说，提议加装电梯
的业主最初在征求意见时，提
到“邻墙加装电梯”，后来却改
变了设计方案，这也是有些住
户原本同意加装电梯后来又反
对的原因之一。

一位提议加装电梯的业主
对此解释说，电梯加装位置的
更改是因为消防问题，设计公
司也是经过多方考虑才这样选
址的。

法院判决
立即停止对施工的阻碍

法院审理认为，既有住宅
增设电梯属惠民工程，目的在
于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高居
民生活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
的规定，相邻关系人应当按照
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
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
关系。如对低层业主的房屋采
光、通风等产生影响，可另行主
张权利。

12月3日下午，嘉陵区人民
法院一审宣判，原告加装电梯
的行为合法有效，被告不应对原
告加装电梯的行为予以阻挠，对
原告请求各被告停止阻碍电梯
安装施工予以支持，相关被告人
在判决生效后立即停止对加装
电梯工程施工的阻碍。

一审宣判后，有被告业主
当庭提出上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王超

邱桑温泉古人类手脚印因何入选2021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20万年前未知古人类的艺术

或颠覆认知

“这些具有艺术创作萌芽的岩
面艺术显示，这一古老人种具有形
象思维能力。并能通过在软泥上压
制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人类区别
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章典
说，“另外，在软泥上塑型也是一种
新发现的古人类艺术创作形式。”

此外，根据手掌印的大小，他们
推测这组手印是两个小孩留下来的，

“都是很小的手印。当然也不排除是
身材极为矮小的古人类的可能性。”

两个孩子可能出于好奇或顽
皮而在温泉软泥上印了几个手印，
能够称之为艺术吗？

“古老的艺术大多就地取材，
题材多是创作者熟悉的事物，比如
他们驯养的动物或猎物，当然也包
括人类自身。”章典说，“除了人形
雕塑外，手印也是洞穴艺术中很常
见的一种符号。事实上，手印不仅
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这种形式
一直延续至今——好莱坞星光大

道上的明星手印，难道不是一种艺
术留痕吗？”

章典告诉记者，艺术产生的时
间很早，“从艺术史的角度讲，艺术
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

这些古老的艺术大多保存在
隐秘的洞穴或相应地层中。有些以
绘画的形式呈现，比如南非布隆博
斯洞穴中砾岩上，就有距今7.3万年
的抽象网纹岩画艺术；有些则以雕
刻的手段实现，比如南非的岩洞中
距今约6万年鸵鸟蛋壳雕刻等。

“当然也有非常有创意的方式，
比如将手掌放在岩壁上，把颜料吹
上去，得到一个个手印轮廓等。”章
典认为，这些手脚印之所以可以被
视为艺术，因为它是人对其肢体的
印像模仿，并存在有意的图案组合。

“艺术的出现是人类演化的里
程碑，哪怕只是几个刻意而为的手
印，也意味着这样的行为已经超越
了仅为生存而不得不完成的动作。”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327期开奖结果：328，直

选：13932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42669注，每注奖
金173元。（43928279.5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327期开奖结果：32805，
一等奖189注，每注奖金10万元。（289517560.12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141期开奖结果：
404700+13，一等奖：2注，每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1
注，每注奖金561485元；三等奖：20注，每注奖金3000
元。（275551982.6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2月7日)

体
彩

福
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327期
开奖结果：935。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21140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5 10 16 26
27 33 蓝色球号码：01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 虽然2021年还未过完，
但全球最权威的考古学术期刊
《考古》杂志已经胸有成竹地评出
了今年的“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 备受瞩目的埃及“失落的
黄金城”——位于帝王谷卢克索
的古城遗址阿顿（Aten）位列榜
单第一。紧随其后的便是由我国
学者、广州大学教授章典等人在
西藏邱桑温泉发现的古人类手脚
印，也是迄今为止世界发现的最
早的古人类艺术遗迹。

■ 同时，这也是2021年度
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中唯一入选的
中国考古成果。

■ 12月6日傍晚，章典告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他也是
直到前一天才知道该成果入选世
界十大考古发现的事情。“惊喜是
有一点的，在微信群里发了红
包。”他笑着说，“至于这项发现本
身，其实之前很久就已经在国际
上轰动一时了。”

章典发现的第一批手脚印大
约有50个，而当他2002年故地重
访的时候，遗憾地发现：那批手脚
印只剩下不到20个了——当地人
得知那是远古人类按压的手印
后，将其视为祖先留下的印迹，时
常去膜拜和抚摩，一些印迹就这
样渐渐被磨没了（2018年找到的10
个手脚印是另一批）。

然而，这些“艺术家”却并非我

们真正的祖先。
“邱桑温泉附近的手脚印创作

的年代，要大大早于智人走出非洲
的年龄，因此该岩面艺术是由未知
古老人种所创作的。”章典解释道，

“这一发现可能颠覆目前认为智人
最聪明的看法，因为同时代在非洲
的智人并没有发现有这种艺术创造
能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两个孩童在温泉边的
软泥中嬉戏，他们觉得软泥
中自己的印迹非常有趣，便
就地取材，积极“创作”：用
力按压软泥后，再小心翼翼
地挪开手掌脚掌……

通过这组手脚印，
研究者们可以大致还原
约20万年前的那个场景

这两个顽皮小孩的身
影，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但他们的作品却被后来的泉
水沉积掩盖，并保存下来，直
到被科学家们发现，让他们
成为人类最早的一批“艺

术家”。

最早
“艺术家”

发现
过程

两个小孩留下来的
或是身材极矮小的古人类

可能颠覆
“智人最聪明”的看法

意义
重大

阻挠加装电梯施工

5户一二楼住户
被楼上邻居起诉

邱桑遗址位置及古人类手脚印化石标本图

古人类手脚印就是在此处发现的

邱桑遗址新发现的手足印化石
的颜色渲染3D模型

这是
艺术

12月7日，记者从成都市公
安局获悉，近日成都公安破获
部督特大命案积案。

2006年12月24日，四川成
都邛崃市高埂镇裕民路发生一
起杀人纵火案，造成3名女性死
亡。案发后，公安机关抽调精干
警力成立专案组，全力展开走
访排查工作，但因当年破案手
段有限，案件一直未有进展。

15年来，每年省、市、县三
级刑侦部门都要对该案开展案
情研判和工作部署，“12·24”案
件也成为不少民警的心病。民警
李志飞是当年的专案组成员之
一，退休时专门把一本泛黄的笔
记本交给徒弟董锐，上面密密麻
麻写满摸排笔记。“一定要接着
查下去！”李志飞叮嘱董锐。在
四川邛崃公安，这样的笔记本
共有378本，全部保存完好。

2020年公安部开展命案积
案攻坚行动后，该案被列为部
级督办案件。同年12月24日，公
安部命案积案攻坚督导组主要
负责人率队督导该案，侦查工
作持续加码。

当年担任这起重大杀人案
DNA鉴定任务的是成都市公
安局物证鉴定所DNA实验室。

该实验室成立于2002年，是我
国较早成立的刑事科学技术
DNA实验室之一。

通过案发现场血迹获得
了嫌疑人若干个普通数据，在
当年对近千人进行了大范围
的对比工作，但始终未能找到
这个案犯。

随着成都公安检验技术的
不断进步和发展，实验室分别
在2010年、2014年、2017年根据
行业内的要求，用不同的实验
技术将基本数据不断扩展，使
其更加精确。

今年10月，经过对DNA数
据的新一轮分析研判，当实验
室结果出来后，那个消失长达
15年的嫌疑人终于找到了。

11月9日8时，一男子出现
在西藏昌都丁青县一冻货店门
口。当男子进入店里后，早已在
周边布控的专案组民警将其当
场抓获，此人正是徐某辉。

经突审，徐某辉对15年前
在邛崃市高埂镇杀害三人，并
纵火焚烧现场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至此，这桩长达15年的部
督特大命案积案成功告破。目
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据央视新闻

追凶15年
成都公安破获部督特大命案积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