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山区文管所资料显示彭山区文管所资料显示，“，“江口沉银遗址江口沉银遗址””是一处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战场遗址是一处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战场遗址，，对研究明代社对研究明代社
会会、、经济经济、、文化等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化等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102010年被眉山市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年被眉山市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江口沉银遗址江口沉银遗址””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是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是：：东至公路东至公路，，西至河堤西至河堤，，南至岷江大桥南南至岷江大桥南10001000米米，，
北至双江汇合处向北北至双江汇合处向北500500米米，，南北外延南北外延500500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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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考古发掘
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
到明年4月30日之前，将发掘2000平方米区域

“这是首次对
张献忠沉银区域进
行考古发掘，以前
的，只能叫挖宝。” 围

堰
捞
银

11月25日进场后，工人们
实行三班倒，工地上十多辆挖掘
机不停地来回填土、围堰、夯实。
虽是枯水期，江水依然湍急。“一
天下来，也就能筑十米左右，比
陆地上施工慢一半以上。”

12 月 12 日 23 时许，围堰
只剩下不到 2 米的口子，水流
从此咆哮而过，围堰成败在此
一举。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工人
唐勇至今仍觉得“惊心动魄”。
路灯照映下，一块越野车那么
大的石头倒下去，马上就会被
水冲得不见踪影。两块石头一
起倒下去，瞬间就被吞没。

“赶快，再填土，把路基加
宽，4辆车一起倒石头。”2小时
后，决口处的路基加宽了，4辆
大货车拖着十余块大石头缓缓
驶来，后面还有4辆大货车载着
大石头待命。石头一起倒下，惊
起数米高的浪花。这次，石头没
被水冲走，后面4辆大货车的石
头又倒下去，已经露出水面。

“围到了。”河岸上响起了
欢呼声。“填土。”唐勇大手一
挥，货车加快速度。

等围堰基本结束，唐勇一
看表，已是13日凌晨3点多。他
毫无倦意，用脚狠狠地踩了踩
脚下的围堰：这条路，上百吨的
车跑都没有问题。

挖掘机来来往往，工程车
进进出出。一个月的时间，岷江
河道内，3条约8米宽的围堰垒
土而起，将河中一片数千平方
米的区域与江水分离，水落石
出，河床上鹅卵石清晰可见。河
堤上的通告和公告显示，国家
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
组建的考古队将在此区域作
业，首度发掘江口沉银遗址。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
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
这首被称为“张献忠的寻银诀”
童谣，在江口镇可谓妇孺皆知。

围堰施工队是 11 月 25 日
进场的，为防止破坏遗址现场，
都是到岷江对岸河堤外取土，
再转运数公里，从对岸建好一
条便道通向发掘区，以保证划
定的核心区域不受到影响。目
前，围堰已经完成，张献忠沉银
中心区域之一将迎来首次考古
发掘，这也是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的首次水下考古发掘。

文保部门相关人士之前解
释，传统的水下考古，比如说
（海里或江河里的）沉船，考古
队会围绕船体展开。江口沉银
遗址即便有船，也早就毁了，船
上的物品散落四处，夹杂在河
床砂石中。所以要利用围堰，把
水排干了再发掘。国家文物局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相关
人员也赞同此观点。

距离围堰还有几百米远，临江的路
边被护栏遮挡住，摄像头也多了起来，从
道路通往围堰的两条路口均有警方人员
把守，如果没有佩戴相关部门制作的证
件，任何人员一律不准入内。所有作业，
都在围堰上的监控系统下进行。

此次考古发掘区域仅有2000平方米
左右，但考虑到排水等因素，围堰内区域
实际面积已有近万平方米。工地上的工
人也收到了一道“死命令”：一律不准下
到围堰内的区域，一旦发现，马上扣3天
工资；如违法，马上移交警方。

事实上，从围堰施工队进场第一天
开始，彭山文物、公安等部门的人也一并
进场，和围堰上的监控一起，实施24小时
不间断监控。即使调整放在围堰区域内
抽水泵的位置，也必须给文物、公安部门

报告后，并有文物、公安部门人员同时在
场才能下围堰作业。作业结束，工人上到
围堰后，还要接受金属探测仪等检查，确
认无误后，才能离开。

通告明确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准使用航拍器拍摄考古现场。

虽然此次考古发掘名气足够响亮，但彭山区公安、文物等
部门只表示，明年1月初将在彭山召开通报会介绍。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考古队专家已陆续进场。此次考古
发掘项目的领队之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
究员周春水表示，这是四川首次水下考古发掘。“这是首次对张
献忠沉银区域进行考古发掘，以前的，只能叫挖宝。”

周春水说，此次考古发掘，利用江口镇政府外的公路三面
围堰，虽然围堰的面积较大，但发掘面积约在 2000 平方米左
右。如果进展顺利，到2017年4月30日之前，在发掘完批复的
2000平方米区域后，将根据情况向下游继续发掘。

为什么把发掘时间截止为2017年4月30日呢？周春水说，
因为项目是按照3个月来制定计划的，发掘工作从2017年1月
陆续展开，到4月30日，发掘2000平方米是比较合理的工作量。
到5月份，水涨起来了，所以工作时间点只能到4月底。如果有
需要再发掘，估计只有到2017年底了。

周春水介绍，最理想的是，从头到尾一下将整个遗址发掘
完。到明年1、2月份，考古队将根据发掘的情况做判断。毕竟现
在东西全部埋在水下，情况不是太了解，需要综合这个遗址以
前的破坏情况等来决定。

在周春水看来，整个方案中，围堰的难度不大，最大的难度
在考古的性质和找出江口沉银遗址的准确位置。

“项目分布范围很广，从现在的位置到岷江大桥的位置，都
算是，现在主要发掘的是核心区域。”周春水称。

12 月 26 日，围堰内，江口沉银遗址的河床已全部裸露在
外，站在岸边的高处，虽然能一览无遗，但仅能发现一些鹅卵
石。不过，多位村民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听说前几天，考古人员
在江底发掘出了一些文物。“有金子，有银锭，听说巴适得很。”

对此，现场考古、施工等人员只字不提。彭山区公安、文物
部门也拒绝回应村民的说法。

掘出文物？
无人回应村民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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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改委 26
日称，我国将优先选取符合国家
发展战略、主要社会资本参与方
为行业龙头企业的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PPP）项目开展资产证券
化。这是我国首次正式启动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

国家发改委、中国证监会联
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传统基础设
施 领 域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相关工作
的通知》明确，将积极推动严格履
行审批、核准、备案手续和实施方
案审查审批程序，签订规范有效

的 PPP 项目合同，工程建设质量
符合相关标准，已建成并正常运
营2年以上，投资回报机制合理，
现金流持续、稳定，原始权益人信
用稳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传
统基础设施领域PPP项目进行证
券化融资。

传统基础设施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启动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

长沙府天启元年五拾两金锭

西王赏功钱币

警方追回的被盗挖
“张献忠江口沉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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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安保人员把守在通往“江口沉银”文物发掘现场入口处

昨日，眉山市彭山区江口
镇的岷江岸上张贴了多张《关
于江口沉银遗址发掘的通告》
和《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水下
考古项目施工公告》。通告显
示，明年4月30日之前，考古队
将在江口大码头至江口崖墓博
物馆区间的河道内进行考古发
掘。在可目测范围内，往来者也
不难看到，岷江河道内，3条总
长约1.5公里的围堰内可以看
到裸露的河床——这就是张献
忠沉银的中心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