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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计划”国际合作平台
落户天府新区

蜀王金宝

4月20日，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与
神经研究院，在神经信息学、重大脑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古巴神经科学中
疾病的转化研究和精准脑健康等领域
心、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展开深入合作，实现科研成果转移转
在成都共同签署《中国（成都）-加拿
化，聚集海外高端人才，为人类的健康
大-古巴国际脑计划战略合作协议》， 福祉和中国乃至世界脑科学的发展贡
根据协议，将在天府科学城共建天府
献成都力量。
脑神经研究院和国际脑信息平台。
古巴神经科学中心副主任佩德罗
2016年9月，成都市政府与古巴生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选择落地四川成
物医药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正
都，是看中了四川在医药科研和信息
式启动了中国（成都）-加拿大-古巴脑
科技方面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电子
计划的项目合作。当天的协议签署，是
科大的信息技术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对此前框架合作协议的进一步落实。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
根据协议内容，成都将积极整合
验，通过与他们的合作，为‘脑计划’打
各方资源，充分发挥电子科技大学、四
下基础。”
川大学华西医院在学科、技术、人才
据了解，脑科学是近年来科学研
等方面的优势，携手加拿大麦吉尔大
究的热点之一，对促进脑机互交、人工
学、古巴神经科学中心等国际先进脑
智能、脑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
科 学 研 究 机 构 在 天 府 科 学 城 共 同 搭 “十三五”规划中把“脑科学与类脑研
建一个瞄准脑科学研究前沿、协同创
究”
列为百大工程的第4项。
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同时建立天府脑
成都商报记者 柯娟

奈何藩王宝
惨遭刀斧削？

创文明校园谱蓉城新声
成都市文明校园巡礼

今日关注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
盐道街小学以“厚德如盐，适融入道”为办学理念，以“做人间真盐，立天
下大道”为校训，秉持默默奉献、务实求真的教育品格和适时适度、润物无声
的教育情怀，培育自强不息、
“厚德”灵慧的盐小师生。信息技术教育、艺术审
美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是盐小的三大办学特色。办学多年来，盐道街小学先
后获得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四川省文明单位、四川省阳光体育示范
学校、四川省校风示范学校、成都市首批未来学校、成都市国际化窗口学校、
成都市数字校园试点校等众多荣誉。

破|碎|之|谜
残破出水

共十多块 多有伤痕
江口沉银遗址再发现上万件文物
追踪

石牛对石鼓，
银子万万五。

备受关注的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
场遗址考古发掘，再度取得重要成果。
在去年出水文物3万余件之后，今年经
过近3个月发掘，又出水文物1.2万余
件，其中蜀王金宝为全国首次发现的明
代亲王金宝。
4月22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彭山区
文管部门了解到，除了这枚蜀王金宝，
出水的文物中，还有两枚金宝。其中，蜀
王金宝来自蜀藩王府，被人为切割成十
几块，另外两块金宝上，有“定、荣”字
样，初步判定是属于定王、荣王金宝的
残存部分。据介绍，这些金宝上，许多都
有被斩、砍的痕迹。金宝为何破碎？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蜀王金宝和其他残损的明代金
宝大大小小共有10多块，并非都是从二期考古发掘里出水
的，
也并非集中在某个小地方，
发掘现场多处都曾发现。
曾与刘志岩共同负责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考古
一期发掘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周春水在
2017年3月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出水的文物
中，
有被斩开的金印，
但有多少个还没有统计出来。
成都商报记者从彭山区文物部门了解到，周春水所称
的在一期发掘时出水的金印，正是此次公布的部分金宝，二
期也发现了金宝的残损部分。
“有的金宝只有龟钮，有的金宝是一块黄金，也有比较
大的金宝残部，比如蜀王金宝。”彭山文物部门相关人员介
绍，一开始，大家以为是其他首饰等，但随着发掘的越来越
深入，在发掘区内出水的金宝越来越多，大家才有了基本的
判断——这是明代的金宝，特别是蜀王金宝上因有“蜀”字，
很快就凑在了一起，
更加证实了大家的判断。
这些金宝上，许多都有被斩、砍的痕迹，周春水说，从痕
迹上来看，是用工具斩开的，一种解释是：张献忠想把抢来
的金银融化掉，
作为军饷来用。

蜀王金宝

金宝啥样

另外两枚

“定、荣”字样 镌刻其上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以及金宝上的“蜀”字，考
古人员断定，本次出水的金宝当来自蜀藩王府，此
外发现的刻有精致花纹的金碗、银碗等也应属于
王室所有。
“从蜀王金宝就可以想见，
当年张献忠在蜀王
府抢了多少财宝。
”
刘志岩说，
不仅是蜀王金宝，
还发
现了另外两枚龟钮，
这也意味着，
目前可以确定发掘
出水的金宝已有三枚，其中，蜀王金宝来自蜀藩王
府，
被人为切割成十几块，
另外两块金宝上，
有
“定、
荣”
字样，
初步判定属于定王、
荣王金宝的残存部分。
刘志岩说，明代金宝一般会有四个字——某
王之宝。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资料，
在明朝，
明思宗朱
由检第三子朱慈炯，
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封为
定王。
而朱由枵、
朱慈炤，
朱由桢等都曾被封荣王。
这两枚金宝是不是他们的？什么时候被张
献忠及其部下所抢？目前这些还没有更多的信
息显示。

独创
“游戏化评价”
绿色植物
“攻占”
校园

外观

现状

为啥破碎

砍成小块 方便携带？
刘志岩分析，之所以这些金宝被砍成了10多块，一来可能
张献忠等人只是将其当做黄金，砍掉是方便携带；另一种原因
可能是金宝是明朝亲王权力的象征，张献忠等人有意将其砍
成多块，
以表达对明代朝廷、权力的破坏、蔑视等。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一枚完整的金宝边长10多厘米，黄
金的密度为19.26g/cm3，一枚完整的金宝重量可达七八斤。而
这枚蜀王金宝，大概就是5厘米多一点，如果完整的话，精美程
度不言而喻，
重量也应该有两三斤左右。

修不修复

被人为
切割成多块

蜀王金宝现身背后
更多精彩扫码看

术教育与审美相结合的原则，
通过多
角度全方位的课程系统建设提升盐
小孩子的艺术审美素养，
创设了极具
特色的盐小社团课程。
同时，
学校每个年级都设置了艺
术审美拓展课程，
并编辑了系统的教
材，以走班制的方式，将中国民间传
统艺术和世界经典艺术瑰宝带入课
堂教学。
与此同时音乐美术教师还细
心指导学生参与各级各类比赛、展
览、演出，为盐小的每个孩子精心搭
建起展示自我艺术才能的舞台。

创意满满的艺术墙、暖心的亲子浮雕……在成都市双林小学，这类特色
人性化设计随处可见。学校秉承“科创+人文”的“双馨”教育理念，引导儿童
在美好影响中走向美好。学校也因此获评
“成都市文明校园”
荣誉称号。

明代亲王
在藩地发布政
令及与中央书
信往来的信鉴

下为金
印章，
印章
，刻有篆
书“蜀”字，上
面的钮是乌
龟造型

盐道街小学校园活动

今日关注 成都市双林小学

作用

上饰乌龟 底刻篆字
围堰外，岷江奔腾，围堰内，红色的砂石裸露
在外，考古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相关工作。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中心主任、
该项目负责人刘志岩在之前的通报会上介绍，今
年的围堰有1公里长、130米宽，发掘面积约为1万
平方米。1.2万余件文物，便埋藏在这片江底。包括
这枚国内首次发现的明藩王金宝。
明朝藩王金宝，也被叫做金印章。刘志岩说，
根据明史记载，册封亲王时往往会用到金册或金
宝。不过每一代藩王都会有自己的金册，而每个王
府拥有的金宝则只有惟一一枚，作为明代亲王在
藩地发布政令、与中央书信往来的信鉴，每个藩王
府唯一的一枚金宝，在分封时就代代传袭。因其数
量稀少，因此较金册显得更为珍贵。
不同于一期大名鼎鼎的“虎钮金印”，金宝的
造型类似于“玉玺”，下为金印章，上面的钮是乌龟
造型。成都商报记者看到，这枚蜀王金宝由于长期
埋在江底，色泽暗沉，不仅印章面有残损，印上的
龟钮已经断了，所幸，印面仍可清楚辨识出底部篆
书的“蜀”字。

三大办学特色
彰显
“厚德如盐”
的校园文化

在盐道街小学，
以
“信息适融”
为
理念的信息技术教育，
注重把技术运
用聚焦到对“人”的发展上，
助力学生
未来多元发展。
盐小1997年建立校园
网，
开始探索信息化环境下如何开展
教育教学工作，
2007年启动的“e网腾
飞”
工程、
2010年启动的
“现代化推进”
项目、
2013年启动的
“未来学校”
项目，
结合锦江教育现代化发展步伐，
全面
提升了学校教育现代化品质。
盐小门类齐全的艺术教育，
多年
来，
学校在艺术教育上一直实践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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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破坏 暂不确定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虽然目前具备修复金宝的条件，
但专
家组成员多次商议，
对于是否修复金宝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一是担心修复过程中可能对金宝产生破坏，还有一种想
法是，如果接下来还要继续发掘的话，想等等看能不能发掘到
完整的金宝或者更多金宝残损部分。”彭山文物部门相关人员
介绍说，它太美了，太珍贵了，大家都很期待缺失部分能早日
重现。不过，这些金宝缺失的部分在何处？江口水域下还有哪
些珍贵文物？是否还有金宝？还有多少枚金宝？都要等到进一
步的发掘方可知晓。
根据之前的发布会上信息显示，二期考古结束后，考古人
员将制定下一年度考古工作方案，对已出水文物分析检测与
修复保护，发布2017年度工作简报及文物图录，策划出水文物
展览，
推动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建设。
刘志岩表示，
下一步是否进行第三期发掘，
何时进行，
都还需
要国家文物局批准。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图据省考古研究院

编辑 郑然 美编 黄敏 校对 田仲蓉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双林小学的校园
双林小学的科技馆有“绿色植
革 又 有 新 突 破 。独 创 的“ 游 戏 化 评
物 王 国 ”之 称 ，馆 内 不 仅 科 技 感 十
价”结束了“一张试卷定乾坤”时代，
足，而且为给孩子们科普植被，让他
将游戏评价纳入期末成绩占30%。为
们能随处找到科学的影子，这些植
公平起见，
“ 游戏裁判”由家长志愿
被甚至被融入了日常的学科课程。 者和校外评价员组成。
“ 馨”课程改
比如，美术课里加入了色彩比例分
革的成绩让学校也因此被评为2016
析，让动植物美学不再抽象难懂。该
年度“中国教育微创新年度学校”。
校也是“成都市科普体验基地”
“中
正如学校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以
国少年科学院科普教育示范基地”。 “双馨学堂，秀木成林”为引领，把班
在特色课程建设方面，针对学
级文化建设作为重中之重。为增强
科课程过早分化、课程内容重复交
孩子们的环保意识和阅读习惯，学
叉、课业负担过于沉重等现状，双林
校打造书香班级，通过摆放绿色植
小学早在2016年便以培养具备基础
物，制作植物名片等方式，让孩子们
的健康素养、科学素养、人文素养的
了解植物，学会养绿、护绿。而在社
现代小公民为目标，实施覆盖儿童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上，各班用
整体生活，推动学校课程低段全面
童趣和生动的手法，帮助孩子们牢
融合、中高段充分融合的“馨”课程
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
改革。
容，
培育和指导孩子们积极践行。
去年，双林小学的“馨”课程改
（樊英 赵雨欣 图片由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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