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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物丰富
从汉代延续到近代

桥津上街遗址位于新津县五津
镇，地势平坦，西侧紧邻岷江干流金
马河，因曾为新津县治所在地，故至
今仍有“新津老县城”之称。为配合工
地施工，从去年9月开始，成都文物考
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就在这里进行
发掘。

在近现代遗迹发现有灰沟，灰
坑，发酵池等。出土遗物有酱釉灯、彩
釉咖啡杯、“农业学大寨”瓷碗勺等，
还有不少子弹壳和弹头。而在清代遗
迹主要是墓葬，已清理24座，大致可
以分为石室墓，砖室墓和灰椁墓三
类。出土遗物有酱釉罐，碗，花卉纹
杯，葡萄纹盘，“永乐年制”伪托款杯，
玉璧底碗等。

明代遗迹主要是房址F1，房屋主体
为木结构建筑，残留有多个方形和圆形
柱础，柱础内填鹅卵石。以F1为中心，房
子周围发现有石条垒砌的水井，灰坑，
排水沟等与房子有关的生活配套设施。

“F1上叠压大量建筑构件，有琉璃釉瓦
当、兽面纹瓦当、‘王’字瓦当、筒瓦、板
瓦、滴水及大量生活瓷器。”据发掘现场
负责人杨洋介绍，从这些构件也足以看
出，房屋等级较高。

而在唐宋时期遗迹发现有排水系
统、灰坑、灰沟和房基。排水系统经过精
心规划，与南部河道相接，系先挖基槽，
然后用石板砌筑，顶部覆盖石板，现大
部分已经被晚期人为活动破坏。唐宋时
期遗物有圈足碗、黑釉盏、酱釉罐、、五
足香炉、三彩器等。

“此次发现的汉代遗迹最为重要。”
杨洋说，目前桥津上街安置房项目汉代

遗址发现灰坑20余个，灰沟8条，房址9
座。通过仅存柱洞和基槽和卵石堆积、
瓦片等建筑构件发现较少可以推测，这
些房屋屋顶以覆盖茅草为主。遗址主体
时代为西汉时期，发现有西汉时期典型
陶器如釜形鼎，折腹钵，釜，瓮，凸棱纹
盆，甑，卷云纹瓦当，菱形花纹砖，半两
和五铢铜钱等。

汉代商旅坊肆性质房址
成都平原首次发现

据考古人员介绍，此次考古项目是
迄今为止发掘面积最大的汉代遗址。

“其中发掘的房址F7比较有意义。”杨洋
介绍，这一处遗址面积约150平方米左
右，门道处铺着卵石，进去之后能够看
到陶器的堆积区，房址西侧一边发现有
卵石砌筑包边的挡墙，排水设施由西北
通向东南方向的古河床。

房屋中心留有大量的灰烬堆积，
是烧火留下的灰烬，旁边十多米还发
现有陶灶。“由于洪水肆虐，遗址上方
形成了一米左右的淤积，这也使得遗
址保存比较好。”杨洋说，目前推测这
里是汉代商旅坊肆性质的房址，有可
能就是一个餐馆，这也是成都平原首
次发现汉代的具有商旅坊肆性质的房
址，由此也可以推断出这里在当时还
是比较繁华。

通过此次发掘，考古专家也基本厘
清了该遗址的历史变迁。汉代已经形成
一处较大规模的聚落；东汉至六朝时期
洪水经常肆虐形成数层淤积土，居民迁
离；隋唐时期，新津县城迁至此地；元明
时期此处仍有大量居民；清代变为墓葬
区；民国时期因五津机场的修建该地再
次繁荣起来。

“这次发现的唐宋时期大型庭院基
址，相关配套建筑设施（水井，排水系统
等）和大量遗物等为确认新津隋唐县城
遗址提供了重要依据。”

为研究成都平原居民生活
提供参考

洪水肆虐，汉代地层之上有厚约
一米的洪水淤积层，这反而对于汉代
堆积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从目
前出土的汉代遗迹和遗物来看，这里
应该有一处较大规模的汉代居址，等
级与乡里相匹配。”考古专家介绍，汉
代乡村遗址在四川发现极少，即使全
国也不多见。此遗址的发掘具有极为
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研究汉代基层聚
落不可多得的资料。对于研究成都平
原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聚落分布、
经济生产模式、地形地貌等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

通过此次发掘，大致理清了该遗址
汉代时期空间分布，居住区位于西部和
北部，排水沟与东部和南部地势低洼处
的河道相连，形成了相对和谐，适宜生
存的乡村聚落。此外，目前国家大力提
倡发展“一带一路”经济，而新津县正处
于历史上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地
理位置十分重要，无论是水路还是陆
路，都要路过新津县尤其是老县城所在
地五津镇。充分发掘遗址历史文化内
涵，与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相互契合，
对于研究新津县城建城史，打造新津历
史文化名城等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
值和经济价值。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莫皓然

图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成都发掘面积最大的汉代遗址
首次发现汉代商旅坊肆性质的房屋遗迹

灶还在 灰已冷
汉朝人可能在这儿“下馆子”

明代建筑构件

今日，《秦蜀之路青铜文明特展》
将在成都博物馆一楼的一号临展厅与
观众们见面。展览将持续至11月11日，
期间免费向公众开放。

本次展览中集结了来自成都平原、
关中平原、汉中平原三地的青铜器，共
计250余件，其中包括了55件一级文物。

8月1日起 7个统筹区间试点
运行个人账户异地直接结算

若省内参保人员在异地看病，
以往需要自己垫付医疗费，然后携
带票据回到参保地报销。但几天之
后，异地就医将实现个人账户异地
直接结算，无需再垫付医疗费用。

发布会上，据省医保局副局长
汪凯介绍，按照“试点先行，稳步推
进”的原则，2018年8月1日起，四川
将在省本级、成都、绵阳、乐山、内
江、南充、资阳7个统筹区间试点运
行个人账户异地直接结算，2018年
10月1日起，将在全省逐步开通个人
账户异地直接结算服务。

具体而言，个人账户异地直接
结算执行“参保地待遇”的政策，即
参保人员无需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持本人社会保障卡在省内已开通个
人账户异地直接结算业务的联网医
药机构结算普通门诊或药店购药

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符合基本医
疗保险范围的费用。

参保人员就诊或者购药结束
时，应对费用清单和费用明细等进
行核对确认，再由就诊医院或药店
将费用数据通过省级平台传输至参
保地医保经办机构计算报销费用。
参保人员只需与就诊医院结清应由
个人负担的费用。

此外，据汪凯介绍，今年，全省
继续启动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
点，推进异地就医结算和药品目录

调整工作。截至6月底，全省开通省
内联网医院693家，门特联网医院97
家，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医院468
家，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异地就医。

基本养老金调待
增加部分月底前发放到位

针对近日出炉的2018年调整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方案，昨日发布
会上，记者了解到，调整增加部分将
于月底前发放到位。

据了解，根据2018年调整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方案，从2018年1月
1日起，四川为2017年底前已按规定
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
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
平为2017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
老金的5%左右，全省将近816万名退
休人员受益。

调整继续统一采取定额调整、挂
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调整办法。

定额调整为全省所有退休人员
每人每月增加45元。挂钩调整办法

为，企业退休人员与机关事业单位
2014年10月1日以后退休的人员，在
按2017年12月的基本养老金为基数
增加1.2%的基础上，再与缴费年限
挂钩调整，15年及以下的缴费年限
每满1年增加1元，缴费年限超过15
年的部分每满1年增加2.5元。对机
关事业单位2014年9月30日及以前
退休的人员，只以本人2017年12月
的基本养老金为基数增加2.7%。

适当倾斜的方法则为，对高龄
退休人员按照“满70不满80岁、满80
不满90岁、满90岁以上”三个高龄段
分别增加30元、60元、100元；对艰苦
边远地区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按一类至六类地区每人每月分
别倾斜增加10、20、30、40、60、80元。

据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副处长
蒋斌表示，文件下发后，各地按照文
件精神及调待视频会上的要求，积极
组织实施调待工作，确保月底前兑现
到位。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泥土一层一层被揭开，10个月的时间，让成都新津县桥津上街遗址的历史脉络逐
渐清晰。

从去年开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就在这里发现了不少遗迹和遗物，
从汉代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到今年6月，考古队员已经基本厘清了该遗址的历史变
迁：早在汉代，这里就已经形成一处较大规模的聚落，到了东汉至六朝时期，洪水经常
肆虐形成数层淤积土，这里的居民开始迁离。在隋唐时期，新津县城迁至此地，元明时
期此处仍有大量居民。直到清代，这里开始变为墓葬区，民国时期因五津机场的修建
该地再次繁荣起来。

发掘过程中，一处面积约150平方米左右的“餐馆”让人眼前一亮。“里面有大量的
出土器物能够证明它具有商业用途。”考古人员推测，占据南丝绸之路上的地利，这里早
在汉代就比较繁华，这也是首次在成都平原发现汉代具有商旅坊肆性质的房屋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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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坑 20 余个，灰沟 8 条，
房址 9座。有西汉时期典
型陶器如釜形鼎，折腹
钵，釜，瓮，凸棱纹盆，甑，
卷云纹瓦当，菱形花纹
砖，半两和五铢铜钱等。

汉

有排水系统、灰坑、灰沟
和房基。遗物有圈足碗、
黑釉盏、酱釉罐、五足香
炉、三彩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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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主要是房址 F1。房
屋主体为木结构建筑，以
F1 为中心，房子周围发
现有石条垒砌的水井，灰
坑，排水沟等与房子有关
的生活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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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墓葬，已清理 24
座，出土遗物有酱釉罐，
碗，花卉纹杯，葡萄纹盘，

“永乐年制”伪托款杯，玉
璧底碗等。

清

遗迹发现有灰沟，灰坑，
发酵池等。出土遗物有酱
釉灯、彩釉咖啡杯、“农业
学大寨”瓷碗勺等，还有
不少子弹壳和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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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瓦当

唐代三彩器

清代青花瓷

彩釉咖啡杯

“农业学大寨”瓷碗

异地就医 四川将实现个人账户异地直接结算
8月1日起在省本级、成都等7个统筹区间试点 10月1日起全省逐步开通

国宝“何尊”
今日展出

何以为尊 我有中国

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
了一件伟大的青铜器——它是中国西
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
作的礼器，被大家称为“中国”之源。为
何说它是“中国”之源？当年，在出土之
后，经过清除泥土和锈迹，专家们在何
尊底部发现了一篇12 行共122 字的
铭文。这篇铭文记载了文王受命、武王
灭商、成王完成武王遗愿营建成周洛
邑的重大历史事件，铭文中的“宅兹中
国”，是“中国”一词最早的记载，是指
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在此之前

“中”和“国”两字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
中很常见，但作为一个完整的词组却
是首次出现。

何尊的造型同时也透露出“狞厉
之美”。自上而下的纹饰以动物为主
题，作为沟通天地的媒介，腹部为饕餮
纹，高浮雕的手法让饕餮巨目裂口，粗
大的卷角翘出器外，有腾跃欲食的动
感，神奇威严。下部为周人崇拜的凤鸟
纹，以云雷纹填地，疏密有致，纹饰严
谨，静立的何尊散发着谲秘、威仪的气
质。何尊的伟大在于它的铭文价值，仅
仅两个字，记录了辉煌的历史，承载着

“中国”的文脉。这些字迹成为数千年
后写给亿万中国人的信。

青铜之光 文明交汇

除了“何尊”，本次展览中的“亚伐
方罍”（léi）器型完整、纹饰精美，十分
引人注目。从文献中我们知道，罍可以
用于盛放酒水，是古时用于祭祀的重
要礼器。

1976年出土于陕西省汉中市城固
苏村小冢的亚伐方罍，是汉中地区目
前发现的大型铜礼器。有趣的是，这件

“亚伐方罍”，左耳内壁铸有铭文“亚
伐”二字。而1978年，河北西木佛村的
一座商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青铜
卣，卣盖及器身上也有“亚伐”的铭文。
从陕西到河北，相距八百余里，“亚伐”
铜器如此分散，这可能与当时的战争、
封赏或氏族联姻有关。

本次展览中，借展自陕西汉中洋
县文物博物馆的商代青铜器为出土后
首次集中亮相。这批青铜器既有当地
的特色，又体现了汉中地区与成都平
原、关中平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古蜀秘宝 串联文化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20 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
堆遗址拨开了历史的迷雾，将古蜀文
明展现在世人面前。三星堆祭祀坑出
土大批礼器，神奇、威严，描绘了古蜀
王国大型祭祀活动的场景，显示当时
浓重的神权政治色彩。本次展出的铜
人头像就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具代
表性的一类，这类头像通常用于祭祀，
希望起到沟通神灵的作用。

蜀地与外界的交流，在中原出土
的殷商甲骨文卜辞中就有所体现，卜
辞中多次出现与“蜀”相关的内容。特
别是沟通秦岭南北的枢纽汉中平原出
土的商代青铜器就结合了蜀地与中原
的特征，暗示着两地的交流。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实习生 王安然

文物图片由成都博物馆提供

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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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四川省人社厅召开2018年上半年新
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全省继续启动深
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推进异地就医结算和药
品目录调整工作。对于备受关注的“异地就医”问题，
省医保局副局长汪凯透露，2018年8月1日起，“个人
账户异地直接结算”将在省本级、成都、绵阳、乐山、
内江、南充、资阳7个统筹区间试点运行，2018年10
月1日起全省逐步开通个人账户异地直接结算服务。

就在前不久，四川公布了2018年调整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方案。从2018年1月1日起，
为2017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
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
2017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左
右。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基本养老金调整增加
的部分将于本月底前发放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