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中有“东坡”二字 石板全貌

石板现文字石板现文字，，雕琢颇精工雕琢颇精工
依稀记滕甫依稀记滕甫，，表兄文正公表兄文正公
开封尹三任开封尹三任，，探花郎两中探花郎两中
所记竟谁人所记竟谁人？？存疑待东风存疑待东风

墓志铭之谜

墓门及墓廊两侧有彩绘的凤
凰、鹿、花卉等石刻壁画，看上去
十分精美。最近，资阳市雁江区境
内一工地上发现两组并列双石室
墓，精美的彩绘石刻壁画色泽鲜
艳，在四川省内也属罕见。

“再有两天，发掘就要结束
了。”3月14日，雁江区文管所相
关负责人介绍，2月中旬，资阳口
腔职业学院在建工地上，施工人
员发现了两组并列双石室墓。文
管部门在接到报告后随即前往，
经现场勘查，发现墓壁有彩绘，
墓端的神龛制作相当精美，初步
判定为明代石室墓。

在搭建临时保护房将墓室
保护起来后，资阳及雁江文管
部门在省考古研究院的支持
下，对墓室进行发掘。经发掘，
墓端的神龛雕刻尽显明代建筑

特色，其中一组的墓廊两侧有
彩绘的凤凰、鹿、花卉等石刻壁
画，看上去十分精美。

据介绍，两组石墓都是明
代双室墓，具有明代墓室的典
型特征，但由于墓室文字记载
少，不能判定墓主身份。从雕刻
壁画上看，壁画精美的那组墓
室可能是一组夫妻墓。“古墓保
存完整，墓内发现精美彩色壁
画，这在资阳首次发现，在全省
也属罕见。”雁江区文管所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对研究明代时
期社会经济发展及传统文化具
有较为重要的考古价值。

目前，发掘工作已接近尾
声。下一步，将把精美石刻壁画
等搬运到合适的地点进行保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图据资阳日报

资阳发现明代古墓 彩绘石刻壁画精美

由于年事已高，苏铁生无法
细细研读墓志铭。他认为，要确
定墓志铭主人身份，要揭秘墓志
铭中记载的历史，还需要相关业
内专家加入，尽快拓片解读墓志
铭，揭开谜底。

罗飞跃也表示，希望有相关
专家前来解密。对于墓志铭的处
置，他表示愿意捐赠。

自贡市收藏家协会秘书长
邓少文表示，墓志铭的真实性毋
庸置疑，并建议，不适合个人收
藏，应该待确定墓志铭主人身份
后交由相关部门妥善处置。

3 月 13 日，四川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宋史研究
会副会长粟品孝通过电子图
片，对这块墓志铭进行了初步

判定。他认为，该墓志铭的主
人并非“滕甫夫妇”，而是滕世
禄和妻子李氏。

粟品孝教授介绍，由于没有
拓片，无法将墓志铭全文进行完
整识别。从墓志铭前后上方的篆
盖文字来看，一面文字为“有宋
邛州监茶滕公志铭”，另一面文
字为“茶场滕君之配李氏志铭”，
滕世禄是南宋人，滕甫是他的从
祖。墓志铭作者是宋代中原文献
家晁公遡，墓志铭上提及的一些
人名，那是在追溯历史。

粟品孝表示，待进一步收集
墓志铭资料后，可对墓志铭主人
身份及相关价值作进一步研究
确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伟

日前日前，，自贡市富顺县收藏爱好自贡市富顺县收藏爱好
者罗飞跃在整理藏品时有了一个者罗飞跃在整理藏品时有了一个
惊人发现惊人发现————1010年前年前，，他从当地他从当地
一农户家收购的一块石板上篆刻一农户家收购的一块石板上篆刻
着精美文字着精美文字，，这些文字疑似说明这些文字疑似说明，，
这是宋代名臣滕甫夫妻的合葬墓这是宋代名臣滕甫夫妻的合葬墓
志铭志铭，，且出自晁公遡且出自晁公遡（（同同““溯溯”）”）等三等三
位名人之手位名人之手，，内容更是涉及内容更是涉及““东坡东坡””
（（疑为苏东坡疑为苏东坡））等历史名人等历史名人。。

滕甫为何人滕甫为何人？？罗飞跃接受记罗飞跃接受记
者采访时称者采访时称，，他通过网络查询发他通过网络查询发
现现，，滕甫滕甫，，又名滕元发又名滕元发，，是范仲淹是范仲淹
（（谥号文正谥号文正））之父范墉的外甥之父范墉的外甥，，即即
范仲淹的表弟范仲淹的表弟。。此人在科举考试此人在科举考试
中中，，两中探花两中探花，，三次担任开封府三次担任开封府
尹尹。“。“都是根据墓志铭上部分能看都是根据墓志铭上部分能看
懂的内容懂的内容，，结合网上查询到的信结合网上查询到的信
息猜测的息猜测的。”。”罗飞跃坦言罗飞跃坦言，，他不确他不确
认该墓志铭主人的真实身份认该墓志铭主人的真实身份，，因因
此希望通过媒体报道此希望通过媒体报道，，从而得到从而得到
相关业内专家的指点和揭秘相关业内专家的指点和揭秘。。

偶然的一天，罗飞跃擦去石板上
的尘土、喷水浸润，开始慢慢研究上面
的文字。除了上方大字为篆书难以确
定之外，正反两面分别为小楷和行书，
相对容易辨认。罗飞跃称，经过一番研
读，他分析认为，该刻字石碑是宋代时
期“滕公讳甫”与妻子“李氏”合葬墓的
墓志铭。鉴于墓志铭上提及“神宗”“东
坡”“光禄大夫”等信息，罗飞跃结合这
些信息在网上查询资料，他大胆猜测，

“滕公讳甫”有可能是北宋名臣滕甫。
罗飞跃称，据网上信息显示，滕

甫，原名滕元发，字达道，浙江东阳人，
是范仲淹之父范墉的外甥，即范仲淹
的表弟，在科举考试中两中探花，三次
担任开封府尹。“如果真的是滕甫，那
就是大新闻了。”罗飞跃说，网上有信
息显示，滕甫墓可能位于广西南宁市，
那么，为何富顺还有一块墓志铭，且明
确注明了“合葬于富顺”？

富顺县人罗飞跃，是一位资深的收
藏爱好者，并在当地开了一间古玩店。

罗飞跃回忆，大约 10 年前，他在
沱江对岸（现为富顺县东湖镇辖区）的
一户农家院坝里发现了一块大石板，
被当作搓衣板使用。细看，石板上面刻
有密密麻麻的文字，且个个精美，让他
很是兴奋。

与农户谈好价钱，罗飞跃请人将石板
抬回了家。“当时根本没有想着研究石板，
就是觉得上面的书法好看。”罗飞跃称，石
板长约120厘米、宽60厘米、厚15厘米，
重达千斤。由于没有地方存放，便将其寄
存在朋友家的仓库里，一放就是十年。

2018年底，朋友清理仓库，罗飞跃
请人将石板挪到了店铺里，为了表示感
谢，他送给朋友一只玉环当作存放费用。

82岁的老人苏铁生，曾为
1993年版《富顺县志》总编辑。
得知这块墓志铭的消息后，他
非常感兴趣。

苏铁生接受记者采访时介
绍，封建社会朝代更迭时，往往
发生连年战乱，对于富顺的历史
来讲，宋、元时期的历史记录是
极少的，以致其主导编写《富顺
县志》，也只在“二十四史”等文
献史料上找到一句话：宋仁宗庆
历二年（1042年），富顺儒生李冕
中进士，为富顺县第一位进士。

对于滕甫与富顺的关联，
苏铁生查阅了他所有的相关历
史文献资料，均没有找到任何

相关联的信息。
但是，关于墓志铭上的文

字，苏铁生也提及一个疑问：其
中记载的“合葬于富顺”不假，
但立碑时间为宋徽宗宣和六
年，这与史料记载“滕元发卒于
1090 年”不吻合，晚了大约 30
年；其次，滕元发原籍浙江东
阳，当地有滕家后代立的祠堂，
墓地又有信息显示位于广西，
和富顺根本没有关联。

“不管是不是‘滕甫夫妇’，
都有历史研究价值。”苏铁生认
为，该墓志铭如果被确认为“滕
甫夫妻”合葬墓的墓志铭，必然
是一个重大发现，可以填补“历
史空白”。如果不是“滕甫夫妇”，
那么，通过解读墓志铭的相关内
容，还是可以侧面了解到那个时
期的一些信息，同样有价值。

宋史专宋史专家家：：
初步判定主人不是“滕甫夫妇”
而是滕世禄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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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旅客，有病人急需帮助，若有
医生请与机组人员联系……”3 月 13
日 上 午 9:35，从 三 亚 飞 往 成 都 的
TV9806 次航班上响起了紧急广播，
一名小男孩因腿部骨折后护理欠佳，
疼痛难耐，哭泣不止，看护的亲人急
得满头大汗。这时，两名热心的医生
闻声而至援手施救，在一番紧急包扎
后，小男孩停止了哭泣，躺在座椅上
安静地睡着了。随后，在乘务人员细
心的照顾下，小男孩安全抵达成都及
时就医治疗。

上午 9 点 10 分，西藏航空从三
亚飞往成都的 TV9806 次航班开始
登机，区域乘务长王舒，教员许晨菲
细心地注意到一名四五岁的小男孩
左腿绑上了绷带，询问家长后得知
孩子在三亚玩耍时受伤大腿骨折，
在简单做了处理后准备返回成都医
治。得知这一情况，并安排好全部乘
客登机后，检察员李娜将小孩及家
属的座位调至了 36 排的空座上，方
便孩子平躺休息。

几分钟后，飞机开始滑行准备起
飞，这时客舱内传来了小男孩的哭声，
中舱乘务员立即上前查看。原来，因为
腿骨折绑上了绷带和夹板，孩子十分
难受，看着孩子疼痛，父亲便把绷带松
了一下，结果松了之后就无法恢复了，
家属十分焦急。

想到空中飞行中可能会遇到颠簸，
如果腿没有保护好，万一不小心碰到座
椅、设施设备等硬物，可能会很危险。于
是，乘务员向主任乘务长黄杰报告了情
况，黄杰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通过客
舱广播希望寻找到医生进行帮助。

广播员话音刚落，有两名热心旅
客先后来到了小男孩身边，表示自己
是医务工作者，可以给予帮助。

事后，记者联系到其中一名来自
德阳广汉的缪培根医生，缪医生说，当
时他看见孩子疼痛难耐，通过初步检
查，发现男孩左大腿变形，约上三分之
一处，明显隆起，属于左股骨螺旋型封
闭性骨折。缪培根一边安抚着孩子，一
边熟练地拆、卷绷带，然后小心翼翼将
夹板上移，重新包扎好，并向家属建
议注意事项，孩子的家人连忙道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南昌起义川籍将士
刘汉升后人找到

“从小，我们都知道，外祖父曾经
到苏联留学，参加过黄埔军校……”
邓翠薇告诉记者，在家人心里，外祖
父是个伟大的人。

“刘汉升，四川人。参加了南昌起
义。起义后，同周干国、唐泽英、陈中、
钟湘、张锡龙等人辗转到香港。”在

《南昌起义人物研究》一书中，刘汉升
的信息，仅留下这样一句话。在江西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的1042名
已知的参加南昌起义将士的名单中，
刘汉升的姓名，与其他川籍将士的姓
名在一起。

邓翠薇告诉记者，外祖父刘汉
升，曾用名刘本万（音），是宜宾市宜
宾县永兴场（现永兴镇）人，出生于
1899年，排行老四，家境富裕，曾就读
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参加南
昌起义，后来辗转香港，随后被派去
苏联留学。回国后刘汉升长期在四
川、云南等地从事地下党工作，1942
年，在一次从云南回川后一病不起，
在宜宾珙县病逝。

邓翠薇介绍，大姨刘富民（刘汉升
大女儿，刘汉升去世时7岁）曾回忆过，
当时刘汉升地下党身份疑似暴露，被
追杀，刘汉升携妻女逃跑，从很高的悬
崖跳下，“一身都是血淋淋的。”邓翠薇
舅舅刘富戎（刘汉升儿子，排行老二）
也记得，父亲曾有过一个装资料的小
皮箱。土改时期，曾有土匪反攻，得知
他们是地下党刘汉升的后代，要“杀光
全家”，有人通风报信后，家人无奈烧
掉了所有资料。“他（舅舅刘富戎）和外
婆（刘汉升遗孀张钰）一起烧掉了照片
和其他资料。”邓翠薇说，据大姨、舅舅
和妈妈回忆，外祖父受党组织安排回
国，在成都从事地下工作。

其实，早在2005年前后，邓翠薇
就尝试搜索过外祖父的资料，在红军
高级将领张锡龙的介绍资料里，第一
次看到了外祖父刘汉升的名字，但除
此以外，就没有其他信息了。当时，邓
翠薇的孩子还小，无法分身查询。“我
们一直都很想还原外祖父的生平事
迹，但是找起来很困难。”邓翠薇说。

2017年年底，邓翠薇再次搜索
资料时，发现了成都商报《14名南昌
起义川籍将士 何处是你家》和相关
的追踪报道中，有外祖父的名字。

邓翠薇告诉记者，2018年元旦后，
自己开始正式查找关于外祖父的信
息，先后到省图书馆、省党史办，但因
外祖父当时是地下党员身份，公开的
身份可能不是真名，所以无从查询。

寻找陷入困境。电视上正好播
放《风筝》，邓翠薇把每一集电视剧
都仔细看了个遍，“我感觉就好像
是我的外祖父（的经历）。”

从家族亲友中获得的消息，外祖
父刘汉升当时在川滇活动时，有一个
侄儿跟随在旁，他叫刘少文，但遗憾的
是，这位侄子也早已去世，但其儿子提
供了一条线索：宜宾石碑乡一位叫刘

应佳的老人可能知道，他的多名长辈
就曾是地下党。2018年3月，邓翠薇的
大姐、在宜宾工作的邓立文辗转联系
到了刘应佳，老人回忆起长辈讲述的
经历中，确有刘汉升这人，与自己的母
亲李国珍、大伯刘永元、二爸刘永吉都
曾是地下党，长辈提过，刘汉升曾参加
过中共珙兴支部会议，还曾参加过泸
顺起义，起义失败后去了南昌。

邓立文还寻找到了刘汉升当
时的邻居周应武老人的后代，证实
了当年在川滇活动期间，刘汉升与
周应武曾多次前往云南，说服川滇
黔游击队殷禄才（外号殷骡子）加
入共产党，牵制了国民党兵力。

邓立文还曾在珙县档案局查询
过资料，刘汉升还曾担任过珙县教育
科科长，而刘应佳的大伯刘永元当时
对外公开身份为兴文县教育科长。

同时，邓翠薇还联系到了刘汉
升生前医生的大女儿何文珍，老人
回忆，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提
过，与刘少文一起到成都，刘少文
告诉他刘汉升其实是地下党员，在
珙县洛表镇开旅店、铁厂，其实都
是为共产党提供联络站和武器。

14日，记者联系到南昌八一起
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肖燕燕，她告
诉记者，目前，纪念馆已经根据家属
提供的信息，完善了陈列部中关于
刘汉升的生卒年月等信息。在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报道后，14名不知
详细籍贯的南昌起义川籍将士中，
江子能被核实为宜宾人，川籍起义
将士吴匡时应是自贡荣县人。

邓翠薇告诉记者，得知外祖

父的名字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陈列后，她曾委托学生前去看过，
最近，她和家人也计划前往南昌。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外祖父
刘汉升的影像、文字资料都付之
一炬，邓翠薇和家人目前能收集
到的知情人的信息也很少。她想
进一步尝试联系其他参加过南昌
起义的川籍将士后代，希望能找
到更多资料。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已根据信息补充档案

成都商报曾于2017年7月30日刊发《14名南昌起义
川籍将士 何处是你家》报道，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
列的名单中，参加南昌起义的川籍将士76名，其中14人
具体籍贯仍未找到（后本报追踪确认了江子能、吴匡时
籍贯）。

3月1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接到西南交通大
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教师邓翠薇的电话。她表示，她
的外祖父，正是这14人名单中的刘汉升。

又一位南昌起义川籍将士找到了家。刘汉升，是一
个怎样的人？有什么故事？

后人提供生卒信息
他生于1899年，卒于1942年

探寻外公生前足迹 走访知情人后代、档案局查资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张直

发现过程发现过程
农家搓衣板刻精美文字壹

一种猜测一种猜测
范仲淹表弟的墓志铭？贰

相关人士相关人士
墓志铭有研究价值叁

西南交通大学教师邓翠薇

古墓内的彩绘石刻壁画石板上的文字

14名南昌起义川籍将士
何处是你家

这两天，“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小学
部食品问题”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不是做父
母的，就是为儿女的。爱护孩子乃人之
天性，孩子们的权益受到损害，理应得
到伸张。

作为孩子们唯一可依靠的家长，维
护孩子的合法权益无可厚非，是人之常
情。严格来说，就是一种本能的抗争。但
在维权过程中，却有个别家长表现出一
些过激的行为。据“平安温江”的通报，
有人前往光华大道凤凰北大街路口堵
路、拦停正常行驶车辆、阻断交通，干扰
警察执法，甚至对民警进行殴打辱骂。

诚然，站在整个事件旁观者立场来
谈理性，可能往往有一种“站着说话不
腰痛”之感，“置身于事中”的家长，在
孩子的感情和社会的秩序面前，往往难
以选择。于是，往日里温文尔雅的谦谦
君子，在那样的场合与气场里，很容易
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紧急情况下，情
与法面前，我们往往会失去分寸，但用
情感代替法律，用感性取代理性，做出
的，就可能是让自己追悔莫及的事。

众所周知，光华大道系成都进出
城主干道，车流量极大，每天进城方向
约 38595 车次，出城方向约 38603 车
次。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这条路上行驶
着救火的消防车，又或是即将生产的
孕妇，那么堵的是路还是命？

古语有云，无规矩不成方圆。任何
一个文明与法治的社会里，秩序都是坚
强的底线。冲动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是孩子的家
长，我们既是社会中的一员，也是家庭
的重要成员，更是孩子们的榜样。这种
榜样的力量和作用体现在生活的方方
面面，维权行为也不例外。我们希望孩
子们通过家长的合法维权、理性维权，
将来学会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法
治社会，秩序重于泰山。无论处于何时，
无论面对何事，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
拿起法律的武器，依法捍卫自己的权
益，而不是冲动地一泄心头之愤。

目前，政府已发出“不论是谁，一
查到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的强劲
声音，我们有理由相信官方将及时向
社会公布调查结果，回应家长和社会
关切，解疑释惑。

我们从来不否认维护权利的正当
性，但用极端的方式发泄愤怒，不仅伤
害自己的尊严，也伤害社会的健康运
行，当维权跨越法律的边界，正义的成
色也会打折。遵纪守法、理性维权，才
是文明社会之要义。

理性维权，
规则之下没有例外

□ 车前草

飞机上突然传来小孩哭声

两名热心医生至
机舱之中伸援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