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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吴双江

“数量大、内容丰富、时间跨
度长，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简
牍， 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7
月21日下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组织的益阳兔子山遗址考
古发掘专家座谈会上，来自全国
各地的权威专家，对近期在益阳
出土的数千枚简牍，评价甚高。

益阳首次出土简牍

兔子山遗址，因此次考古发
掘的小地名“兔子山”而得名，位
于益阳市赫山区铁铺岭社区。遗
址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 后被
益阳市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遗址处在资江南侧一条山岗
上， 是铁铺岭城址的一部分，为
益阳县古城遗址所在地。

为配合益阳市基建项目，今
年春节前，益阳市文物处对兔子
山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春节
后，正式开始发掘。到5月底，完
成发掘面积600平方米， 发现各
类遗迹近百处，出土了大量珍贵
文物。从出土文物判断，遗址年
代为东周时期至宋代。

5月下旬，在清理古井时，考
古人员发现了简牍，迅速向湖南
省文物局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报告，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后介
入发掘，由该所研究员张春龙任
领队。

这是益阳首次出土简牍。张
春龙介绍，截至目前，兔子山遗
址共发现14口古井，已发掘9口，
共出土简牍数千枚。目前发掘工
作仍在进行中，整理研究工作也
已起步。

简牍上字迹清晰

据专家介绍， 古井直径1.2
米至1.5米， 深度一般在10米左
右。已发掘的古井中，出土简牍
最多的是第三口井。

张春龙告诉记者，第三口井
揭至第五层文化层， 在约6米深
处发现简牍，总数约5000枚，有
木牍和竹简，保存良好。经清洗
后测量，简牍的长度一般为23.5
厘米，宽1.3厘米至2.8厘米。值得
一提的是，还有大型木牍3枚，长
49厘米，宽6.5厘米。

17日下午，记者在长沙
铜官窑考古遗址公园的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库房

内看到，清洗后的简牍上，用毛
笔写的文字清晰可辨。“这肯定
是毛笔墨书。”指着简牍上的字，
张春龙十分肯定。在泥水中浸泡
了约2000年，墨迹还未散去，个
中原因，张春龙表示还要进一步
分析。

其余的古井中，或多或少都
发现了简牍。其中数量较多的是
6号井，发现200多枚木简。此次
所发现的简牍，年代从战国、秦、
汉一直到孙吴时期。

除了简牍，各古井中均发现
了珍贵文物，有陶器、青瓷器、铜
镜、铁质和铜质刀、漆木器等，不
少是生产生活用器具。

珍贵的衙署档案

从初步整理的情况看，这些
简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司法
等多个方面。 尤其是3号井中的
5000枚简牍， 可以确定是西汉
晚期刘姓长沙国益阳县衙署档
案。

张春龙介绍，3号井出土的
简牍，具体内容分为司法文书和
吏员管理。司法文书多是刑事案
件审结记录，详细记录了文书产
生的年、月、日，承办官吏职位姓
名，涉案人员，案件发生的时间
地点和经过，判决结果，记录者
姓名等。此外，档案里提到的地
点， 涉及广泛， 有长沙益阳、茶
陵、临湘、索、南阳宛邑、南郡江
陵新安里等。吏员管理包括吏员
人数统计，乡、里官佐的任免等。
这些简牍公文，多有具体年、月、
日，其中提到的年号有“建平”、

“元始”等。“建平”是汉哀帝刘欣
年号，“元始” 是汉平帝刘衎年
号。其中有“元始二年”文书，经
查这一年是公元2年。

张春龙特别提到一枚大型
木牍，“是出土的第一枚有字的
简牍， 详细记录了一个经济案
件。”记者观察，该木牍竖排4行
文字，有100来字，工整的隶书，
字迹清秀。张春龙介绍，木牍记载
的是一个叫“勋”的吏员，在把钱
从益阳运到长沙时，贪污了一些，
后来案发，案子于元始二年审结，
结果是判刑3年并追回赃款。

“这对我们了解西汉时期的
司法，是极为珍贵的资料。”张春
龙说。

此外，7号井发现的简牍，是
西汉初年吴姓长沙国益阳县档
案，内容涉及人口、田亩、赋税
等，上有益阳古老的乡名如“阳
马”、“下资”。益阳市文物处主任
曹伟告诉记者，“下资乡”这个地

名， 直到前几年撤乡才弃用。一
个小地名用了2000多年， 曹伟
不无感慨。

觚上现“张楚之岁”

此次兔子山遗址出土了一
个觚，呈六角形。上书的文字中，
有“张楚之岁”4字。

“觚”是古代一种写字用的
木板。21日下午的座谈会上，不
少专家对“张楚之岁”兴趣颇浓。

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王子
今表示， 陈胜吴广发动起义，建
立了张楚政权，《史记》等文献中
多次提到， 由于存在时间短，后
世几乎很少提及。他表示，楚国
人有用前一年的大事来记年的
习惯，所以这里的“张楚之岁”不
是年号，而是指张楚政权建立的
第二年。

“‘张楚之岁’的发现非常重
要。” 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
长、武汉大学简帛中心主任陈伟
难掩兴奋。他认为，这意味着一
个时代简牍的发现，因为此前还
从未在简牍这样的出土文献中
提到过。此外，也说明当时楚地
对于起义军的认可，应该引起特
别注意。

“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

对于兔子山遗址的考古发
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
民表示， 遗址所在的铁铺岭古
城，是楚、秦、汉、六朝乃至唐宋
时期益阳县衙署所在地，遗址简
牍发现之普遍、数量之大、时代
延续之长， 在全国都极其罕见。
各时期的简牍可以弥补历史文
献的不足，既可探讨益阳乃至湖
南的远古历史，也可据此研究各
朝的政治、经济、司法制度，了解
县乡政府的运作和普通吏员、百
姓的生活情况。

“从数量、内容、时间跨度
看，这是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
国家博物馆原考古部主任信立
祥表示，先秦至西晋是湖南史料
记载不多的时期，益阳这批简牍
的出土，涉及政治、司法、经济
等， 对湖南地方史是很好的补
充。

“这些简牍上的记载， 是
过去很少见到的资料。” 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认
为， 对于基层政权， 史书上都
是一笔带过， 而这些简牍详细
记录了益阳县衙署的情况， 对
认识整个汉代县级政权的运作
非常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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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秦慧英
实习生 胡虹

湘江边上种菜忙

7月15日上午，记者来到长沙
市河西的潇湘中路， 沿着猴子石
大桥至湖南大学附近的牌楼口一
带约4公里长的湘江风光带上走
访， 发现湘江偌大的河滩被分割
成大小不一的菜地，辣椒、茄子、
玉米以及正开花的豌豆等四散分
布，一片郁郁葱葱。正值清晨，地
里有不少人正在打理菜地，灌溉、
除草、施肥、翻土，很是热闹。

“自己种的菜肯定比外面卖
的好多了， 那味道都大不一样。”
正忙活着给菜地除草的张大爷笑
着说，他就住在附近，退休后没事
就来江边种菜。 他觉得这样既锻
炼身体，又能吃到新鲜的蔬菜，还
可以送人，一举多得。

家住科教新村的谢教授，在
退休之后也来到河滩开垦菜地，
他笑称，“现在市场卖的蔬菜实在
不放心。我自己种的菜不打农药、
不施化肥，绝对是绿色食品。”

傍晚时分， 记者在河东开福
寺路口至湘春路口的湘江风光
带，也看到了同样的场景，只是规
模没有那么大， 但只要是护栏下
的河滩，也都“见缝插针”地开垦
成了“菜地”。

在这些地方， 记者随机采访
的几位“菜农”，有的是附近安置
小区的失地农民， 有的是大学退
休教授或职工， 还有不少是从乡
下来城市和子女一起居住的老
人。 这些人大部分对土地有着深
厚的眷恋， 节俭早就是一种生活
习惯， 种菜也就成了一种自然的
选择。 大家对江边种菜的理由基
本一致：自己种的菜“纯天然无污

染”，吃着放心，再就是物价上涨，
小菜都贵了， 自己种能省下不少
钱，有的还基于打发闲暇时间，或
锻炼身体。

当问及江边种菜是不是被允
许时，很多人都表示并不知情。靳
江安置小区住户王女士说， 原本
这些滩地杂草丛生， 后来有人在
这里开荒， 将其变身为“私家菜
园”，然后就有人效仿跟着“圈地
播种”，慢慢地，这一大片河滩地
就逐渐变身为“菜地”了。“之前也
有城管的来管过， 但没过多久又
种上了。”有些菜农为了守护自家

“菜园子”，还插上了“打农药，勿

寻菜，后果自负”等字样的牌子警
示“偷菜者”。

河滩种菜，种下安全隐患

不难发现， 随着食品安全问
题频频曝光， 在繁华都市寻找一
种返璞归真也渐渐成为流行，一
批批“江边农夫”也随之诞生。不
过，“江边农夫”的大量出现，却给
江河的安全种下了许多隐患。

记者走访发现， 在湘江河滩
上种菜的“菜农”们，有的选择有
机肥，有的选择农家肥，也有的会
使用化肥尿素。 虽然大部分人种
菜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家食用需
求，不太愿意使用农药，但对于茄
子、豆角等比较招虫子“青睐”的
蔬菜， 却又不得不选择用农药灭
虫，否则很可能颗粒无收。而部分
以出售为目的的菜农， 使用农药
则更为经常。

“湘江河滩上种菜，势必使用
肥料、农药等，它们随雨水或河水
冲刷进入江河， 会导致水体富营
养化、水质恶化，对湘江水资源带
来污染。”省水利厅河道处处长朱
诗好表示， 许多在江边种菜的市
民都只考虑了自身的需求， 把种
菜当成一件小事， 而忽略了对湘
江和城市环境的影响。

河滩种菜的另一大隐患，是
耕种可能带来的水土流失与影响
防洪。朱诗好介绍，大部分种植都
是采用深翻土的耕作方式， 加上
频繁松土，极易造成土质疏松，河
岸地表裸露， 强降雨降临或汛期
时，土壤随雨水滚入江河，也势必
侵蚀防洪大堤，淤塞河道。

记者在河滩的菜地旁看到不
少用石头堆砌的简易棚子， 这些
棚子多用石块做棚基， 棚内摆放
储存肥料的大缸，“菜农” 们解释
是为了更加方便， 丝毫不觉得有
何不妥之处。但“在河滩上搭建棚
子， 或者将各种肥料堆积在河滩
上， 这些行为也对河道行洪构成
危险。”朱诗好说。

“江边农夫”种菜的隐患不止
于此， 还有可能引发其他安全事
故。据媒体报道，今年3月底，在上
虞市曹娥江附近， 有市民为开辟
菜地，擅自放火开荒，结果引发大
火， 烧毁大片绿化带。 记者了解
到，在长沙各大河滩与各处荒地，
许多菜农采用火烧的办法开荒也
很常见。同时，由于靠近江边，因
为路滑、 陡坡等原因在种菜时不
慎落水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在江
水水位上涨时尤为危险。

同时， 不少喜欢在沿江风光
带散步锻炼的市民， 也跟记者
抱怨“菜农”们施肥时把周围都
弄得臭气熏天。 随意搭建的石
头棚子和四处堆放的肥料，更
是有碍观瞻， 与优美的风光带

实在不和谐。

河滩菜地为何总是
“春风”吹又生？

河滩种菜存在这么多的安全
隐患，为何总是屡禁不绝呢？

事实上，早在2010年，长沙市
水务局就已下发了《关于禁止河
滩种菜的通知》。此后，长沙市城
管等部门也出台相应规定， 禁止
在河滩种植蔬菜、饲养家禽家畜。
违规者将面临处罚， 而如果种植
的是玉米、 甘蔗等阻碍行洪的高
秆作物， 更将面临1万到5万元的

罚款。
但即便如此，记者采访发现，

很多市民对在河滩种菜的危害不
以为然， 许多人甚至认为江边种
菜不但合理， 还有利于环保，“政
府每年要花大价钱来整绿化带，
这种菜不就正好美化环境了？”一
位姓陈的老伯说。 他已经在河滩
种了两年菜， 每天都要过来给菜
地施肥、除草，有时还给河滩其他
地方除草， 他丝毫没有觉得有什
么不妥之处。

采访过程中， 有许多高学历
的退休教授等市民， 也并未觉得
河滩种菜会带来多少危险。 专家
表示， 市民对江河滩种菜可能造
成的安全隐患认识不够， 以及对
食品安全的极度不信任， 是河滩
种菜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整治难度大，管理
存在疏漏，也给“菜农”们留下许
多空间。 在两岸河滩上种菜涉及
到水利、城管等多个部门，但权责
划分并不十分明确， 这便很容易
出现各头都能管却又各头都不管
的局面。 此外，“菜农” 们居住分
散、随意性强，管理上存在一定难
度。这些年虽然进行过集中整治，
但由于部分市民对政策的不了解
与不理解，以及管理上的漏洞，往
往就出现前脚禁止了， 后脚又继
续种的现象， 江边菜地总像野草
般“春风吹又生”。

不过， 值得在此提醒市民注
意的是，河滩亲自种出来的菜，也
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安全。

“蔬菜种植与土壤、水分、空气
等密切相关，河滩的土质受各方面
影响较大，市民种菜的土壤是否重
金属超标， 值得进行检验。” 湖南
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蔬菜系刘
明月教授表示，许多人认为河滩上
的土壤比较肥沃，实际上目前的水
质污染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大量生
活污水、工业废水和农药残渣等都
一齐汇集到了河道里，河床也因此
成了众多污染物的汇聚区，这样的
土壤本身就很有可能含有许多重
金属等有毒物质，因此不适宜种植
农作物和蔬菜。

刘明月教授建议， 一方面相
关部门应该加强管理力度。 另一
方面，市民也应该提高认识，有心
当“都市农夫”的市民，还是应该
从环境保护、公众利益出发，不要
在河滩种菜。 而如果选择在阳台
或者屋顶种菜，也宜采用“无土栽
培”的方式，选择营养液、基质或
有机肥等进行培植，“这样成本也
不高，而且能种出高质量、安全的
蔬菜来。”

益阳简牍：
珍贵的衙署档案

近期， 益阳出土的一批简
牍， 涉及战国和秦汉时期的政
治、 经济、 司法等， 引起社会
和考古学界广泛关注——

进入炎夏， 新鲜瓜果蔬菜成了人们的最

爱。而在长沙湘江的河滩上，各色蔬菜也顶着

烈日蓬勃生长着。湘江河滩被肆意开垦成一块

块菜地，不少“江边农夫”表示，“自己种的菜，

吃着放心！”然而，随意搭建的棚子、四处堆放

的肥料以及“伸长脖子”的玉米等高秆植物，给

湘江种下了多少“不安”呢？河床是众多污染物

的汇聚区，在那里种菜真的安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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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河滩边有许多类似的警示牌。 均为实习生 胡虹 记者 秦慧英摄

湘江长沙河西牌楼路口段， 各类
蔬菜占据了大片河滩， 还有不少可能
对防洪造成威胁的玉米等高秆作物。

兔子山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简牍大多为司法文书。 均为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益阳市兔子山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形状各异的陶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