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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0)Ş ©$ä/0)àá<®U

/012âÓ�ã^Ýä<®$à$,
åÝæY{âÓ$çèéê,øë{�d/
07`ìPãí!UÓ?5,,{/012ß
àAB$ÚÛ4H,yî5äAS�¹�0

¯ê "%%% Àéë,��Smnõö÷ø &%
ÀÆùUïð�ñòñÝ5�óôõ§12
EFGßàeAB=, ö��÷Åi *% á
Æ°, åA/0ø1O¨4H & Þ, ùú
&"%% ©ø1cûüýþ Åi $(+) Æ°,å
A@ÿ "+) éë$0wéêþÅi &# Æ°,
`·ðz &# Z/0!"�¹þ Åi )% Æ
°,`·Àh#84H,OÈ$ºh%1&
#!& Z,AB'v( &#( ª,{EFG/Z
Àh#8tro=+U [´,ßàe÷à@
ä,@)ä/0v*U +ð,-.e/|0
01|02Çßà,¢230×Ø®ko
�1m4,ú*¦î5Åi #!% ÀÆ°âã
00�¹P25OÈPéêåAP6c[\P
®û7hP ½t8BiÀßéÑí!ìÓ,
&%#! ±80©«±® #+( Æ°, 0L$
MÁQË9ÖotuS��UOw�~�:
2Ç�AB"H=,î5;i #%% áÆ°ä
åo #+& éëéê,èwo &+( éëéê,å
Ao@ï<Î #& ò$íî, úùúo�d
!&% ©$O¨ø1üýU

"=>?#@AB,<45
CDEF

}\=3>$?@AyÙBCD -.
1!01��åÝ.E, .1!"zFÔ
Õ.1![\;<Gg§H, HIGgS
JK¨.1![\;<4,, Eúu_`
nG1![\�LMNHÎ, nG.\c
de$1!Å®HÎU�àiÿO¶,.\
cde1!ßà2*FßP2*PQP2*
O3,RS;4AB,R7<���U /0
12,{1![\$F]aT, UJ@á
nGÅ®Pn7ABPn:.\c0S\c
Z$YZ6[U

.1!"V"4WXÂYZ,[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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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精品
竞买成交
近130万元

湖南日报1月１１日讯（记
者 李国斌 ） 1月9日下午在
联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所举
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师
精品竞买会” 上， 色彩层次
丰富、 针法细腻的清代桃源
刺绣 《狮王》 以17.6万元成
交。 此次竞买会总成交额达
129.6万元。

本次竞买会， 共推出
251件非遗精品， 分三大板
块： 第一大板块是桃源刺绣
与木雕精品， 主要以清代与
民国时期的桃源老刺绣与木
雕为主； 第二大板块重点推
出湘西土家织锦代表人物

“刘氏三姐妹” 的经典作品
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刘大炮晚年湘西蜡染佳
作； 第三大板块为湘西神木
金丝楠精品。

竞买会吸引了 100多
位来自银行、 商会、 收藏
协会的投资者、 收藏家参
与。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激
烈举牌， 共有97件作品成
交， 总成交额129.6万元。

省文化厅非遗保护处
处长陈友材表示， 许多非
遗的市场价值还没有挖掘
出来， 竞买会将让非遗产
品得到社会认同， 促进非
遗的保护传承。

水下探秘
土司王城 发现彭士愁庙

和溪州铜柱原址
考古队在走访调查中， 从当

地老人口中得知， 水下原有一座
彭士愁庙。 声呐扫描和水下拖曳
成像调查发现， 在水深57米处， 彭
士愁庙的残墙仍在， 印证了当地老人
的口述。 由于潜水只能下到35米深的
地方， 潜水员无法掌握更为具体的
情况。 溪州铜柱原址平地经水下
测量， 仅存约100平方米。 潜水
员在挡土墙中， 还发现了宋代青
瓷残片。

通过水下考古调查， 基本确
认会溪坪水下有水稻田、 建筑址、
窑址、 挡土墙等人类生产生活中
留下来的遗迹。 从水温、 水质情
况分析， 在水位达到每年最低水
位时， 可以进行水下考古发掘作
业。 不过， 何时启动水下考古发
掘， 还要进行专家论证， 要等待
国家文物局批准。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
民认为， 土司遗存水下考古工作，
不仅丰富了土司考古的内涵， 而
且这种将水下考古与陆地考古结
合的方式， 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根据我省水下文化遗产的特
点， 摸索出的一种内河水下考古
工作的新模式。

� � � �五里坪古墓群位于永州市蓝山县城东北， 是一处规模较
大的古墓群。 墓群南侧不到1公里处即为汉南平城故址。

2015年， 为配合湖南德晟纺织服装工业园项目的建
设， 对项目建设用地范围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 发掘
汉至魏晋时期墓葬200多座， 出土各类文物1000多件。

发掘中， 在五里坪墓群标号M67墓中发现“南平”
铭文砖， 且该墓有“永元四年” 纪年铭文砖。 永元是东
汉和帝年号， 永元四年为公元92年。

此次考古发掘负责人陈斌说， “南平” 铭文砖的出
现， 为南平古城设立和使用情况提供了可靠的考古依
据， 也说明南平古城从设立到东汉一直都在沿用。

� � � �明代荣王府义官墓群位于常德市区穿紫河东岸、七里
桥北部、丹阳路西侧的原常德科技学校内。 共发掘明代墓
葬10座，出土了瓷器、金银器、买地券等一大批珍贵文物。

标号为M1的墓，是该墓群规模最大的一座。 墓中出土的买
地券记载，墓主为“宋公贵”，于嘉靖四十四年下葬。 宋贵其人，于
常德地方志中有明文记载，为明代荣王府内承奉司右承奉。

据介绍，这是常德市目前发现最大、保存最好、墓葬形制最
完整的明代义官墓群。墓主均为明代常德荣王府内的侍从人员。
这批墓葬的发现， 为研究明代藩王制度和明代荣王家族历史提
供了一批新的材料。 据悉，明代第一代荣王为荣庄王朱祐枢，弘
治四年（1491年）封、正德三年（1508年）就藩常德府。

� � � � 2015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岳阳屈原管
理区罗城遗址进行了调查、 勘探和小规模发掘。

发掘结果表明， 罗城遗址内虽然存在春秋
时期的遗存， 但城址的修建始于战国时期 ； 汉
六朝时期城址继续沿用， 但范围大幅缩小； 六
朝时期利用战国古城的东、 南城墙兴建了一个包
含东西两个并列城圈的小城。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称， 这说明罗城
遗址并不是所谓的“罗子国”都城，而是一处战国时
期的楚城， 极有可能是出土简牍和文献记载中的
“罗”县城遗址。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何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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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文明被河水淹没
2015年7月， 永顺老司城遗址

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近些年来，
通过老司城遗址的考古工作， 南
宋绍兴五年 （公元1135年） 以后
土司遗存的基本情况日渐清晰 ，
但是唐末五代至北宋时期的彭氏
土司遗存在哪？ 是什么情况？ 仍疑
问重重。

据史料记载， 溪州彭氏土司的
治所， 最先在古丈县的会溪坪一带，
南宋绍兴五年才迁至如今的老司城。
会溪坪与永顺县一河之隔， 是一夫
当关、 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地。 为了争夺
这处要塞， 公元939年， 楚王马希范和
土司王彭士愁约战于此。 公元940年，
双方放下刀剑， 盟约会溪坪， 以铜铸
柱， 铭刻誓状。

张涛说， 溪州铜柱原位于会溪坪
下寨正对面山麓的一小块平地上，
面积约300平方米， 旁边有小溪汇
入酉水， 称铜柱溪。

20世纪70年代， 凤滩水电站关
闸蓄水， 酉水主要干流适宜人们居
住的河谷区域均被淹没。 因溪州铜
柱属淹没区， 1977年由会溪坪村支
部书记带领该村8名劳动力将其运
送至永顺县王村。

如今， 昔日文明早已被河水淹
没， 无法进行正常的考古发掘， 只
能开展水下考古。

电子设备
为水下考古“长眼”

“相比陆地考古， 水下考古
要复杂得多。” 张涛告诉记者， 要
在10多米甚至更深的水下进行调
查， 首先要有船、 寻找潜水员，
还必须借助诸多电子设备。

此次寻找土司遗存， 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邀请到上海海洋大学、
云南抚仙湖水下古迹研究中心等
联合进行， 在设备和人才方面得
到强力支持。 云南抚仙湖水下古
迹研究中心已成立10多年， 具有
丰富的水下考古调查经验。 他们
带来的水下摄影器材、 水下机器
人、 声呐扫描仪器等设备， 发挥
了重要作用。

2015年12月上旬， 会溪坪水
域处在冬季储水高水位， 最深处
在原有古河道， 深约70余米。 此
时， 湘西的气温在10摄氏度左右。
从12月5日至10日， 潜水员们轮流
下水， 寻找文物遗迹。

几天时间里， 潜水员逐步对
重点区域进行调查。 张涛表示，
由于不能细细勘探， 无法确定遗
迹的年代和类型， 不过对重要遗
迹进行定位后， 将方便今后的水
下考古发掘。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1月11日， “2015湖南考古汇报会” 在长沙举行。 湖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涛在会上首次介绍了土司遗存
水下考古的发现。

2015年12月，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酉水中游古丈
县会溪坪段开展了水下考古调查工作。 在17天时间里，
通过声呐扫描、 机器人水下调查、 人工潜水调查等方
式， 初步摸清了溪州铜柱柱址和彭士愁庙的位置， 基本
确认会溪坪水下有水稻田、 建筑址、 窑址、 挡土墙等人
类生产生活留下的遗迹。

制图/王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