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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培生 李秉钧 颜石敦 夏太鹏

4月12日，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揭晓。 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从25个候选项目
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这是郴州市首个考古
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李伯谦表示， 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中槽型冶
炼炉是迄今为止， 国内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
的古代炼锌炉。保存如此完整的冶炼遗址，在
全国尚属首次发现， 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矿
冶遗址中功能结构最为完整清晰的遗址之
一。特别是炼锌的过程，从硫化锌到氧化锌是
一个重要的突破， 代表明代炼锌技术走在当
时世界前列。 对于研究古代冶炼场址功能布
局及我国古代炼锌技术起源、 发展和传播具
有重要意义。

“八宝之地”留下百多处矿冶遗址

桂阳在我省被誉为“八宝之地”。有史料
记载，桂阳矿冶史有2000多年，西汉时期朝廷
就在此设立当时全国唯一的“金官”。唐代设
置“桂阳监”时，全国99座铸钱炉中桂阳就占5
座，以“桂阳”作标识的铜币通行全国。

公元936年，“桂阳监” 升为州级矿冶监，
所产银锭开始流通海内外。1998年在印尼海
域打捞的印坦沉船上， 发现了5000两原产于
中国五代时期的银锭，即全部产自桂阳，这表
明桂阳所产白银为宋代海外贸易和中国古代
白银货币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是9至
10世纪银锭普遍使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代王闿运在《桂阳直隶州志》中写道：
“宋时云南为荒外，冶专在湖南，此虽天下总
数，桂阳占居十之三。”清代乾隆中期，桂阳产
铜、锌占到湖南省80%以上，铅占全省60%
以上。

桂阳古时候一直是金、银、铜、铅、锌、锡
等钱币用材开采地和铸造地， 在中国乃至世
界矿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至今仍存留着许
多采矿冶炼遗址。

“我县已探明和发掘的矿冶遗址有100多
处。”桂阳县文物所所长欧阳湘英介绍，作为
当时重要的银铜铅锌采冶和钱币铸造基地，
这是汉唐桂阳立城的主要依托。宋代以来，桂
阳也因此与衡阳、 郴州、 永州在湘南并列近
1000年。

因此，矿冶文化是桂阳县的特色文化、核
心文化和主流文化。 该县2013年成立桂阳历
史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矿冶文化课题组，进行
专题研究。在初步完成文献整理、田野考察的
基础上， 先后几次引进专家组到桂阳进行实
地考察指导。

“2015年7月，我们邀请中南大学戴塔根、
赵国彦和欧阳文风等3位教授来桂阳考察。”
桂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廖小敏告诉记者，
当年9月，他们又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博导、 教授陈建立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廖昊、莫林恒等，对桂阳桐木岭（仁义镇、浩
塘镇和方元镇交界处）、陡岭下（正和镇内）矿
冶遗址等进行了考察。

历时5天的考察， 专家们认定桂阳桐木
岭、陡岭下矿冶遗址极具发掘价值。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建立推测， 明代工艺百
科全书《天工开物》中所述“倭铅（锌的古称）
繁产山西太行山一带，而荆衡为次之”的“荆
衡”，指的就是桂阳（桂阳历史上曾属衡州府
管辖）。

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位于桐木岭一座山
头上，地下有丰富的煤层，旁边水源充足，附
近还有制作坩埚（陶瓷土烧制）的丰富原料。
当地文物工作者介绍， 选择桐木岭作为一个
冶炼场，丰富的煤炭资源可实现“就煤冶炼”，
水和坩埚供应充足也是不可少的条件。而且，
该场地离桂阳舂陵江不到5公里，矿料通过水
路运进来、冶炼成品运出去，都极方便。

经专家几番考察后， 沉睡了多年的桂阳
桐木岭矿冶遗址终于迎来了揭开其神秘面纱
的一刻。

11万平方米矿冶遗址震惊考古界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建立一行
从桂阳考察完返回北京后， 向国家文物管理
局申请专项发掘资金，对桂阳桐木岭、陡岭下
矿冶遗址进行主动发掘，获得批准立项。国家
文管局要求，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
联合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
郴州文物处、桂阳文管所等单位，对桐木岭、
陡岭下矿冶遗址进行全面发掘。

经过充分准备，去年7月，桂阳邀请陈建
立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廖昊、 莫林恒
等组成联合考察队， 对桐木岭矿冶遗址进行
发掘。

为确保发掘成功，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 桐木岭矿冶遗址发掘队队长莫林恒决
定， 先对陡岭下矿冶遗址进行保护性发掘，
为桐木岭发掘进行“练兵”。他们对陡岭下矿
冶遗址调查中发现的几处零散遗迹进行清
理，发掘出炼砷冶炼台、炼锌焙烧台、槽型炉
等5座。

“双排冶炼炉提炼砷，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发现。”莫林恒介绍，经对陡岭下矿冶遗址几
天发掘“练兵”后，发掘队40余人进驻桐木岭
矿冶遗址。大家风餐露宿，加班加点工作，结
果让人震惊。

发掘队发现桐木岭矿冶遗址面积巨大，
达11万平方米。从高处看，该遗址被一条村级
公路分为南北两部分。 在公路南侧遗址中心
部位，有一炼渣堆积成的山体平台，台面呈三
角形，东西长约100米、南北长约50米，山体斜
面高度达40余米。灰黑色矿渣堆积如山，只有
局部生长茅草， 与周边茂密的树木形成强烈
反差。

考察队先对遗址进行清基， 随即对山体
选定区域进行一层层发掘，逐步深入勘探。几
天后，一座明清时期保存完好、内涵丰富的矿
冶遗址揭开了神秘面纱。 只见山体平台呈

“品”字形，分布着3个功能区———1个焙烧单
元、2个冶炼单元。 冶炼单元中有1至3个冶炼
作坊区，每个冶炼作坊以槽型炉为主体，分布
着搅拌坑、洗煤坑、沉淀坑、提炼灶、堆煤区、
碎料区、环形护坎、柱洞等遗迹。

此次发掘， 工作人员在冶炼区出土了一
系列较为完整的冶炼工具及青花瓷器、 陶器
等生活器皿。 在遗址中还发现了块状波纹炉

渣，并在对应位置发现有含铜量、含铅量较大
的炼炉遗迹。

长江流域考古联盟秘书长陈树祥建议，
桂阳矿冶遗址可与湖北铜绿山遗址、 江西铜
岭遗址和安徽铜陵遗址一起， 打包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去年底，桂阳县文物部门对桐木岭
矿冶遗址进行了回填保护。

多金属冶炼技术世界领先

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当时以炼锌为主，
还进行铅、银、铜等多金属冶炼。其多金属冶炼
技术经专家鉴定，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有关专家根据桐木岭矿冶遗址冶炼单元
的分布情况推测， 当时有几十个槽型炉和几
十个焙烧台同时开工， 这么大的生产规模极
为罕见。根据每条槽型炉人员配备情况推测，
整个冶炼场操作工人和管理人员达300人左
右，大家按照作业流程，进行精细分工，一环
扣一环，高效运转。

参与发掘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
所副研究员周文丽介绍， 一个槽型炉一般需
要3至4名工人，几十个槽型炉就要上百人。此
外，还有焙烧工、碎矿工、选矿工等。

专家说，大家冶炼时，先把锌矿在焙烧炉
内进行脱硫作业， 因为桂阳的锌矿多为硫化
锌矿，不能直接冶炼。脱硫时先把煤块放置在
焙烧炉底部，把硫化锌矿放在煤层上，然后点
火，严格控制温度，慢慢进行熬烧。这个过程

短则两三天，多则五六天。如果是含硫比例
大的锌矿，则要反复进行焙烧，最后形成氧
化锌。

接下来，将焙烧好的锌矿锤碎成粉末，与
煤粉混合后装入坩埚（陶制容器），在坩埚口
上部放置冷凝收集设备。专家告诉记者，利用
蒸馏原理，高温下，坩埚中的煤粉不完全燃烧
生成一氧化碳将氧化锌还原， 坩埚内温度在
1100摄氏度以上，而锌的沸点是907摄氏度，
于是锌呈气态升到冷凝设备中， 锌蒸气被液
态收集，再铸成锌锭。

此外，工人们还会将锌渣进行铅、银、铜
等金属冶炼回收，把矿物价值“吃干榨尽”。根
据当时的生产水平， 一个槽型炉半天能出一
炉锌，按一炉锌15公斤计算，当时桐木岭一年
锌产量可达5万公斤左右， 并回收一定的铅、
银、铜等金属。

炼好的锌严禁私人偷运出境， 由商人专
门采办，一部分交给当时的湖南宝南局，其余
部分上交京城的铸币局，用来铸币。

陈建立等专家认为， 桐木岭矿冶遗址发
现的硫化锌矿焙烧炉及焙烧工艺， 系中国古
代炼锌史上一大技术进步。遗址中还存在铅、
银、铜等其他金属冶炼活动，多金属一体冶炼
是中国矿冶考古首次发现， 说明对矿石的综
合利用程度进一步提高， 凸显了中国古代科
学技术的先进水平。 对于人们认识古代手工
业场址的功能分区、工艺流程、生产规模等，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看先辈们
如何“提金炼银”

———探秘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

■链接

桂阳矿冶沿革
《汉书·地理志》 云：“桂阳郡有金

官。”
进入两晋时期， 桂阳银矿开采冶炼

兴盛。2003年在郴州苏仙桥出土的晋代
简牍中，记载西晋桂阳郡有采银工1748
人 ， 约占当时全郡人口数32204人的
5%，是当地第一大手工业。

在唐代，桂阳矿冶进入高峰期，依托
铸钱机构———桂阳监，铸币100余年，开
元年间曾5炉铸钱 ， 岁铸钱5万贯 、重
15.625万公斤，以铜占80%计算 ，需年
产铜12.5万公斤，锡铅3万公斤。

宋代在矿山集中、 矿产丰富且面积
甚大的地区设“监”，作为统辖这一矿区
的行政机构。桂阳监是其中面积最大、人
口最多者， 也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州级矿
冶监、全国唯一以银为税的州级行政区。
太平兴国年间 （976-984年 ）桂阳年纳
税银23976两 ，景佑年间 （1034-1038
年 ）28000余两 ，元丰元年 （1078年 ）课
额仍有27032两。直至南宋，桂阳每年仍
需纳银29000余两。

北宋中叶， 桂阳监银冶生产大幅萎
缩。进入南宋后，情况也没好转。元、明两
朝因为害怕矿工聚众为乱， 对桂阳矿冶
实行封禁政策， 桂阳矿业生产陷入长达
400余年的沉寂期。

明代后期，朝廷因为财政紧张，诏开
各处矿冶，桂阳矿业解除封禁，天启四年
（1624年） 开绿紫坳铜矿。 清初再次封
禁。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据湖
南，遣将开采大凑山铅矿，历两载，稍获
铜铅，二十二年（1683年）开采黄沙坪铅
矿，却不尝工本，后再封禁。康熙五十二
年（1713年），朝廷放开矿禁，许民自采，
定二八税率，桂阳矿冶再次兴盛。

乾隆中期， 桂阳矿冶生产进入鼎盛
时期，铜、铅、锌、锡、银、砷、硫磺等得到
大规模开采，其中铜、锌占全省产量80%
以上，铅占全省60%以上，成为名副其实
的“矿都”，大量桂阳矿产源源不断输入
长沙铸钱，成为湖南铸币机构“宝南局”
的支柱。

（欧阳常海 整理）

� � � � 2016年11月8日，桂阳县仁义镇桐木岭矿冶遗址，考古人员及专家们在实地考察。（资料照片）

2016年11月8日，桐木岭矿冶遗址，考古人员、专家们在实地考察。（资料照片）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 （陈永刚 曾迪）
即日起至6月30日，长沙城管执法部门将联
合住建、公安等部门，开展“五乱”集中整治
行动。“五乱”包括乱设乱贴、乱摆乱卖、乱
搭乱占、乱停乱放、乱吐乱扔等。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局长邓鹏宇介绍，
全市主次干道、风光带、车站、广场、步行
街、景区等处人流密集，是这次集中整治的
重点区域。集中整治执法过程中，长沙城管

部门将实行最严标准、 最严程序和最严考
核，对屡教不改的“钉子户”坚决整治到位
并实施顶格处罚。

今天， 记者跟随城管执法队员见证执
法。在天心区上碧湘街看到，店外经营的乱
象让人惊讶。这条只有500米长、5米宽的马
路，被大大小小几十个菜摊、水果摊、熟食
摊挤满了，炸糖油粑粑、炸臭豆腐、卖热卤
的，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让人掩鼻。坡子

街城管中队中队长刘幸介绍， 上碧湘街属
于老旧社区，流动人口多，特别是外来人口
多，各地摊贩认为这里“生意”好，经常驻扎
此处，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和交通出行。
在多次上门劝导无效的情况下， 天心区城
管执法大队今天出动执法人员150人，连同
公安、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对上碧湘街进
行专项整治，处理了20多个摊位，拆除了临
时乱搭的棚子30个。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 （陈新 ）今天，
天心区召开2017年环保工作大会，今年天
心区将出台《天心区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
定（试行）》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强化区
委、区政府及各单位“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的环保责任意识，逐步实现从环保部
门单打独斗向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
齐抓共管转变，从“督企”向“督政”和“督
企”同步推进，为建设“融城核心、璀璨天
心”提供保障。

今年，天心区将出台《天心区环境保
护工作责任规定（试行）》，按照“属地管理
与行业管理相结合， 以属地管理为主”和
“谁主管、谁负责”，“谁污染、谁担责”的
要求，建立责任体系及问责制度，区委、区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本行

政区域、 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环境保护工
作的第一责任人， 对环境保护工作负全
面领导责任； 分管环境保护工作的负责
人对环境保护工作负综合监管责任；其
他相关负责人对分管业务工作范围内的
环境保护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 企事业
单位的法人代表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负
责人是本单位环境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其他相关人员对职责范围内环境保护工
作负直接责任。

根据规定，对不认真履行本规定的
环境保护职责，没有完成年度节能减排
工作目标或发生环境污染事故造成恶
劣影响的，对相关领导和责任人进行责
任追究，并在评优评先中实行“一票否
决”。

通讯员 李书兴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现在进行会议第一项议程：纪检监察工
作知识测试。考试闭卷，请大家关掉手机。”近
日， 炎陵县纪检监察系统总结表彰会才开始，
会议主持人如是说。

“不会吧，表彰大会要考试”“真要闭卷考
试，搞这么认真呀……”面对突如其来的考试，
会场内顿时议论纷纷。

原来，为做到“打铁自身硬”，炎陵县纪委自
我加压，开展“素质提升年”活动，把业务学习、
培训和考试等纳入其中。 这次考试是为了检测
全县10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学习党内法规的效
果。会前，县纪委做了充分准备，并严格保密。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具体是哪些”“问题
线索的4种处置方式是什么” ……试题紧扣新
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纪条
规，让不少“考生”出了汗、红了脸。

“拿到考卷，好多题目看上去很熟悉，但闭
卷答题还真有点拿不准，看来要好好补课！”县
纪委派驻县林业局纪检组组长肖柏松深感惭
愧地说。

考试完毕后，县纪委立即组织人员批阅试
卷、统计分数，并将每个考生成绩封入信封，当
场发给本人。“考试不是目的，我们要以考检学、
以考促学、以考促用，推行业务考试常态化，增
强纪检干部学习自觉性， 练就监督执纪问责硬
本领、真功夫。”炎陵县纪委主要负责人说。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通讯员 万传文 彭金龙
杨芳 记者 张斌）“虚列工程量开支为村干部
发放津补贴、推选村支委候选人时为参会人员
发放香烟……” 记者今天从澧县纪委获悉，今
年以来， 该县有6名村干部因存在违规发放津
补贴、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选举中监管失责等
违纪行为，在村“两委”换届中被拒之“门”外。

村级换届工作启动以来，澧县坚持有报必
查、露头就打，发现一起，严查一起，通报一起，
并明确截留惠民政策资金等9类情形的人员不
能确定为村（社区）“两委”人员。县纪委会同县
委组织部，抽调人员组成5个巡回督查组，对全
县198个村、93个社区的换届工作进行巡回督

查，重点督查换届中拉票贿选、散布谣言、发放
礼品实物等违反换届纪律行为。针对村级换届
期间信访高发期、多发期，县纪委组织部加强
与信访室、纪检监察室等部门沟通，坚持把十
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的作为重点审查，认真
做好村（社区）“两委”委员候选人资格审查，严
格把好党员领导干部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关。

“对查证属实的‘问题’干部取消村（社区）
‘两委’候选人资格，有效防止了干部‘带病提
名’‘带病提拔’，真正让一些思想政治素质好、
带富致富能力强、服务群众水平高的人员走上
村（社区）‘两委’的重任。”该县纪委有关负责
人说。

长沙集中整治市容环境“五乱” “突击”考试让纪检干部“出了汗”

6人被拒之“门”外

澧县严查村“两委”候选人资格

天心区环保“新政”强化“党政同责”
拟今年内出台

蓝山基层干部
有了健康档案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李先志 欧超英 方强）“感谢组织的关心！
像我们这种长期在基层工作， 没时间去关
心自己身体的人， 进行健康体检太有必要
了。”4月12日，蓝山县土市镇副镇长高敏拿
着体检通知书后兴奋地说。

近年来，蓝山县从关心爱护干部、提高
执政能力的角度出发，县委组织部、县卫计
委和县中心医院联合下发了《关于组织全县
在职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健康体检的通知》，
明确从今年开始， 每年对全县122个单位、
1231名副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并制定了详细的体检时间安排表，安排专人
进行提醒调度，逐一建立健康档案。该县还
将定期分析利用干部健康档案信息，作为综
合考察、任免使用的参考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