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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斌

1972年至1974年， 考古工作者在
长沙市发掘了三座西汉古墓。 这就是
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 从中共出
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 为研究汉代初
期的历史、 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
供了重要资料。

弹指一挥间， 40年已过。 “二号
墓挖出3枚印章， 就挖出马王堆汉墓的
眼睛了。” 当年参与发掘的专家， 仍然
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12月12日， 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
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开幕。
来自亚洲、 北美洲、 欧洲、 大洋洲的
110多名知名专家学者与会。

从淤泥里摸出印章

1973年12月18日， 马王堆二号墓
的发掘工作启动。 由于在之前发掘的
三号墓中， 没有找到表明墓主人身份
的明确线索， 考古人员把希望寄托在
二号墓上。

已经82岁高龄的高至喜， 当时是
“长沙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领导小组”
业务组组长。 他记得， 挖掘时接连发
现了几个盗洞， 墓中只留下烂了的棺
椁， 以及与泥水混在一起的三层椁底
板。

椁底板起吊后， 考古人员便在泥
水中摸索。 忽然何介钧兴奋地大叫起
来， 原来是在墓坑北端的淤泥里摸到
两个印章， 一个刻着“利苍”， 一个刻
着“轪侯之印”。

“我当时就讲， 应该还有‘长沙
丞相’ 的印。 何介钧就告诉我， 椁底
板有缝隙。 我说可能漏下去了。” 高至

喜回忆。据《史记》和《汉书》记载， 第一
代轪侯利苍以长沙国丞相的身份受封
于汉惠帝二年 （公元前193年）， 封地
轪侯国在今湖北浠水 （另一说在今河
南光山县与罗山县之间）， 鉴于西汉诸
王列侯有“不就国” 的习惯， 利苍就
生活并埋葬在长沙。

高至喜当即建议， 把椁底板下的
淤泥全运回省博物馆。 回到馆里， 让
老师傅用筛子筛， “长沙丞相” 的龟
钮铜印就这样被筛出来了。

高至喜说， 三方完整的印章， 解
决了二号墓主人的身份问题， 证明
《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是正确的。

以盗 墓 为 生 的 “土 夫
子” 出力甚多

此次研讨会上， 北京大学知名教
授李零讲述了“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历
史意义”。

李零说，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
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墓的发掘颇有渊
源。 任全生、 漆孝忠、 李光远、 胡德
兴， 这4位的身份非常特殊， 他们本来
是1942年子弹库楚墓的盗掘者和子弹
库帛书的发现者。

高至喜告诉记者， 新中国成立后，
当时的省文物清理工作队需要技术能
手， 便吸收了10多位新中国成立前的

“土夫子”， 也就是以盗墓为生的人。后
来他们被分到省博物馆和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并参加了马王堆汉墓的发掘。

省博物馆原馆长熊传薪记得， 这
些“土夫子” 在马王堆汉墓发掘中，
出力甚多。 已故的任全生， 身材高大，
手臂长， 技术好， 凡是比较难拿的东
西大多由他来拿。 在一号墓发掘时，

棺椁边厢里水位以上的部分还有70厘
米， 任全生首先把最大的北边厢中浮
在水面上的器物取出来， 然后再排水。
“提取浮在水面上的器物很需要技巧，
要托着底部慢慢拿。 而且， 人不能到
边厢里去， 会踩坏器物， 只能趴在旁
边弯着腰下去取。” 熊传薪说。

不仅马王堆汉墓， 在长沙近郊发
掘的1000多座楚墓和近3000座汉墓
中， 都活跃着“土夫子” 们的身影。

周总理点头同意解剖“老太太”

1972年马王推一号墓的女尸出土
后， 震惊世界。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提
出， 把内脏取出来尸体就不容易腐烂，
建议对女尸进行解剖。 周恩来总理迅
速作出批示同意解剖， 还提出“古人
都保存几千年了， 我们起码要保存
200年”。

1972年底， 来自全国的8位专家云
集长沙， 花了两天时间召开女尸解剖
座谈会。 在不毁坏古尸形象保证展览
的前提下， 拟出一个解剖程序上报中
央。

最后一个问题， 出现在“谁来主
刀” 上。 “文革” 时期， 主刀是一件
有风险的事， 万一没做好， 极有可能
要挨批判， 专家们相互谦让， 都不作
声。

僵持一段时间， 有人朗声说 ：
“我来主刀如何？” 听到这句， 全场掌
声雷动。 主动请缨的， 是湖南医学院
病理解剖研究室的助教彭隆祥。

“我想既然周总理点头同意， 应
该不会有政治问题。 而且我从1956年
留校后， 已经主刀过200多例解剖。

一具古代尸体， 和现代尸体能有多大
差别？” 40多年后， 彭隆祥这样解释当
年的自告奋勇。

尸体已经过防腐处理， 彭隆祥动
刀时， 感觉比较韧。 当打开胸腔后，
在场的人都很惊奇， 想不到2000多年
前的尸体里不仅内脏完整， 一些器官
的纤维仍可以看得见。

三号墓主是谁仍无定论

通过印章和三座墓葬的形制规划
可以判断出， 二号墓主人是利苍， 一
号墓主人是轪侯夫人辛追， 三号墓主
人应该是利苍的儿子， 学者们没有异
议。 但究竟是利苍的哪个儿子， 则有
不同看法。 一说是利苍之子、 第二代
轪侯利豨； 另一说是利苍之子、 第二
代轪侯利豨的兄弟。

高至喜的观点是， 三号墓主是利
豨的兄弟。《史记》、《汉书》都记载， 第
二代轪侯利豨死于汉文帝十五年。 而
三号墓出土的纪年木牍上显示， 三号
墓的墓主葬于汉文帝十二年。 此外，
三号墓规模小， 比其母辛追夫人的墓
小得多。 高至喜认为， 如果三号墓主
是轪侯， 墓的规模应该和他母亲一样，
甚至， 应该另有和夫人同葬的墓地。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黄展岳
认为， 三号墓的埋葬位置和棺室内两
壁帛画， 是墓主生前地位和生活的反
映。 两壁帛画画面展现的是墓主生前
检阅步车骑三军的壮观场面， 与简文
对应， 可以认定墓主是第二代轪侯利
豨。 考古发现的简文纪年与史籍记载
不合并不罕见， 不应成为否定墓主利
豨的依据。

已经过去40年，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的专家，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马王堆汉墓发掘有故事

本报12月12日讯 （记者 张
尚武 通讯员 申福春） 湖南打
响绿化“裸露山地” 歼灭战 。
全省林业系统今天开会动员，
层层部署绿化“裸露山地” 工
作。 副省长张硕辅到会鼓舞士
气。

近年来,“绿化湖南” 建设成
就有目共睹， 但“裸露山地” 也
未根本消除。 据全省“十二五”
森林资源调查， 我省还有“裸露
山地” 768万亩， 影响了湖南的
生态形象。

省林业厅部署， 66个重点
县 （市区） 要把高速公路、 国省
道和铁路两旁第一层山脊或平
地100米范围内的60万亩“裸露
山地” 作为今冬明春造林绿化
的重点， 合理规划、 科学造林，
让“裸露山地” 穿上“衬衣”，

重点地区还要穿“棉袄”。
张硕辅在会上说 ， 绿化

“裸露山地” 是提升湖南形象的
需要， 是坚守生态底线的需要，
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 从明
年起， 省、 市、 县各级政府要
把绿化“裸露山地” 纳入绩效
考核， 严格奖惩。 他要求， 66
个重点县要创新机制 ， 开展
“裸露山地” 使用权合理流转，
促进规模经营、 集约经营； 多
方筹措资金， 鼓励社会资本投
入“裸露山地” 造林绿化； 将
“裸露山地” 开辟成全民义务植
树新场地， 鼓励社会采取认建
认养、 冠名绿化、 捐资植绿等
形式参与“裸露山地” 造林绿
化； 引导花卉、 苗木大户承担
“裸露山地” 造林绿化， 实现互
利双赢。

本报12月12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黄崇成） 今天下
午， 国内首家民营航空公司奥凯
航空湖南分公司在长沙成立。 这
是继南航、 厦航后， 在我省入驻
的第三家航空公司。 副省长张剑
飞出席揭牌仪式。

据奥凯航空总裁刘伟宁介
绍， 奥凯航空于2005年执飞的
第一条航线目的地就是长沙。
2011年， 奥凯航空调配3架波音
B737执飞长沙始发的航线。 近
年来， 奥凯航空不断增加干、 支
线运力， 除增加湖南与国内主要

城市间的航线外， 还增开了长
沙至张家界、 怀化、 永州、 铜
仁等支线航线以及长沙飞济州
等国际航线， 是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的主要承运人之一。

按计划， 奥凯航空2015年
在长沙黄花机场驻场运力将达
到 10架 ， 2018年达到 15架 ，
2020年达到20架。 将增开多条
从湖南始发的国际与地区航
线， 建成以长沙为中心， 辐射
国内外大中城市、 连接周边省
际支线、 面向东南亚国家和地
区的国际地区航线网络。

本报 12月 12日讯 （记者
奉永成） “近几年， 我省高速
公路新增了很多条， 但高速交
警编制却很少”； “建议省政
府尽快出台相应的实施办法，
推动社会救助工作法制化、 规
范化” ……今天， 副省长戴道
晋组织召开民主生活会前征求
意见座谈会， 听取省民政、 安
监及公、 检、 法等相关单位干
部、 群众对省政府党组班子及
他本人的意见和建议。

“民政救助资金缺口大，
工作人员少， 建议加强乡镇民
政工作平台建设。” 会议一开
始， 省民政厅的唐白玉同志就
抛出了一个民生话题， 得到了
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残疾人
是个特殊群体， 希望能将残疾
人使用的辅助器材纳入医保报
销范围。” 省残联的周容建议，

残疾人的辅助治疗对残疾人至关
重要， 建议适当提高辅助治疗费
用的报销比例。 “这两年省政府
启动了不少重点工程建设， 群众
很拥护， 但重点工程扰民的现象
突出， 建议重点工程建设抓一抓
施工文明问题， 要充分考虑老百
姓的日常生活和出行方便” ……

轻松的气氛， 打开了与会者
们的话匣子。 参会的20多名代
表纷纷结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提
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今天， 邀请大家来座谈，
就是要虚心听取各位对省政府党
组班子和我本人的意见和建议，
感谢大家的直言相谏， 你们的意
见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在听
取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后， 戴道
晋表示， 大家的意见都很中肯，
非常有价值， 他将认真整理， 归
类办理， 使大家的意见不落空。

我省部署开展专项行动
集中打击拒不执行

裁决、裁定等犯罪行为
本报12月12日讯 （记者 王曦） 今天下

午，省委政法委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
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开展专项
行动，对拒不执行裁决、裁定等犯罪行为集中
打击。

本次行动将于2015年3月底结束，打
击重点为两类： 一是被执行人员或相关人
员涉嫌构成拒不执行裁决、裁定罪，妨害公
务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犯
罪的； 另一类是被执行人员或相关人员的
妨害执行行为虽不构成犯罪， 但需进行司
法扣留惩戒的。

会议强调， 此次专项行动关键在于各
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协调配合。对
涉嫌构成犯罪的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人
民法院要将有关犯罪线索于今年12月底前
向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移送， 符合条件的
案件要由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确保在
2015年2月底前完成移送审查起诉及向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 人民法院要确保案件在
2015年3月底前宣判。 对法院移送的犯罪
线索，公安机关经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应
当在3日内立案， 不符合的要在5日内向法
院反馈。法院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可提请
检察院予以监督。

本报12月12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邹靖方） 今天， 由华声在线股份有限
公司和资兴市政府联合举办的农业合
作项目签约仪式在长沙举行， 其首个
合作推出的特色产品“金黄草” 藤茶
正式走出“深闺”， 宣告上市。 媒体与
政府联手， 强势推广地方特色农产品
的方式， 开创了我省特色农业的发展
新模式。

据了解， 此次合作双方旨在做大做
强东江湖藤茶产业， 进而顺势开发资兴

其他特色农副产品， 促进资兴市尤其是
东江湖库区农民、 渔民向产业工人转
型， 并带动当地相关产业共同发展， 为
资兴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双方将
着力打造“金黄草” 藤茶等农副产品品

牌； 把资兴打造成为上规模上档次的全
国性的藤茶产业基地； 以藤茶产业化建
设为基础， 文化助力， 旅游搭台， 把
“湖南黄草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建
设成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在长沙开设10到20家实体店， 用于推
广销售资兴市的绿色产品。

“金黄草” 藤茶制造、 运营商湖南
黄草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是华声在
线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是华声在
线多元发展、 多种经营、 多产业链战略
的一个尝试。 该公司将依托华声在线强
大的媒体资源平台优势， 将“金黄草”
藤茶打造成全国知名的农产品牌。 拟通
过5年左右的时间， 投资5000万元人民
币， 在东江湖周边开辟建设5000亩以
上的“金黄草” 藤茶产业园。 其中示范
园1个1000亩， 成片基地50个以上共
2000亩，农民零散种植2000亩。目前，在
东江湖腹地的黄草镇，首个1000亩藤茶
特色产业示范园已于2014年10月正式
启动，计划在2015年6月前建设完成。

湖南打响
绿化“裸露山地”歼灭战
今冬明春66个重点县计划完成60万亩

奥凯航空湖南分公司成立
将主要执飞省内支线和国际航线

“大家的意见
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戴道晋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

华声在线与资兴市政府牵手
“金黄草”藤茶走出“深闺”

12月12日下午， 冬日夕阳在长沙湘江边的夜灯中悄悄 “点亮”， 形成一幅温暖的美景。 据省气象台预报， 未来
三天， 省会长沙晴冷少雨。 15日起， 将会有一次降温降雨过程。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本报12月12日讯 （记者 封
锐） 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
红色旅游产品推介会昨日在长
沙举行， 副省长、 省工商联主
席何报翔会见了乌里扬诺夫斯
克州政府第一副主席斯梅卡林·
亚历山大一行， 并签署两地经
贸、 科技、 文化合作协议。

何报翔说，乌里扬诺夫斯克
州是列宁的故乡，湖南是毛泽东

的故乡，希望两地进一步加强交
流合作，延续上一代的友谊。

长沙-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的
旅游包机直航将在明年5月开
放， 届时两地游客可方便快捷
地到对方国度旅游。 俄罗斯特
别为中国游客开通了为期8天的
红色旅游项目， 包括参观莫斯
科、 乌里扬诺夫斯克、 喀山、
圣彼得堡等地。

列宁故乡
来长推介红色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