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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万件精美文物出水，“张献忠沉银”传说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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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陵园推出清明孝亲四大免费服务

安佑生态陵园是经三级民政部门审批、坐落于和林格尔国家级示范新区之核心区域

的大型人文生态纪念陵园。

安佑陵园勇于承担行业责任、社会责任，特推出一系列惠民活动：

一、免费为烈士修墓并撰写事迹。

二、无限期免费寄存骨灰。

三、免费为市民提供生态环保节地葬骨灰与大地融为一体，真正回归自然。

报名时间：2017年8月30日前。

9月中旬将举行隆重的集体安葬仪式。

四、祭扫车专线

清明节4月3、4日；阴历七月十五、十月初一公司安排免费接送祭扫车。

市区乘车点：呼市昭乌达路海德酒店对面。

详情致电咨询 服务热线：7260111� � 7260333

福彩快讯

福彩网址：www.nmlottery.com.cn

咨询电话：0471-5182870

扫描上方二维码下载

内蒙古福彩APP

2016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别吃别

吃，闻一闻就行了，千万别吃。”这一天，家家

户户都在吃月饼，可对于8岁的浩博来说，吃

上一口月饼却是那么奢侈。在父母的监督和

制止下，他只敢一点一点地舔着尝尝味道。

浩博毕竟只是个孩子， 舔着香了就想吃

上一口，可爸爸妈妈无论儿子怎样哀求哭闹

都不答应。看着儿子渴望的眼神，浩博妈妈

一阵心酸涌上心头：“只能狠心告诉孩子不

能吃，如果给他吃了就等于吃了毒药。”

“特食”男孩
2008年，张浩博出生在呼和浩特市武川

县，出生不久，爷爷奶奶先后查出患有肝癌

和肺癌，为了给两位老人治病，浩博的父亲

张忠恒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了20多

万元的外债，即便这样也没能挽留住两位老

人。就在此时，浩博又查出患有一种罕见的

疑难病症———苯丙酮尿症。

苯丙酮尿症是由于苯丙氨酸代谢途径

中酶缺陷所导致的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

主要表现为生长发育迟缓、脑萎缩引起的反

复抽搐、常伴有兴奋不安、多动等异常行为。

目前医学上针对苯丙酮尿症还没有彻底根

治的方法，主要依靠费用高昂的食疗控制病

情发展。

浩博的病症表现为智力明显低下，伴有

多动症行为，6岁了还不会说话。浩博的妈妈

每天都必须给儿子做只有他一个人吃的“特

食”。这种特殊的食物用的是一种特制米面、

蛋白粉和营养粉，既能当药喝也能当饭吃。

就算吃最简单的饭菜，浩博一天也得花

160多元。一旦吃不上这种“特食”，智力就会

迅速下降，甚至瘫痪，生命衰竭。随着浩博年

龄增长，食量增加，张忠恒夫妇最终无法负

担这笔巨大的开销。

爱心土豆
2015年3月， 张忠

恒为了让浩博能够在

内蒙古残疾人康复中

心接受免费的康复训

练， 举家从武川县搬

到了呼和浩特市。一

家三口的生活仅靠张忠恒种的几亩土豆维

持，而去年土豆的行情并不好，张忠恒家的4

万斤土豆滞销在家。当时，张忠恒急迫地想

将土豆贱卖，换取浩博救命用的口粮和蛋白

粉。

在浩博断粮的第3天， 内蒙古广播电视

台《福彩草原情》栏目了解到情况后，联合

《晚间报道》、《我爱公益》两个栏目，连续4期

节目关注，帮助张忠恒售卖土豆。

一场爱心接力正在温暖着草原青城。4

月初的内蒙古出现了“倒春寒”，最低气温已

降至零下。许多市民闻讯赶来，张忠恒卖土

豆的现场被市民“包围”， 大家争相购买土

豆，也有人默默捐款。带着孩子的老人、上班

族、小学生……不同职业、年龄。新城区城管

大队帮忙协调场地、 爱心组织自发帮助搬

运、义卖……这个不太温暖的春天呈现最美

的人间四月天。5天之内， 张忠恒家价值2万

元的土豆全部售完 ，共收入128640元。这意

味着浩博2年的口粮有了着落。

坚持康复
拿到善款后的第一件事，张忠恒便带着

浩博赶到北京的医院为他复查。 从1岁被确

诊， 张忠恒一直没有能力给浩博进行复查，

直到6年后张忠恒才再次来到医院。 据医生

介绍，只要浩博不断粮，他的智力就不会倒

退，将来就有可能开口说话，具备自理能力。

医生的话给张忠恒一家吃了定心丸。

目前， 张忠恒一边在武川老家种土豆，一

边在呼和浩特市打零工，学会了电工的手艺之

后，张忠恒每天可以赚到150元，虽然有时也没

有活，但加上地里的收成，现在一个月的收入

算下来也有近4000元， 还有去年的一部分善

款，浩博今年的口粮基本解决了。一年前，张忠

恒夫妇满面愁容；时隔一年，这一家三口脸上

洋溢着希望和幸福的柔光， 这是爱的力量，这

是父母之爱，更是人间之爱。为了帮助张浩博

早日恢复健康，笑对人生风雨，内蒙古自治区

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将饱含着彩民朋友浓

浓爱心的福彩公

益金4000元送到

了他的手中。

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

石龙对石虎， 金银万

万五。谁人识得破，买断成

都府……这是四川省眉山

市彭山区江口镇流行数百

年的一支歌谣， 说的正是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

“江口沉银” 一事。2015年

底，专家确定彭山“江口沉

银遗址” 为张献忠沉银中

心区域之一。经过近3个月

的挖掘， 今年3月20日14

时，“张献忠江口沉银遗

址”考古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发掘最新进展， 出水

文物近2万件，实证确认张

献忠江口沉银传说。

明朝皇族藩王器物出
水

3月16日下午，考古人

员在岷江河道发掘区域的

最北端发现了一段保存相

对完整的木鞘， 周边有银

锭散落着， 里面也塞得满

满的。

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

江口沉银水下考古领队刘

志岩表示，这是经过科学发

掘出水的第一件木鞘。当时

清代的文献就有记载，张献

忠在转运财富的时候，银锭

装在木鞘中。所谓木鞘就是

先把木头切成两半，掏出中

空后，再用铁箍起来。

3月18日， 考古人员又

发现了一批文物，共计25件

精美金器，个头最大的是一

块金锭。 其中较多是手镯，

纹饰比较精美，属双龙头纹

饰。专家据此推测，它们极

有可能是明朝皇族藩王的

器物。此后，在出水金器的

同一区域，又接连发现了金

耳环、金簪子等器物。

3月19日， 考古队展示

了一批此前从未公布过的

金银器物。最引人瞩目的是

4块刻满文字的金银册，记

录着明朝藩王册封的荣宠，

也折射着张献忠败走四川

的历史。除此之外，考古队

还展示了一批金首饰、金

锭、银锭等，有些装饰刻有

康宁福寿等吉祥字样。专家

推测，这些器物可能原属于

达官贵人或者皇室宗亲。

目前发掘区域已经清

理过半， 剩下不到一个月

内将清理另一半。

“江口沉银地”怎么确
定？

明末起义时， 张献忠

与李自成因故分裂， 率部

进攻长江流域。1646年，他

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

山（今四川省南溪县北）。

张献忠死后， 其巨额

财富一度成谜，考古界更是

将其誉为世界三大宝藏之

谜之一。 关于张献忠沉银，

《蜀碧》和《彭山县志》记载

张献忠在江口战败，船被烧

沉，金银随船沉入河中，《蜀

警录》则记载张献忠将搜罗

到的金银在江口沉于河中。

历史上，垂涎张献忠遗留下

的宝藏的人有很多，但都没

有找到具体的位置。

上世纪90年代，彭山打

鱼捞沙者曾捞起过明代银

锭、金银器等。2005年，江口

古镇岷江河道出土明代银

锭，其形制与堑刻铭文表明

为崇祯时期所征解的税银。

这与张献忠曾转战四川、湖

北、湖南的路线及所占地点

十分吻合，充分证实了张献

忠江口镇沉银之说。

之后，此地陆续出土了

金牌、金册、银币、银锭、铜

盘、银簪及碎银等，其中西

王赏功币、金牌等国家珍贵

文物都与张献忠有关。

2015年底，来自故宫博

物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

博物馆综合考古部等单位

的十余名专家， 对沉银遗

址、文物进行研讨后，出具

了《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

址” 考古研讨会专家意见

书》。《意见书》认为：通过与

历史文献相比较， 基本可

以确定“江口沉银”的记载

可信， 彭山“江口沉银遗

址” 即为历史记载的张献

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

多少金银财宝藏在江
中？

去年10月， 在江口沉

银被盗挖案件中， 四川警

方曾追缴回千余件文物，

其中百余件是国家级文

物，而最受关注的“虎钮永

昌大元帅金印”，曾在黑市

上卖到800余万元。 还有

“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

金锭”，是已知的明代金锭

中的最大锭形。

在不少专家看来，藏

在江底的文物可能比已经

发现的还要多。 中国社科

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远

廉是其中之一。

去年12月，周远廉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沉船地点的

金银财宝会有很多。“明末

的亲王们都非常有钱。崇祯

12年以后，张献忠打败了不

少亲王，也基本都把这些亲

王的资产据为己有了。”

但巴蜀文化专家、《张

献忠传论》作者袁庭栋对此

却并不乐观，“张献忠从来

没有在这里主动沉银。不说

1000艘沉船不可能，100艘

沉船都不可能，少许的东西

是可能的。这次考古发掘我

相信会澄清过去文献记载

的很多矛盾的说法，澄清史

学者多年的一些争论”。

曾遭盗掘沉银遗址
拟建博物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在3月20日举行的新闻通

气会上介绍，江口镇是眉山

市彭山区一个古镇，岷江从

旁奔流而过。彭山区文物保

护管理所所长吴天文说，早

在2005年，当地修建城市供

水工程时在岷江河道挖出7

枚银锭， 经鉴定为明代银

锭， 属国家珍贵文物。2010

年这里被确立为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江口沉银遗址。

过去几年， 沉银遗址

曾一度遭到盗掘。 眉山市

公安局彭山区分局副局长

刘良贵说，2013年下半年，

巡查人员发现个别区域有

盗挖迹象，2014年初， 警方

获取线索，有人用专业潜水

设备夜间潜入遗址区域，盗

挖文物高价倒卖。此案被公

安部确立为督办案件。

经过一年秘密侦查，警

方梳理出以沉银遗址文物

为目标的6个盗掘团伙、3个

倒卖团伙， 涉案人员40余

名，涉及全国10多个省市。

2015年4月25日， 眉山

市212名民警组成的抓捕行

动队，分成8个组，在云南、

四川等多地对6个盗掘团伙

骨干展开同步抓捕。此次行

动12小时内到案31人，扣押

“西王赏功”钱币27个、银锭

39个、 各类钱币逾千枚、其

余金银杂件逾百个。

警方收网后，专案组民

警辗转10多个省市，经过一

年多的努力，将千余件涉案

文物全部追回，其中国家珍

贵文物100件， 包括国家一

级文物8件、二级文物38件、

三级文物54件，涉案文物交

易金额3亿余元。 其中最为

引人关注的是国宝级文物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

专家表示， 江口沉银

遗址地处几公里长、 开放

式的岷江河道， 分布面积

超过100万平方米，如果仅

靠严防死守， 要实现全面

保护难度很大。 此案也从

一个侧面促使文物保护部

门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抢

救性考古发掘。

据了解，下一步，当地

将在张献忠沉银遗址附近

高标准、 高起点规划建设

博物馆。

（据新华社、《法制晚
报》报道）

� � � � 这是“永

昌大元帅印”

工作人员清理刚刚发掘出的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