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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7月5日电（记
者冯 源 段菁菁）良渚古城，曾
被多位中国考古学泰斗誉为“中
华第一城”，为中华五千多年文
明史提供了实证。去年7月 6
日，在世界最大湖泊里海之滨的
阿塞拜疆巴库，良渚古城遗址成
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走过申
遗成功一周年，距今已经有
5300—4300 年的良渚古城遗
址，正在续写新的篇章。

这一年，他们深入探索良渚

“良渚是四代考古人一点点
挖出来、研究出来的文明，目前
我们对它还知之甚少，良渚考古
仍需深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所长刘斌说，申遗成功之
后，良渚考古正在向更深更广的
范围拓展。

在结束了良渚古城城址区
的勘探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的勘探工作重点转入了古城
以东的郊区聚落，在之前被认为
没有遗址或者遗址分布较稀疏
的地方，他们发现了更多遗址，
且密度成倍增加。目前，他们已
经在古城东北面完成了360万
平方米的勘探工作，共发现良渚
时期的台地近百处，而原先调查
仅发现约20处，预计总数将逾
600处。

在浙江德清县雷甸镇，长江
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时期规模最
大的制玉作坊遗址群中初鸣遗
址群近年来现出真容。初夏一
个闷热的上午，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良渚工作站站长陈明辉
的“90后”同事朱叶菲正在遗址
群中的王家里遗址工地工作，其
发掘面积已经超过 1000 平方
米。这里的遗址群位于良渚古
城的东北方向，直线距离约18
公里，被专家认为属于古城腹地
的北端。

从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一路
向南不远，是这两年新发现的北

村遗址。“80后”的陈明辉，正在
组织人力开展配合基本建设发
掘。

目前，良渚考古正承担着两
项重大考古课题的重要任务，在
持续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
上，将向着科学化、国际化、理论
化和公众化等4个方向开展。

这一年，他们精心保护良渚

良渚古城遗址已有五千多
年的历史，申遗成功之后，让它

“延年益寿”是各方面共同的责
任。

“首要任务是保护，其次才
是对保护成果的共享。”杭州良
渚遗址管理所所长黄莉和她的
同事负责联系保护区内的24处
村落，这一年，为了处理好遗址
保护和生活生产的关系，他们的
脚步更勤了。

在杭州良渚遗址遗产监测
管理中心的监测大厅，工作人员

杨鑫轻点鼠标，就能实时监测良
渚古城遗址不同点位上的即时
图像。中心主任郭青岭说：“与
去年相比，现在的监测指标实现
了可视化显示，这里要成为遗址
保护的‘数字驾驶舱’。”

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真菌
会对古城保护有何影响？南开
大学、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
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良
渚遗址遗产监测管理中心今年4
月在《微生物学前沿（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上联合发表
了相关论文。郭青岭说，中心
和国内多所高校院所合作开展
了多项课题，通过持续研究和
数据积累，运用大数据分析和
算法，要建立一个遗产保护的

“数字大脑”。
从去年到今年，在地方政府

和电力部门的合作下，一条35
千伏线路和一条220千伏线路
完成“上改下”，极大改善了公园
周边环境风貌。而在去年 10

月，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
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杭州市良管委规划建设局副局
长于蕾介绍说，《良渚遗址保护
总体规划》正在进行修编工作，
将更为完善科学。

这一年，他们努力传播良渚

良渚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
明史，让良渚讲好中华文明的故
事，需要从旅游、文博、文创、出
版等多个维度综合发力。

在良渚成功申遗次日，良渚
古城遗址公园有限开放，外企高
管应杭军加入了首批志愿者。

“以前在英国，我经常在大英博
物馆中国馆为游客作讲解。现
在，站在五千多年前的古遗址上
讲述良渚，我由衷感到自豪。”

与我国5G实现商用同日，
这座公园实现了5G全覆盖。杭
州市良管委旅游开发部副部长、
杭州美丽洲实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刚说：“游客一半以上是年
轻人，知识面广、求知欲强，我们
要通过‘智慧景区’建设，把良渚
介绍好。”

今年5月，杭州良渚文化创
意有限公司成立。公司副总经
理熊磊介绍说，它重点开发良渚
的知识产权（IP），推出网络文
学、影视动漫、游戏等文创产
品。而她所在的另一家企业良
渚玉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则
重点推出良渚主题文创衍生产
品。

在良渚博物院，宽敞、明快、
开放、现代的风格基调，传统和
数字化并举的展示方式，为观众
提供了沉浸式体验。在今年的

“5·18国际博物馆日”，良博首
次推出的云展览“在良渚看世
界”，线上点击阅读量近90万人
次。

参照我国的水墨动画，以
及敦煌壁画、汉画像砖的艺术
风格，浙江科技学院动画系主
任曾奇琦为首部良渚主题童书
《五千年良渚王国》绘图，而刘
斌则在书中讲起了良渚故事。
浙江少儿出版社社长邵若愚
说，它的英文版计划今年年底
或明年初出版，日文版也在翻
译中。

在去年8月底举行的北京
图博会上，浙江大学出版社出
版、浙江多位考古专家执笔的

“良渚文明丛书”对外输出了英
语和俄语等多语种版权。英文
版的合作者是全球知名的科技
出版商斯普林格·自然集团。浙
大社还将持续出版一系列权威
的良渚考古书籍和普及型大众
读物。

“申遗最终目的是守住五千
多年中华文明的根和魂。”杭州
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张俊杰表示，“我们有
信心把这一厚重的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好、管理好、传承好，把良
渚好好交予下一代。”

良渚古城遗址：

“中华第一城”续写新篇章

良渚国家古城遗址公园良渚国家古城遗址公园（（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长江刀鱼、长江河豚、长
江鲥鱼，被誉为“长江三鲜”，
由于环境恶化、捕捞过度等诸
多原因，近年来长江刀鱼和长
江河豚资源严重枯竭，而长江
鲥鱼更是多年鲜见。

江苏省江阴市的郑金良，
从1999年开始就投入到“长
江三鲜”的繁育与养殖工作
中，2002年在河豚繁殖上取
得成功后，他首次向长江投放
河豚苗种40万尾。随后，每
年他都会把繁育出来的刀鱼、
河豚等珍贵鱼类向长江放流，
18年来累计放流1.6亿尾，被
誉为“长江放流第一人”。

郑冰清是郑金良的孙女，
5岁起便和爷爷一起向长江
放流鱼苗，长大后更是对水产
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

2014年，郑冰清考入扬
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在这之后她一直研究和关注
珍稀鱼类的繁衍难题。如今，
她和爷爷一起守护着“长江三
鲜”。

在祖孙二人的推动下，江
阴市把每年的6月12日定为

“长江放流日”，希望以此对改

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长江生
物多样性和促进渔业发展起
到积极作用，带动更多人参与
到长江大保护的历史进程中。

疫情期间，郑冰清利用网
络直播，向大家介绍“长江三
鲜”的生活史及其习性特点，
讲解如何去保护长江中濒临
灭绝的鱼类。

直播的同时，爷孙俩也不
忘帮助村民代售农产品。郑
冰清说：“我要在保护长江野

生鱼的同时，带动身边的农民
们通过养殖致富。”（据新华社）

上图为7月1日，在江阴
市郑金良创办的“长江三鲜”
繁育与养殖研发基地的实验
室内，郑金良和孙女郑冰清对
瓶内鱼标本进行讨论。（新华
社记者 李雨泽 摄）

下图为7月1日，郑冰清
在江阴市家中通过网络直播，
向网友讲述关于长江河豚的
故事。 （新华社发 刘 浏 摄）

“长江三鲜”守护者

爷孙俩十八年放流鱼苗1.6亿尾新华社杭州电（记者朱 涵）
浙江大学徐建明教授团队近日
通过分析地球微生物组计划大
数据，构建了全球微生物共存网
络。通过对微生物“社会关系”
的分析，揭示了地球多种环境
中，微生物组之间的互联模式。

这项研究近日发表在微生
物领域期刊《微生物组》，合作者
还包括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
校、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
以及比利时鲁汶大学。

单个微生物在数量众多的
群落中繁衍生息，不同微生物间
存在着共生、寄生、捕食和竞争
等关系。微生物不仅仅是“分解
者”，它们还能影响到温室气体、
绿色生产、人体健康的方方面
面，其群落组成和功能具有极高
的复杂性。

“过去科研人员常常在微
观尺度挖掘其具体特性，但有
时如同盲人摸象，只能看到局
部。就像人类社会，光是知道
一个人叫什么名字，无法了解

人类社会的全貌，要知道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描
述。”徐建明说。

浙大科研人员通过构建微
生物生态网络算法，建立了一个

“筛子”，筛出微生物之间的交互
作用，采用了来自土壤、植物、动
物等14个环境中的23000多个
样本，构建了全球微生物共存网
络。

“采用统一采样、测序、分析
的全球最大标准化环境微生物
组数据库的建立，为中外科学家
研究确定了丰富的数据资源。”
徐建明说。

通过这张网络，研究人员发
现，土壤微生物组与动物表面、
动物肠道和淡水微生物组有密
切关系，而植物、动物体表的微
生物是连接两组微生物网络的

“桥梁”。
“通过这张网络，我们对微

生物的关系看得更清，为进一步
理解运行机制提供了前提。”徐
建明说。

我国科学家绘制出
地球微生物“社会关系”网络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董瑞
丰）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一支科研团队近日建立了青藏
高原纳木错区域从 1479 年至
2015年的灌木年轮宽度年表，跨
越537年之久。这是我国目前最
长灌木年轮宽度年表，为青藏高
原中南部高山区长时期气候变
化提供了“自然档案”。

通过树木年轮，人类可以了
解一个区域过去的降雨量等气
候变化。不过，青藏高原内陆鲜
有森林，灌丛分布更为广泛。在
极端寒冷和干旱环境中，香柏灌
木生长缓慢，平均年轮宽度约0.3
毫米。过去，科学家并不清楚香
柏灌木年轮可否像树木年轮一
样指示过去几百年的生存环境
变化。

此次，中科院青藏高原所研
究员梁尔源、博士后芦晓明等人
围绕纳木错周边香柏灌丛开展野
外调查，发现了死亡的香柏植株
和部分残留茎干。通过与活的香
柏灌木年轮序列之间的交叉定
年，科研人员建立了537年间的
灌木年轮宽度年表，可以揭示该
区域春季气候干湿变化状况。

研究发现，纳木错区域经历
了1637年至1683年、1708年至
1785 年两个较长时段的干旱
期。科研人员认为，小冰期期间
极端寒冷条件可能导致水循环
的降低，进而引发干旱。

该研究获得第二次青藏高
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和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相关成果已发
表于《地球物理研究快报》。

跨越537年

科学家建立我国
最长灌木年轮宽度年表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刘巍巍）记者近
日从江苏省张家港市公安局获悉，该局近
期斩断一条“上游资金供给、非法第四方
支付、下游黑灰产业”的犯罪产业链，抓获
涉案人员72名，查扣作案用电脑41台、手
机210余部，冻结银行卡2100余张，涉案
资金超4.8亿元。

2020年2月，张家港市公安局塘桥派出
所接到居民顾女士报警，称其通过一款名为

“有米有品”的App申请贷款后，发现手续费
过高，提前还贷却不显示金额到账。同时，
App还每日自动生成一笔200元违约金，言
语粗暴的讨债短信、电话随之而来。

警方调查发现，顾女士支付的还款到
达对方账户后，立即被转至10个“皮包公
司”账户，随后又流向境外某庞大资金
池。经查，这个资金池归属于名为“火牛”
的第四方支付平台，由安徽籍人员王某伙
同他人开设。该平台分工明确，有专门负
责收放贷款的“承兑商”，还有专门负责催
债、资金池运维、App推广等业务的工作
人员。以王某为首的团伙核心人员藏匿
于缅甸，剩余业务人员分散在国内各地。

“所谓第四方支付平台，是指未获得
国家支付结算许可，违反国家支付结算制
度，依托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过大量注册
商户或个人账户非法搭建的支付通道。”
苏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民警张震豪介绍，
第四方支付平台为网络诈骗、网络赌博、
网络色情服务等违法犯罪提供资金结算，
从中收取手续费。

4月25日，专案组组织116名警力分
赴广东、广西、四川、浙江等地开展收网行
动。4月28日，72名涉案人员落网。截至
案发，在“火牛”第四方支付平台注册的
App商户超100家，放款记录超20万条，
涉及的网络贷款诈骗受害者超过21万人。

针对潜伏境外的王某等涉案人员，警
方一面切断其经济来源，另一面开展劝返
工作。最终，王某等7人回国投案。

江苏警方捣毁
跨境特大非法
第四方支付平台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王 民）考古工
作者日前在河北省黄骅市一处金元时期
煮盐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出房址
2座、煮盐灶3座、灰坑15个，遗址中还发
现铜钱、铁器、瓷碗碎片等物件，再现了金
元时期的制盐业方式。

据介绍，遗址分为制盐工作区和生活
区，抢救发掘面积达900平方米。遗址东
南部的制盐工作区发掘面积600平方米，
盐灶、灰坑及晒盐滩场分布其中。

“滩场、盐灶、灰坑等遗迹的发现，再
现了金元时期的制盐方式，和我们此前发
掘的唐代煮盐遗址采用的‘淋煎法’传统
制盐工艺是一样的。”黄骅市博物馆馆长
张宝刚介绍说。

遗址西北部的生活区发掘面积300平
方米，发现的2处房址均为面阔三间，且带
有连灶炕。大的房址形制为一单间加一
套间；小的房址形制为三单间，三单间房
址内的火炕旁有一坑，坑内发现有大量烧
土块、木炭块以及草木灰，考古人员推测
其为房内取暖用。据介绍，这是黄骅市首
次发现古代制盐工人生活遗址。不同形
制的房间居住了不同身份的人，连灶炕的
设置及较大面积的居住空间，表明当时在
此工作的盐场工人有着较好的居住条件。

“这处制盐遗址位于享有‘海上丝绸
之路北起点’之称的黄骅市海丰镇遗址东
北6公里处。这是黄骅市首次发现金元时
期的煮盐遗址，填补了河北省金元时期制
盐业历史的空白。黄骅及附近地区作为
我国古代三大盐场之一长芦盐场的主产
地，此前还发现过东周及隋唐制盐遗址，
而此次发掘相当于一个重要连接点，把黄
骅制盐历史从东周到明清有机串联起来，
说明黄骅制盐历史源远流长且一脉相承，
对于中国制盐业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张宝刚说。

河北黄骅发现
金元时期煮盐遗址

新华社济南电（记者孙晓辉）记者近
日从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获悉，考古队伍在
对小清河沿线的邹平新西村墓地进行调
查、勘探时，发现了56座年代集中在战国
至汉代的墓葬。

据介绍，邹平新西村墓地距地表深约
6米，在已发掘的3000多平方米的地面
上，考古队员共发现56座墓葬，年代约为
战国至汉代。

据了解，已发现的56座墓葬中，有8
座战国墓，48座汉代墓，并出土了陶器、铜
器等部分随葬品。

在考古发掘中，考古队员在汉代墓葬
填土中发现了大量的碎陶片和瓦片，这种
结构遇到盗墓贼盗掘时会发生坍塌，能有
效防止盗墓，也是当地的一种丧葬习俗。

据悉，邹平新西村战国至汉代墓葬的
发现，为研究当地及周边的战国至汉代历
史和小清河河道的变迁发展史等提供了
重要的参考资料。

山东邹平发现56座
战国至汉代时期墓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