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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余人考古工作者中，150 多人都是 90 后

三星堆“蹲”了一群年轻人

4 月初的广汉三星堆， 新发现的 6 座祭
祀坑发掘仍在紧张进行。

在此次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以及文
物保护两个环节的工作人员约 200 人，其中
有 150 多人都是 90 后；这是一个学霸群体，
200 余人中博士和硕士有 160 多人， 占比达
到了 80%。

最年轻博士后 27 岁
刚刚过去的三星堆发掘央

视直播中，参与 8 号坑发掘的蔡
宁，应邀与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巍一起进行了电视解说。此时
离他支援三星堆不到一周。节目
里，蔡宁没有丝毫忙乱，将公众
感兴趣的发掘情况娓娓道来。

蔡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博士后，山东人，今年 27 岁。
用学霸形容他并不夸张：从小喜
欢历史，大学报考山东大学历史
系。 再往后，到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读博，博士后的工作也在
这里。当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与四川省考古院签署了合作协
议，研究商周考古方向的他被要
求前来支援。

“其实此前我很少来四川，
对三星堆了解不多。 ”蔡宁直言。

“两眼一抹黑”怎么开展工作？学

霸的世界常人难懂。“这恰好可
以倒逼自己大量阅读相关资
料。 ”蔡宁说，他来三星堆之前，
就把三星堆 1、2 号祭祀坑长达
几百页的考古发掘报告看完了，
省考古院还给了很多相关论文，
所以他这样安排时间：白天现场
发掘，晚上学习。

面对“再醒惊天下”的三星
堆，学霸似乎也要冷静得多。 8号
坑开启发掘最晚， 此前露出来的
只有红烧土以及 5块石板。 相比
其它几座坑的精美青铜器和金面
具，可谓“寒碜”。 有同伴着急，蔡
宁却波澜不惊，“这次发掘主要还
是为了解决相关学术问题， 所以
红烧土和石板也很重要。

几天前，8 号坑终于发现
了一件青铜神树残枝和玉管，
他的心情终于有了波动。

除了蔡宁，来自上海大学的
徐斐宏同样是一位博士后。相比
蔡宁对历史和考古的执着，徐斐
宏大学时在北京大学念的心理
专业。 后来发现自己其实喜欢考
古，直接转专业，此后又成为北
京大学考古专业的第一届直博
生， 又在学校做了两年博士后，
这才于去年到上海大学当老师。

今年春节开始，徐斐宏带着
平均年龄仅 25 岁的上大团队，
在三星堆连续“挖土”两个多月。
作为现场负责人，徐斐宏除了要
协调整个团队工作，把握 3 号坑
发掘的进度，在后期器物层清理
时，碰到一些比较细致的环节和
问题，也会亲自到坑里工作。

据介绍，参与此次三星堆发
掘的博士和硕士有 160 多人，占
比达到了 80%。

3 个月只休了春节假
此次三星堆发掘， 文保和科

研前置，要求慢工出细活，年轻的
考古人几乎把家安在了工地上，
有的甚至 3个月只休了春节假。

3月 29日，四川省考古院文
保中心工作人员鲁海子从三星堆
马不停蹄赶到彭山江口。 江口遗
址的新一轮发掘正在进行， 作为
四川省考古院从事金属类文物保
护修复的专业人员， 江口出水文
物同样需要他开展相关工作。

鲁海子是成都人， 今年 31
岁，“作为 90 后，三星堆当年开
馆最热闹时候我赶上了， 所以
从小到大对三星堆很感兴趣。 ”

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还有亲
手触摸三星堆文物的机会。

2020年底，三星堆 4号坑勘
探时发现黄金残留物， 四川省考
古院负责人通知鲁海子去做金器
矫形，看看究竟是啥。 在此之前，
鲁海子已就江口出水金器开展过
矫形等相关工作，具有一定经验。

三星堆再发现金器，意味着
鲁海子必须要在两个工地两边
跑。 果然，5号坑发掘不久，中国
同时期最大的金面具出现了。彼
时，金面具早已被泥土挤压变形
成不到两厘米厚的一块，静静地
埋在 5号坑的正中央。在国家博

物馆的专家到来之前，鲁海子连
续几天进行相关准备工作，提取
金面具的相关成分进行检测，判
断矫形的可行性，为后期工作提
供基础数据和技术保障。当这件
金面具成功展开，鲁海子也忍不
住拿着面具合影留念。

从今年 1月到现在，“除了春
节，还没休过假。 ”鲁海子说，“这么
重大的项目我能参与其中，对考古
人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

今年下半年即将在山东大
学读博的杨镇，是 3 号坑的“坑
长”。 在这位 95 后小伙子眼里，
此次发掘同样终生难忘。

从面朝黄土到“面朝黄金”
除了一丝不苟对待工作， 一群高学历、敬

业爱岗的考古人还有另外一面。 这次考古，年轻
人在防护服上的个性涂鸦便随着央视直播火遍
了全国。

已经保研成功的四川大学考古系学生刘槃，
一口气给小伙伴们贡献了十几个涂鸦和个性标
语。 她给同学杨海容写下了“万里长城永不倒”，
给成都文物考古院的摄影师唐文武画了日本动
漫《海贼王》的角色路飞，给另一位老师王媛媛画
了英姿飒爽的美少女战士。 自己的一身防护服，
更是大型创作现场：“鬼灭之刃，我妻善逸”“集中
一点，登峰造极”。 这些文字，其实来自她喜欢的
动漫人物以及代表性的标志语。这位今年只有 22
岁的年轻姑娘笑称，“我热爱考古，还有一颗喜欢
动漫的心。 ”这种二次元的画风，在严肃的考古现
场让人眼前一亮。

31 岁的鲁海子也给自己的防护服写下了一
句“面朝黄金”。这句话可大有深意。鲁海子说，考
古需要挖土， 所以大家经常自嘲和农民差不多，
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没想到这次到三星堆参
与发掘，自己的主要工作和金器有关。 尤其他第
一次到 5 号坑， 见到满坑散落的黄金小碎片，金
光闪闪， 给他强烈的视觉震撼，“当时就感叹，我
这哪里是面朝黄土，完全是面朝黄金嘛！ ”灵感一
来，这 4 个大字便写上了衣服。

“其实我们考古人并不神秘，就是普通人。 ”
鲁海子说， 他同样喜欢看脱口秀和综艺节目，还
是摄影发烧友。 他的同行中有的喜欢打电玩有的
喜欢运动，“唯一的不同或许是多了几分使命感，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 让历史的面貌更加清晰，擦
亮中华文明的灿烂底色。 ” （据新华网）

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00 在“中拍平台”在线拍卖下列标的，现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变压器、水罐、容器罐及制冷设
备等废旧设备。

二、展示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拍卖结束前。
三、展示地点：南阳市张衡路与仲景路交叉口

西北角。
四、 拍卖会地点 ： 中拍平台（http://paimai.

caa123.org.cn）
五、 竞买登记： 请登录中拍平台进行网上报

名，没有注册的要先进行注册（如有疑问请拨打平
台客服电话 400-898-5988 咨询）。 保证金以实际
到账为准，保证金到账后方可确认其竞买资格。 未
尽事宜见“中拍平台”。

名称：河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4105 0175 8676 0998 8888
开户行：建设银行南阳范蠡路支行
网址：http://www.hnhxpm.com
咨询电话：0377-63998585 15503992099

河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7 日

●胡军， 遗失警官证， 证号：
056292，声明作废。

● 全 喜 宰 鸡 店 （注 册 号 ：
411302618265291），营业执照副本遗
失，声明作废。

●南阳市同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3027708874293）公章、财务章、
法人章均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亮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302330211089U） 公章遗失，声
明作废。

●刘永振， 身份证 （证号：
41132320011209211x）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南都晨报》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公开发行的都市报，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41-0104。
凡在本报刊登的遗失声明、公告等信息均具有法律效力。

分类广告刊登热线：
63505000

敬告：使用本报分类信息
请供求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
明材料，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分 类 广 告

遗失声明
盈科美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南

阳 分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302MA410E5C31）不慎将公章、财
务专用章、 原负责人勇四立姓名章、合
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及备案登记证明
一份（备案编号:L-BJ-CJ00423-FS090）
遗失。 另将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阳分行开立账户的开户许可证遗
失， 账户性质： 基本存款账户， 账号：
152833120，核准号：J5130005169501。以
上物品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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