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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波 市 公 安 局 交 通 警 察 局 关 于 对 许 兴 灿 等 30 名
扣留驾驶证后逾期不接受处理驾驶人拟作出吊销驾驶证处罚决定的公告

许兴灿等30名机动车驾驶人（人员名单见：宁波市公安交
管信息网—机动车和驾驶证处理公告栏，网址：www.nbjj.gov.
cn）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本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采取
行政强制措施后超过十五日未接受处理。

对法定应当给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
驾驶证处罚的情形，机动车驾驶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接受处理
的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110条第2款规定，拟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

对上述告知事项，拟被处罚的机动车驾驶人有陈述、申辩
及要求听证的权利，请以上机动车驾驶人自公告之日起七日
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扣留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
并可以依法行使陈述、申辩权及提出听证申请，逾期视为放弃
权利，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处罚决定。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7年4月18日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关于对刘云龙等 11 名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决定的公告

刘云龙等11名机动车驾驶人（人员名单见：宁波市公
安交管信息网—机动车和驾驶证处理公告栏，网址：
www.nbjj.gov.cn）被本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扣留
驾驶证后逾期不接受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 110 条第 2 款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已依法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决定。

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上述驾驶人，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请以上机动车驾驶人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处罚决定机关领取处罚决定
书，逾期视为送达。机动车驾驶人如不服处罚决定，可在
公告期满后六十日内向宁波市公安局或宁波市人民政府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鄞州区人民法院
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7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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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说

本报记者 黄 程
慈溪记者站 卢萌卿
通讯员 黄松松

“激动人心，备受鼓舞！”4 月 12
日下午，“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在京揭晓后，慈溪上林湖后司
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项目领队之
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书记沈
岳明难掩心中喜悦，“就像高考成绩
揭晓金榜题名了一样。”

在前一天的晚上，他也如同面
临大考的一名学生，反复思考和练
习着第二天答辩的演讲词。12 日凌
晨 3 时多，他还跟另一位领队在微
信上探讨——“后司岙考古解决了
历史上两大疑案：秘色瓷哪里烧，怎
么烧，以及唐代贡窑在哪里。这样说
对不对?”

这个项目，凝结了很多个团队
的心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
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
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单位均参与
其中。在项目参与人员看来，此次成
功入选，对上林湖越窑青瓷研究和

“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申
报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对整个团队
来说也是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他们

将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上林湖越
窑遗址 2014—2018 年考古工作计
划》。

解决两大千年悬案
秘色瓷神秘面纱揭开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
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
遗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一首《秘
色越器》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秘色
瓷的神韵。但是什么是秘色瓷，一直
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后司
岙的发现解决了一个困扰了我们千
年的历史悬案……这个生产秘色瓷
的贡窑，在哪里呢?”这是项目领队
之一郑建明在答辩现场的开场白。
成天跟泥土打交道的他，翻出了压
箱底的西装皮鞋，用轻松的语气和
发问句式，引起了专家们的好奇心。

配合着 PPT 演示，郑建明接着
往下说：它解决了两大千年悬案
——秘色瓷在哪里烧，怎么烧的问
题，以及唐代贡窑在哪里的问题，请
看 3个“首次”——首次摸清以后司
岙窑址为代表的唐宋时期最高质量
越窑青瓷窑场的基本格局；首次确
认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

首次确认秘色瓷的生产工艺与兴盛
过程。

那么，神秘的秘色瓷到底是什
么？它为何能成为炙手可热的“考古
界网红”呢？专家学者给出的答案
是：秘色瓷作为越窑的高等级青瓷，
是吴越国直接供应给宫廷的瓷器，
一般的大臣和老百姓不能用。

沈岳明告诉记者，通过此次发
掘，以后司岙窑址为代表的晚唐五
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与生产工
艺、秘色瓷窑场基本格局、唐代法门
寺地宫与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
土秘色瓷的产地问题基本理清。

根据遗址研究，后司岙窑址始
于唐代晚期，止于五代，基本与唐五
代时期秘色瓷延续的年代相始终。
从装烧工艺上看，秘色瓷的出现与
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瓷质匣
钵的胎与瓷器基本一致，极细腻坚
致，匣钵之间使用釉封口，以便在烧
成冷却过程中形成强还原气氛。业
界专家表示，瓷质匣钵及由此带来
的秘色瓷生产，是以后司岙为代表
的上林湖地区窑场的重大发明。

在窑场格局上，以窑炉为中心
进行布局。窑炉为依山而建的南方
传统龙窑，基本为正南北向，除窑头
部分淹没入上林湖水库中外，其余
部分保存较好，保留了包括窑尾排
烟室、多个窑门、窑炉两侧的多道挡
墙等在内的较完整结构。这与普通
窑场以窑炉为中心、两侧均堆积废
品的布局有明显区别。

后司岙窑址出土的秘色瓷产
品，与唐代法门寺地宫中以及五代
吴越国钱氏家族墓中出土的秘色瓷
不仅在器型、胎釉特征上十分接近，
而且装烧方法亦几乎相同，其中八
棱净瓶目前仅见于后司岙窑址中。
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确定，晚唐
五代时期的绝大多数秘色瓷器当为
本窑址的产品，后司岙窑址是晚唐
五代时期烧造宫廷用瓷的主要窑
场，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制瓷水
平。

发掘过程艰苦卓绝
发掘方法充满智慧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 月，浙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文物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进行了考古
发掘。窑址发掘面积约 1100 平方
米，揭露包括龙窑炉、房址、贮泥池、
釉料缸等在内的丰富作坊遗迹，清
理了厚 5 米的废品堆积，出土包括
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越
窑青瓷精品。

发掘的过程，穿越严寒酷暑。郑
建明回忆，由于时间紧张，在40℃的
高温天，队伍仍然坚持工作，很多队
员包括浙江大学文博系的好几个女
生都中暑了。为了避开午间最热的
时段，清晨 4时多，当大家还在睡梦
中的时候，他就会把队员们叫起来，
然后5时准时开工。

汗水之外，更值得一提的是智
慧。在发掘过程中，项目团队尝试的
一系列新方法，在业界影响深远，创
下了许多“全国首次”。

“考古是个没法后悔的过程，这
次却可以留一个余地。从瓷窑址理
论与方法上，我们希望在全国起一
个示范作用。”郑建明说，这次发掘，
大量使用了地面激光扫描、低空无
人遥感、近景摄影测量等多种现代
科技手段进行全方位三维记录，每
往下挖 10 厘米，就做一次影像记
录，每一件标本的器型、胎、釉等特
征，都一清二楚，这在全国瓷窑址考
古中是第一次使用。“发掘现场没法
让你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如果做得
不够完善，可以通过影像往回追溯

和检查。”这一发掘与记录过程，对
今后报告的编写与资料的公布，亦
将带来重大的突破。

还有水陆考古结合这一点，也
是整个团队津津乐道的得意之作。
团队成员介绍，此次发掘，除了陆上
田野发掘之外，水下考古工作也采
用了多种技术手段。除综合采用声
吶、地磁、电磁、激光以及航空摄影
测量等物探方法，超短基线定位系
统、潜水员导航探测系统、DIDSON
高清声呐、探地雷达的运用以及水
陆一体的基础地理信息的生成，在
我国内水平静水域水下考古工作中
均属首次。“其中探地雷达的首次成
功运用，纠正了以往‘探地雷达不适
用于水下考古’的错误认知，意义尤
为重要。”沈岳明说。

越窑研究保护任重道远
遗址如何“保鲜”难题待解

上林湖窑址群是唐宋时期越窑
青瓷最为重要的生产中心之一，素
有“露天青瓷博物馆”的美誉。窑址
群包括四个片区——上林湖、白洋
湖、杜湖和古银锭湖。而此次发掘的
后司岙窑址，则是上林湖越窑遗址
群中最核心的窑址，产品中秘色瓷
比例高、质量精、种类丰富，是晚唐
五代时期秘色瓷的最主要烧造地。

业界专家学者指出，以上林湖
窑场为载体，“秘色瓷”的烧制，“贡
窑”的设立，对推动中国古代瓷业的
精进与发展有着特殊的作用和重要
意义，体现了上林湖越窑遗址极其

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从 1990 年开始，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与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合作，先后对上林湖越窑窑址
群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先后对古银
锭湖低岭头窑址、上林湖荷花芯窑
址、古银锭湖寺龙口窑址、白洋湖石
马弄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

早在上世纪末期，慈溪寺龙口
青瓷窑遗址经过两次大规模的科学
发掘，发现有龙窑、作坊等遗迹及
大量的瓷器，窑址在南宋时期曾烧
造过一类产品，有别于越窑传统的
青釉产品，而与汝官窑非常相似，
进而被确认为南宋时期为宫廷烧造
的御用产品，从而揭开了南宋初宫
廷用瓷之谜，也把越窑的烧造历史
从北宋中晚期延续到了南宋，这是
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发现。这便是
前文所述的慈溪越窑首次捧得“中
国考古界奥斯卡”的历史篇章。

入选“全国十大”的欣喜过
后，项目团队又重新回到上林湖
畔，开始新的发掘研究工作。眼
下，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上
林湖的下一个目标是——申遗。

早在 2003 年，上林湖越窑遗
址申遗工作便已启动。去年 8 月，
上林湖越窑遗址列入“海上丝绸之
路·中国史迹”联合申遗点，获得
历史性突破。

“申遗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
是研究和保护。这项工作，任重而
道远。”慈溪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上林湖越窑博物馆
的建设和上林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的国家级遗址公园申报工作正在进
行中。

在郑建明看来，对于遗址的保
护，不管是上林湖越窑遗址还是省
内其他遗址，都面临一个现实问
题：建成初期，参观者相对较多，
但随着时间推移热度减弱，参观者
会随之减少，遗址也就日益冷清，

“如何持续吸引公众，这是遗址类博
物馆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在全世
界都是个难题。”郑建明说，目前也
在考虑参考秦始皇兵马俑的保护与
开发方式，一边发掘一边公开展示，
甚至可以考虑请公众一起参与到发
掘中去，切身体验考古过程，探索考
古品牌，共同打造地方文化品牌，共
建属于公众的文化家园。

不久前，项目团队在慈溪当地
组织了一些五六年级的学生来参
观，并准备在未来尝试开放部分区
域，供参观者体验考古发掘，“在发
掘过程中，我们也动用了大量的先
进技术，比如用激光扫描、制作高精
度的三维数字模型、正射影像图等
手段，积累了大量资料。除了传统的
展示手段，未来也在考虑用 VR 形
式展现给公众，从而尽可能地保持
公众对此的关注热度与参观学习热
度。”郑建明说，除了博物馆和遗址
公园，他们也在考虑结合当地一些
古镇特点，发展产业园并带动各项
周边产业，打造综合体和产业链，
进而为遗址“保鲜”“保温”。

题图：秘色瓷八棱净瓶。
（本版照片由慈溪市文物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提供）

4月 12日，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从全国2000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入
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继20年前慈溪寺龙口越窑窑址入选 1998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慈溪越窑遗址再次捧得“中国考古界奥斯卡奖”。

上林湖秘色瓷：穿越千年的美丽邂逅

制图：张悦

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发掘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