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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何华军）昨
日，2019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正式揭晓，全
省共10个项目入选。宁波奉化何家遗址、宁波
城区西门口汉唐遗址2个项目上榜。

奉化何家遗址位于方桥街道何家村，分布
面积约14800平方米。2017年、2019年，为配
合地方工程建设，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
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南京大学等先后开展
了两次发掘，总发掘面积1869平方米。该遗
址年代由早至晚跨越河姆渡文化晚期、良渚文
化时期、商周时期和唐宋时期，以史前遗存为
主，发现了干栏式建筑、栈桥、墓葬、灰坑、灰
沟、水井等66处史前遗迹，出土有釜、鼎、豆、
罐、异形鬶、盆、盘、灶、支脚、石钺、石锛、石犁、
木桨、地梁、木柱、木板、木桩等500余件史前
遗物。

何家遗址出土史前遗存时代特征较为明确，
文化因素复杂，为认识宁绍地区史前文化地域特
征和构建史前文化时空框架增加了新的材料。
遗址发现的距今6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干栏式建
筑，结构清楚，单元明确，是宁绍平原同时期保存
最完整的一处干栏式建筑，为研究和复原宁绍平
原史前建筑提供了新的案例。遗址发现的河姆
渡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三层具有叠压关系
的建筑遗迹，显示出从氏族排屋式建筑到单体家
庭式建筑的演变过程，对于探析宁绍平原史前社
会变迁有重要意义。

为配合明州罗城（望京门段）考古遗址公园

建设，今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厦门大学
在2016-2017年明州罗城（望京门段）遗址发掘
区东侧开展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
即为“宁波城区西门口汉唐遗址”。发现东汉-
六朝人工堆筑高台1处、灰坑21处，晚唐灰沟2
条、墓葬2座，以及南宋至明清的道路、居住址和
民国效实巷等遗存。

东汉-六朝的高台似在自然高地上铺垫一
层约30厘米的黄褐土而形成，高台大致呈长方
形，长约34.3米、宽约19.2米。21处东汉-六朝遗
迹分布其上，这些遗迹布局紧凑、排列整齐、种类
丰富，疑为一处经过精心规划的汉六朝作坊遗
址。唐代的灰沟边壁陡直，沟底较平，沟内填土
与明州罗城晚唐夯土层相似，应为晚唐筑城的炼
泥之处。

此次西门口东汉-六朝遗存的发现，为汉六
朝城市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结合以前在宁
波城区周边发现的汉晋墓葬等资料看，汉六朝时
期在宁波老城区一带已有大量的人类活动，形成
了较大规模的聚落，这为后来明州城的建设奠定
了坚实基础，特别是东晋南朝时期文化遗存和遗
迹现象的发现，在宁波老城区内尚属首次发现，
为探讨宁波首邑——句章故城的迁建乃至宁波
地区早期港城的发
展演变提供了重要
的实物资料和新的
线索。

2019浙江考古重要发现公布

宁波2个项目入选 天一荟艺术团
走进象山泊戈洋村

本报讯（通讯员 陈也喆 记者 俞素梅）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此生只为
一人去, 道他君王情也痴……”12月8日下
午，象山涂茨镇泊戈洋村的文化礼堂里人声鼎
沸，欢呼与掌声不绝于耳。作为宁波市文化品
牌活动走进文化礼堂的内容之一，天一荟艺术
团在这里为村民送上了一台活色生香的演
出。这是天一荟艺术团走进文化礼堂的第38
站。

令人赞叹的羽毛平衡术、紧张刺激的杂
技、精彩的猴戏表演、高亢激越的京剧、激情澎
湃的男高音歌唱……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
演，看得现场观众忍不住叫好。

据介绍，截至目前，“天一荟”艺术团已走
进奉化、鄞州、象山、慈溪、宁海等38个村落的
文化礼堂，为村民送去了高水准的艺术盛宴。
按照计划，到明年5月，天一荟艺术团计划送
戏100场。

福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 第2019141期 10 13 14 15 17 33 14
3D 第2019328期 1 2 5
15选5第2019328期 02 07 08 11 12

6+1 第19141期 2 2 2 8 4 7 8
20选5 第19328期 01 05 08 09 18
排列5 第19328期 5 9 6 1 2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演出现场。

宁波城区西门口汉唐遗址宁波城区西门口汉唐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