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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浙江考古奥斯卡”揭晓！
慈城胡坑基遗址、镇海吕岙遗址上榜

12月25日至26日，2021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评选在杭州举行。该评选有“浙江考古奥斯卡”之称，每
年选出10项。

经过一天半的集中汇报和专家评选，12月26日11时许，结果揭晓。宁波慈城胡坑基遗址、宁波镇海
吕岙遗址从22个入围项目中脱颖而出，获评2021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

胡坑基遗址位于宁波市江北区
慈城镇，因胡坑基自然村得名。东北
距慈城古镇1公里，西北距田螺山遗
址7公里，西南9公里为河姆渡遗址，
地处姚江谷地东部，属于河姆渡文化
分布核心区域。

据项目负责人梅术文介绍，胡坑
基遗址发掘团队由宁波市文化遗产
管理研究院、江北区文物管理所、北
京联合大学组成。从2021年7月野
外发掘，到12月初结束，历时5个月，
揭露面积800平方米。

此次发掘，发现了包括陶器、石
器、木器在内的各类文化遗物，清理出
房址、柱洞、灰坑、木制品加工场所和
墓葬等丰富的生产和生活类遗迹。

遗址年代大致可分为两期。早
期与河姆渡遗址三期遗存一致，同时
出现了石钺、鼎、刻划镂孔豆柄等明显
带有环太湖地区文化特征的遗存，反
映出崧泽文化对宁绍地区的渗透与影
响。陶器以夹炭陶为主，以釜为主要
炊器，体现出河姆渡文化本身的文化
特征依然强势。

晚期陶器特征与河姆渡四期一
致，与早期有明显的变化。以夹砂红
陶为主，发现大量形制各异的鼎足，
说明炊器中三足鼎的比重大大增加，
还开始出现了鱼鳍形鼎足，良渚文化
因素开始影响到宁绍平原。

梅术文表示，本次发掘的胡坑基遗
址丰富了河姆渡文化晚期的文化面貌，
为该时期宁绍平原与环太湖地区的文
化互动融合提供了新的材料；遗址清
理出多处建筑遗迹，类型多样的柱洞，
呈现出的多种营建方式，是对河姆渡
文化木构建筑技法的重要补充。

结合古环境材料，可以确认该遗址
为河姆渡文化晚期一处滨水聚落，特征
明显，在丰富了河姆渡文化聚落形态
的同时，也为探讨堆积形成原因、研究
当时的人地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慈城胡坑基遗址：
又一处河姆渡文化遗址

吕岙遗址位于镇海区九龙
湖镇，2020年9月至2021年12
月，由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
院、镇海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厦
门大学、武汉大学联合发掘。

据项目汇报人刘淼表示，吕
岙遗址时间跨度大，遗存面貌丰
富。可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青
铜时代、唐宋至元明等三个时期。

其中吕岙遗址的史前时期
遗存年代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
距今约4700年-4600年。发掘
区内古稻田中的木构道路与余
姚施岙遗址同时期古稻田的木
构田埂如出一辙，这是继田螺
山、施岙遗址之后，宁绍地区确
认的第三处史前古稻田遗存。

吕岙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年
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末期
至西周早期，遗址发现的该时
期遗存，不仅有年代单纯的地
层堆积，还有丰富的遗迹和遗
物。为完善浙江地区青铜时代
早期文化谱系提供了丰富的新
材料。

吕岙遗址唐宋至明清时期
的遗迹虽然保存不佳，但是出土
了十分丰富的各类瓷器，以晚唐

五代的越窑青瓷、宋元明代的龙
泉青瓷和韩瓶最具代表性。宋
元时期瓷器中又以一批口沿镶
金属扣和器底书写墨书的标本
最为独特。同时，还有较多福建
窑口产的青白瓷、黑釉盏和青花
瓷，以及少量江西景德镇产的青
白瓷和青花瓷等。此外，该时期
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砖、瓦建筑构
件，以及铁刀、铁叉、铜灯、铜碗
等金属制品。丰富的出土遗物
为探讨浙江地区唐宋以来城镇
经济发展、市民生活、商贸往来
等课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刘淼总结：“吕岙遗址也可
以为研究海洋聚落的发展变迁、
港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互动关
系、江南市镇发展与市民生活提
供丰富的材料。”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
所长郑嘉励在点评吕岙遗址时
说：“吕岙遗址让我们清晰地看
到东海之滨的某个地方从新石
器时代晚期到商周到宋元完整
的发展阶段，各个时代呈现出不
同样貌，细节丰富，特征明显，展
现出历史发展的年轮。”

据了解，2021年度浙江考
古重要发现评选由浙江省文物
局指导，浙江省考古学会主办，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杭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
化遗产管理研究院、温州市文物
保护考古所协办。评选采用全
程直播方式，两天观看人数均破
百万。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何华军

镇海吕岙遗址：展现东海之滨市镇发展年轮

体彩开奖信息

福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第2021148期：
10 12 15 17 19 20 08
15选5第2021346期：
01 06 07 10 15
3D第2021346期：2 6 6
快乐8第2021346期：
06 14 18 19 24 25 28 29 30 37
40 42 48 50 53 58 59 66 69 75

7星彩第21149期：
7 8 0 8 0 7 9
6 + 1第21149期：
0 7 4 8 2 6 3
20选5第21346期：
02 09 10 12 14
排列5第21346期：3 4 3 9 9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演绎宁海革命青年柔石故事

原创甬剧《柔石桥》
明年7月搬上舞台

本报讯（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房炜） 12月26日下午，宁波市演艺
集团在老外滩李宅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启动原创现代甬剧《柔石
桥》的创排工作。该剧将汇聚苏醒、
郑健、张欣溢、沈超等甬剧中坚力
量，于2022年 7月 1日在天然舞台
首演。

《柔石桥》以宁海籍作家、革命家
柔石的真实事迹为素材进行创作，讲
述了生活在小县城里的文学青年柔
石抉择于象征着“现实”与“理想”的
柔石桥两头，最终义无反顾投入革
命文学的洪流，以生命捍卫信仰的
故事。

“前前后后考虑了很多次，最终
定下《柔石桥》这个剧名，它不仅是一
个剧名，也构成了全剧的核心意象。”
该剧编剧马凌姗在发布会上说，“它
是回乡的路，也是离乡的路，是两种
抉择的连接，两个世界的中点。走与
回，离与归，割舍与守望，这些选择始
终贯穿在柔石火热的生命时光，驱使
着、吸引着他不断奔跑，奔向一个崭
新的时代。”

宁波市
文化遗产管
理研究院供
图。

吕岙遗址良渚文化时期水稻田的木构道路。

胡 坑 基
遗址出土的
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