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 20 日表示，美国国务卿蒂

勒森访华期间， 中美双方就近期

安排两国元首会晤事进行了深入

讨论，启动了相关准备工作。

“中美双方都十分重视加强

两国高层及各个级别交往。 ” 华春

莹说，“蒂勒森国务卿访华期间，

双方就近期安排两国元首会晤事

进行了深入讨论， 启动了相关准

备工作。 双方同意就此保持密切

沟通， 确保两国元首及各级别交

往顺利成功、富有成果。 ”

考古证实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

历史：为何有江口沉银？

张献忠江口沉银一直是历史

之谜， 其沉银地点历来众说纷纭，

史学界对此长期存在争议，也一直

是世人关注的焦点。 史料记载，张

献忠 (1606--1647 年)， 陕西延安

人，崇祯三年(1630 年)在米脂起

义，是与李自成齐名的明末农民起

义军领袖。 1644 年率部攻破成都，

建立大西国政权。1646年张献忠顺

岷江南下转移财物，遭明朝参将杨

展伏击，战败船沉，大量财物沉于

江底。

近年：岷江河道陆续出土文物

近年来， 在岷江彭山江口段河

道施工过程中陆续发现了一些与张

献忠有关的文物， 为破解历史之谜

提供了线索。 2015年 12月，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召开江口沉银遗

址保护与考古研讨会， 经国内顶级

专家论证， 该遗址极有可能为文献

中记载的张献忠船队被伏击的地

点。 2016年 1月，四川省文化厅(省

文物局) 组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

向国家文物局提出了对“江口沉银

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申请。

考古：证实“张献忠江口沉银” 传

说

2016 年 4 月，国家文物局批准

对 “江口沉银遗址” 进行面积为

20000平方米的考古发掘。 项目于

2017 年 1 月 5 日启动， 截止 3 月

15 日已发掘面积 10000 余平方米，

共出水文物 10000 余件，包括西王

赏功金币、银币，大顺通宝铜币，金

册、银册和银锭,同时还有戒指、耳

环和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 铁刀、

铁剑、铁矛和铁箭镞等兵器。 通过

此次发掘，确认了张献忠江口之战

的地点，出水的万余件文物是这一

重大历史事件的最直接、最有力的

证据。

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等 30 多

位考古学家现场考察后认为，这是

中国传说中的、记载的几处皇家藏

宝中唯一被找到，且是由考古机构

科学发掘出的批量宝藏；出水文物

数量之多、等级之高，种类之丰富，

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

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史、 经济史、军

事史和生活史等具有重要意义，可

谓展开了一幅中国明朝晚期的社

会历史画卷。

首次：创新中国考古多个第一次

本次考古发掘工作，是四川第

一次水下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界

第一次在内水区域开展围堰考古，

是中国考古史上最大的工地，还创

新工作理念， 试验了大量的新技

术。 针对遗址处于岷江河道内的实

际情况， 通过围堰解决发掘平台，

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

发掘建立了工作范式，提供了工作

经验。 同时，采用了现代化的工作

方法和最新的科技手段，前期通过

金属探测、磁法、电法和探地雷达

等物探手段确定了发掘区域，发掘

过程中采用 PTK 精准记录每一件

文物的出水位置，在重点区域安装

延时摄影，搭建整个遗址的考古数

据管理系统等，保证了考古工作科

学、有效的进行。

此外此次考古还面向全国公

开招募了志愿者，为公众参与考古

提供了平台。

未来：当地拟建博物馆

据了解，由于发掘只能选择在

枯水期开展，距离今年发掘工作结

束还有约一个月。 尽管出水文物数

量巨大，但专家认为，目前的发现

可能仅为江口沉银的冰山一角。

下一步， 当地将本着集约节

约、共享资源的原则，在张献忠沉

银遗址附近高标准、高起点规划建

设博物馆。

综合新华社、中国日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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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彭山已发现文物过万件，未来成果值得期待

寻死者亲属

2017年 3月 10日 11时许， 白云公安分局

艳山红派出所接 110 报警，在贵阳市白云区尖山

村窝坑组有一名男子死亡， 经警方到现场调查，

由法医鉴定死者为病理性死亡，经查，死者名叫

陈昌林，男，年龄约 40 岁，身高 1.65 米左右，短

发，四川籍口音。 请其家属见此启事后，速与贵阳

市公安局白云分局艳山红派出所联系。

联系电话：0851-84611647��联系人：李警官

贵阳市公安局白云分局艳山红派出所

2017年 3月 20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20 日

宣布， 今年 1月开始的彭山江口沉

银水下考古在两个多月后取得重大

进展：出水文物超过 1万件，实证确

认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本次

出水文物数量之多、等级之高，种类

之丰富，在全国都堪称一项非常重

大的考古成果，具有极高的科学、历

史、艺术价值，万余件出水文物对研

究明代的政治史、经济史和军事史

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

为何有江口沉银？

近年：

岷江河段陆续出土文物

考古：

证实张献忠沉银传说

首次：

创下中国考古多项纪录

未来：

当地拟建博物馆

据中新社电 20 日， 中国外交

部部长王毅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

发展高层论坛 2017 年年会，并在发

言中谈及朝鲜半岛局势。

“最近，朝鲜半岛局势再度升

温激化， 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前

景。 ”王毅指出，一种是任由对抗持

续升级，最终走向冲突甚至战乱；一

种是各方都冷静下来， 共同把半岛

核问题拉回到政治外交解决轨道。

王毅强调，哪种前景利大于弊，

哪条路径切实可行， 相信不难作出

明智的选择。对话只要还有可能，就

应当抓住；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

应放弃。

王毅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坚持

半岛无核化的大目标， 为和平解决

半岛核问题作出了不懈努力。

为应对半岛危机， 中方的建议

是： 作为第一步， 朝鲜暂停核导活

动、 美韩也暂停大规模军演。 通过

“双暂停” ， 摆脱目前的 “安全困

境” ，使各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来。

之后，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将实现半

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结合

起来。

王毅表示， 上述方案设计旨在

找到复谈的突破口，先摘下“低垂

的果实” ， 既现实可行， 又合情合

理。 王毅说，只要转变观念，创新思

维，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态度，就有

望在危局中找到出路， 在挑战中发

现机会。

外长王毅谈朝鲜半岛局势：

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

中美启动

元首会晤准备工作

韩国法院开审

乐天会长及家人

据新华社电 韩国首尔一家法

院开始审理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及

其家人所涉的一系列案件, 首场听

证会于 20日举行。

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 针对乐

天集团家族成员的首场听证会于当

地时间 20 日 14 时在首尔中央地方

法院举行。 参加听证会的除了乐天

集团实际掌权人、会长辛东彬,还将

包括他的长兄辛东主以及他们的父

亲、乐天集团创始人辛格浩。

检方认定, 上述三人涉嫌犯有

挪用公款、逃税等罪名。 其中,辛东

彬被控在乐天集团子公司内部操纵

一系列“黑幕” ,包括利用职权让其

家族成员成为乐天在日本或韩国子

公司的“挂名” 董事并向他们支付

高额薪资。 检察官怀疑,经辛东彬之

手运作的非法资金总额或高达 1700

亿韩元(约合 10亿元人民币)。

辛格浩涉嫌逃避数以千亿韩元

计的赠与税, 其长子辛东主则被控

从乐天集团领取了 400 亿韩元 (约

合 2.4亿元人民币)的非法薪资。

据新华社电 近日曝出巴西肉

制品企业涉嫌向国内外出售 “黑心

肉” 的丑闻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巴西

总统米歇尔·特梅尔 19 日召开紧急

内阁会议,并会见外国使节,力求把

丑闻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巴西警方 17 日证实,经过大约

两年的侦查, 已经确认多家企业售

卖过期变质肉类食品, 并就此开展

进一步大规模调查。 法新社 19日援

引巴西政府官方数据报道, 巴西向

大约 150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肉制

品。2016年共计出口价值 59亿美元

禽类制品和 43亿美元牛肉制品。

巴西肉企的欺诈丑闻引发其进

口方担忧,欧盟、中国的有关机构已

经要求巴西方面提供更多信息。

特梅尔 19 日还会见了外国使

节,向对方强调“巴西政府对本国产

品有信心” 。 不过,他承诺农业部将

尽快公布可能进口问题肉的国家名

单,同时将公布相关责任生产商。

“黑心肉”丑闻升级

巴西总统出面降温

泰警方宣布调查

刺杀总理图谋

据新华社电 泰国警方 20 表

示, 一个反政府团伙企图刺杀总理

巴育。警方起获了一批私藏武器,相

关调查已经展开。

一名警方发言人当天对媒体记

者说:“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他

们) 企图用武器制造暴力并袭击政

府领导人。 ”

路透社报道, 警方调查显示这

些武器属于“红衫军” 。 “红衫军”

又称 “反独裁民主联盟” ,2006 年

前总理他信·西那瓦被推翻后,“红

衫军” 发起了一系列抗争活动,后

被宣布违法。

按警方说法,19 日在一处住所

起获了大量枪支弹药, 该住所属于

“红衫军” 领导人之一的邬提蓬,他

目前在逃。警方还拘捕了 9人,称有

证据显示这些人想制造动乱。

部分

出土文物

永昌大元帅印

“西王赏功”金币

五十两金锭

带有刻字

款识的银锭

位于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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