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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获悉，考古人员近
日在宝鸡市陈仓区发现了战国
时期的吴山祭祀遗址，勘探遗址
范围有8万多平方米，已经发掘
了800平方米，清理出了8座祭
祀坑。从遗址的规模和出土的
器物来看，这处遗址很有可能就
是历史文献上记载的祭祀“农
神”炎帝的“吴阳下畤”。

陶文证实
秦汉“吴阳上畤”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秦人先后在
雍地建立了包括鄜畤、密畤、吴
阳上畤、吴阳下畤的雍四畤祭祀
系统，尽管文献记载清楚，但关
于雍畤的具体位置历来多有争
论，始终未有答案。而在秦雍城
遗址的几十年考古工作中，城址
区、秦公陵园区、国人墓葬区、离
宫别馆区都已逐渐清晰，唯独缺
少郊外畤祭的实物证据。2017
年，考古人员在对雍山血池遗址
出土的建筑材料和陶片进行分
类整理时，从几块陶器残片上发
现了“上”“上畤”等几个汉代人
书写的隶书陶文。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研究员田亚岐认为，这些
文字指的应该是吴阳上畤，而这

也是自上世纪 30年代以来，雍
城遗址内首次发现准确定性畤
的实物证据。

《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
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
炎帝。”如今，祭祀黄帝的吴阳上
畤得以重见天日，那么，祭祀炎
帝的吴阳下畤又在哪里呢？

出土农具为确定
“吴阳下畤”提供线索

近日，考古人员在宝鸡发现
了战国时期的吴山祭祀遗址，从遗
址的规模和出土的器物来看，这处
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历史文献上记
载的祭祀炎帝的“吴阳下畤”。

吴山祭祀遗址位于宝鸡市
陈仓区新街庙镇川村的山梁上，
与此前发现的血池遗址遥遥相
望。201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宝鸡市考古所等单位联合
对吴山祭祀遗址进行考古发
掘。截至目前，考古勘探发现遗
址范围有8万多平方米，已经发
掘了800平方米，清理出了8座
祭祀坑。“祭祀坑规制非常的一
致，都是四匹马，一辆车。车是
木质，各种车的青铜构件，像车

軎、马镳、马衔等都保存得很
好。”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
古部副研究员、吴山祭祀遗址考
古队领队游富祥介绍，由于年代
久远，祭祀坑中的马骨和木质的
马车都已经腐朽，只保存了车马
器和铁质构件。经过清理，考古
人员在马车的车舆部分遗迹内，
发现了祭祀用的玉人、玉琮和箭
镞等器物。其中玉人分为男女
玉人两种，与玉琮叠放在车舆前
方。除了四号坑被破坏严重以
外，其余七座祭祀坑都发现了玉
人和玉琮的固定组合。

尤其令考古人员兴奋的是，
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特殊的
器物——铁鍤。铁鍤属于农具，
它的出现对考古人员判定遗址
性质提供了帮助。“我们知道，历
史上经常把炎帝作为‘农神’来
祭奠，这个农具出现在祭祀坑里
可能跟祭祀炎帝有关系。”游富
祥说，这次发现的吴山祭祀遗址
的文物种类，与凤翔血池祭祀遗
址出土文物基本相同，说明两个
遗址的功能是一样的。但从年
代上分析，吴山遗址比血池遗址
略早。文/图本报记者赵争耀

本报安康讯（记者 吴琛）
“去年深化河长制以来，我们积极
探索‘河长+警长+X’工作机制，
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
管责任体系，河长统揽协调，警长
亮剑执法，部门协同作战，各级齐
抓共管，有效解决了执法监管难、
监管软的问题，形成了全民护河
治水的大格局。”12月6日上午，

安康市水利局局长、安康市河长
制办公室主任吴平在安康市湖长
制实施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了安康湖长制工作推进情况。

吴平介绍，安康市在全省率
先启动实施湖长制，明确安康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安康市总
湖长，分管领导任安康市副总湖
长；瀛湖市级湖长由安康市级领

导担任，市级河湖总警长和瀛湖
警长由安康市副市长、安康市公
安局局长担任。各县区按照所
在区域和所属流域相结合的原
则分级设立湖长，大中型水库落
实县区级湖长，确保湖库区所有
水域都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今
年6月底前，在河长制基础上，安
康市‘湖长+警长+X’工作责任体

系实现全覆盖，共明确湖长234
名，湖泊警长 188 名。与此同
时，积极探索开展了示范河湖、
示范镇村创建和志愿护河行动
等有效举措。”吴平介绍说。

今年安康市城市水环境长
期排名全省第—，汉江干流和瀛
湖水质长期为优，汉江出陕断面
稳定保持国家Ⅱ类标准。

今年以来，黄矿电厂紧盯厂用电
率、发电煤耗、汽耗等影响节能的关键
性指标，从优化运行方式着手，加强指
标耗差分析，持续降低能耗指标，不断
提高经济运行效益。

据了解，该厂两台300MW机组自
投产以来，一直采用单阀进汽方式控
制负荷，运行时部分负荷能耗损失较
大，导致机组汽耗增加、效率降低。
为降低机组汽耗指标，该厂一方面与
设备厂家进行技术交流，认真分析不
同工况下的运行数据，研究顺序阀运
行方式切换方案，并利用仿真机系统
进行模拟操作；另一方面统计机组近
年来运行指标，并与多家同类型机组
进行对比，提前预判切换后运行参数
变化和指标改善情况。通过综合分
析和论证后，在今年 11 月份分别对
两台机组实施“单阀-顺序阀”运行方
式的切换。

目前，该厂两台机组运行平稳，
切换后主蒸汽流量在同负荷情况下
较之前约降低 30t/h,度电汽耗降低
0.1kg，度电煤耗降低 9.35g,两台机组
年可节约标煤 25000 余吨,节约燃料
成本近千万元。

何宇光程斌

本报安康讯（韩工轩记者吴琛）
12 月 4 日 21 时，经过安康市公安局
汉滨分局“11·26”专案组 50 余名警
力 9天的搜捕，专案组民警克服了地
形复杂、天气寒冷和山高路滑等种
种困难，最终将犯罪嫌疑人冉某军
抓获。

11月26日，汉滨区大河镇大兴村
发生一起纵火案件，造成2人受伤、3间
房屋受损。案件发生后，汉滨公安分局
在第一时间抽调大河、叶坪、双溪、谭
坝、茨沟、五里和刑侦大队等所队50余
名精干警力成立“11·26”专案组，全力
开展案件侦破工作。

经调查，11月26日上午10时许，
犯罪嫌疑人冉某军因生活琐事与其二
哥冉某乾发生纠纷，在打伤其二嫂彭
某某后放火烧毁自家及冉某乾家房
屋，并对救火村民实施殴打，造成彭某
某及群众周某受伤，作案后冉某军逃
入深山。

在为期9天的抓捕过程中，由于犯
罪嫌疑人逃往地山大林密、坡陡沟深，
地形十分险要，给抓捕工作带来了诸多
困难，专案组会同镇村干部分组夜以继
日上山搜捕，共出动警力200余人次，
调动警犬2条，每日徒步30余公里，搜
寻山地区域50平方公里，发动20余村
2600 余名干部群众，发放协查通报
1000余份。

目前，犯罪嫌疑人冉某军已被汉
滨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之中。

黄矿电厂一项“切换”运行方式
年节约标煤2.5万吨

施工不慎
引燃市场顶棚

近日，记者在榆林市区走访
时发现有这样一所“银行”，它有
别于一般的银行，因为它存储的
不是钱，而是“美德币”。该“银
行”是由榆林市第十八小学以学
生的“文明行为”和“道德善举”为
内容，以“银行储蓄”为手段，以

“榜样教育”为途径，以“激励提
高”为目的而创建的“美德银行”。

日前，在榆林市第十八小
学，当记者和该校刘老师走在教
学楼二楼楼梯的台阶处时，听到
下课铃响了，一会从楼梯跑上来
很多小学生，每个从楼梯上来的
学生都会停下来弯腰、行礼、向
刘老师问好。记者瞬间被这浓
厚的校园礼仪氛围所感染，刘老
师告诉记者，这是一年级学生刚
下体育课。

随后，记者见到了榆林市第
十八小学校长李彦飞。当谈及
该校的“美德银行”时，李彦飞告
诉记者，为进一步树立“德育为
先”的理念，加强对学生的思想
道德教育，扩大先进事迹的正面
榜样作用，促进学生良好行为的
形成，拓展学校德育工作的研究
渠道，推进学校、家庭、社会三位
一体和谐育人机制，合力营造良

好育人环境，在经过多次研讨后
创建了“美德银行”。

据介绍，学校统一制作美德
币。每张美德币上面都由老师
填写发放人、发放原由、发放时
间和持币人，如有学生代写或填
写不完整则视为废币。

每学期初，每个储蓄所给本
储蓄所所有人员发放一本《日行
一善》记录，储户将每天做的善
事记录在《日行一善》，每三周由
班主任老师负责，组织本班2-3
名家长进行检查。双周星期五
班长负责回收学生的《日行一
善》记录，各位家长于下一周的
星期一早上放学前将对所有学
生的《日行一善》记录进行详细
的检查。最后由班主任根据检
查情况发放不同分值的美德
币。同时，学校所有教师可根据
学生日常美德方面的表现情况，
随机发放美德币。根据值周学
生、值周教师、值周领导每天的
检查记录情况，随机发放美德
币。对有不良道德行为的储户，
根据《美德银行支出条款》给该
生发放支出币。

每月财务室根据所有储户美
德币的统计与结算，评选出10名

校级“月美德少年”，并进行公示。
各储蓄所可根据财务室对美德币
的统计，评选出本储蓄所的班级

“月美德少年”。学期末，由总行副
行长和财务室人员根据美德币储
蓄情况，推选出前20名作为学期
校级“美德少年”候选人，并由各班
储蓄所所长组织填写学校《美德少
年申报表》，最后由学校德育处进
行审核、评比，再择优选出10名校
级“美德少年”，并进行表彰奖励。
在学校获得“模范班干部”“三好学
生”“优秀队干”者，奖励美德币20
元，获得“优秀少先队员”者奖励美

德币15元，获学期“美德少年”者，
奖励美德币10元。

记者发现，学校还专门设立
了“美德超市”，学生可以用美德
币定期去“美德超市”兑换自己
喜欢的学习用品和玩具等。李
彦飞告诉记者，“美德银行”旨在
强化孩子做好事的意识，激励学
生从点滴积累的实际行动中提
高自身道德素养，体验助人为乐
的情感，培养关心他人，奉献爱
心的良好品质，让整个校园洋溢
文明和谐之情。

文/图本报记者 李波

男子纵火伤人逃跑
9天后被抓获宝鸡发现战国大型祭祀遗址

或与祭祀“农神”炎帝有关

榆林一小学创建“美德银行”

学生做好事可获“美德币”

安康实现“湖长+警长+X”全覆盖
本报安康讯（刘纪麟记者吴琛）

12 月 6 日 11 时 58 分，安康市汉滨区
江北火车站中渡村中渡路一市场着
火。接警后消防中队立即出动 2 车
16 人赶赴现场，12 时 20 分将明火扑
灭。经消防部门现场初步判定，火
灾原因为中渡市场西北角烟囱处施
工不慎引燃中渡市场顶棚，过火面
积约 60平方米，无人员伤亡，财产损
失约 2万元。

李彦飞介绍“美德少年”

考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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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获悉，考古人员近
日在宝鸡市陈仓区发现了战国
时期的吴山祭祀遗址，勘探遗址
范围有8万多平方米，已经发掘
了800平方米，清理出了8座祭
祀坑。从遗址的规模和出土的
器物来看，这处遗址很有可能就
是历史文献上记载的祭祀“农
神”炎帝的“吴阳下畤”。

陶文证实
秦汉“吴阳上畤”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秦人先后在
雍地建立了包括鄜畤、密畤、吴
阳上畤、吴阳下畤的雍四畤祭祀
系统，尽管文献记载清楚，但关
于雍畤的具体位置历来多有争
论，始终未有答案。而在秦雍城
遗址的几十年考古工作中，城址
区、秦公陵园区、国人墓葬区、离
宫别馆区都已逐渐清晰，唯独缺
少郊外畤祭的实物证据。2017
年，考古人员在对雍山血池遗址
出土的建筑材料和陶片进行分
类整理时，从几块陶器残片上发
现了“上”“上畤”等几个汉代人
书写的隶书陶文。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研究员田亚岐认为，这些
文字指的应该是吴阳上畤，而这

也是自上世纪 30年代以来，雍
城遗址内首次发现准确定性畤
的实物证据。

《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
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
炎帝。”如今，祭祀黄帝的吴阳上
畤得以重见天日，那么，祭祀炎
帝的吴阳下畤又在哪里呢？

出土农具为确定
“吴阳下畤”提供线索

近日，考古人员在宝鸡发现
了战国时期的吴山祭祀遗址，从遗
址的规模和出土的器物来看，这处
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历史文献上记
载的祭祀炎帝的“吴阳下畤”。

吴山祭祀遗址位于宝鸡市
陈仓区新街庙镇川村的山梁上，
与此前发现的血池遗址遥遥相
望。201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宝鸡市考古所等单位联合
对吴山祭祀遗址进行考古发
掘。截至目前，考古勘探发现遗
址范围有8万多平方米，已经发
掘了800平方米，清理出了8座
祭祀坑。“祭祀坑规制非常的一
致，都是四匹马，一辆车。车是
木质，各种车的青铜构件，像车

軎、马镳、马衔等都保存得很
好。”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
古部副研究员、吴山祭祀遗址考
古队领队游富祥介绍，由于年代
久远，祭祀坑中的马骨和木质的
马车都已经腐朽，只保存了车马
器和铁质构件。经过清理，考古
人员在马车的车舆部分遗迹内，
发现了祭祀用的玉人、玉琮和箭
镞等器物。其中玉人分为男女
玉人两种，与玉琮叠放在车舆前
方。除了四号坑被破坏严重以
外，其余七座祭祀坑都发现了玉
人和玉琮的固定组合。

尤其令考古人员兴奋的是，
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特殊的
器物——铁鍤。铁鍤属于农具，
它的出现对考古人员判定遗址
性质提供了帮助。“我们知道，历
史上经常把炎帝作为‘农神’来
祭奠，这个农具出现在祭祀坑里
可能跟祭祀炎帝有关系。”游富
祥说，这次发现的吴山祭祀遗址
的文物种类，与凤翔血池祭祀遗
址出土文物基本相同，说明两个
遗址的功能是一样的。但从年
代上分析，吴山遗址比血池遗址
略早。文/图本报记者赵争耀

本报安康讯（记者 吴琛）
“去年深化河长制以来，我们积极
探索‘河长+警长+X’工作机制，
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
管责任体系，河长统揽协调，警长
亮剑执法，部门协同作战，各级齐
抓共管，有效解决了执法监管难、
监管软的问题，形成了全民护河
治水的大格局。”12月6日上午，

安康市水利局局长、安康市河长
制办公室主任吴平在安康市湖长
制实施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了安康湖长制工作推进情况。

吴平介绍，安康市在全省率
先启动实施湖长制，明确安康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安康市总
湖长，分管领导任安康市副总湖
长；瀛湖市级湖长由安康市级领

导担任，市级河湖总警长和瀛湖
警长由安康市副市长、安康市公
安局局长担任。各县区按照所
在区域和所属流域相结合的原
则分级设立湖长，大中型水库落
实县区级湖长，确保湖库区所有
水域都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今
年6月底前，在河长制基础上，安
康市‘湖长+警长+X’工作责任体

系实现全覆盖，共明确湖长234
名，湖泊警长 188 名。与此同
时，积极探索开展了示范河湖、
示范镇村创建和志愿护河行动
等有效举措。”吴平介绍说。

今年安康市城市水环境长
期排名全省第—，汉江干流和瀛
湖水质长期为优，汉江出陕断面
稳定保持国家Ⅱ类标准。

今年以来，黄矿电厂紧盯厂用电
率、发电煤耗、汽耗等影响节能的关键
性指标，从优化运行方式着手，加强指
标耗差分析，持续降低能耗指标，不断
提高经济运行效益。

据了解，该厂两台300MW机组自
投产以来，一直采用单阀进汽方式控
制负荷，运行时部分负荷能耗损失较
大，导致机组汽耗增加、效率降低。
为降低机组汽耗指标，该厂一方面与
设备厂家进行技术交流，认真分析不
同工况下的运行数据，研究顺序阀运
行方式切换方案，并利用仿真机系统
进行模拟操作；另一方面统计机组近
年来运行指标，并与多家同类型机组
进行对比，提前预判切换后运行参数
变化和指标改善情况。通过综合分
析和论证后，在今年 11 月份分别对
两台机组实施“单阀-顺序阀”运行方
式的切换。

目前，该厂两台机组运行平稳，
切换后主蒸汽流量在同负荷情况下
较之前约降低 30t/h,度电汽耗降低
0.1kg，度电煤耗降低 9.35g,两台机组
年可节约标煤 25000 余吨,节约燃料
成本近千万元。

何宇光程斌

本报安康讯（韩工轩记者吴琛）
12 月 4 日 21 时，经过安康市公安局
汉滨分局“11·26”专案组 50 余名警
力 9天的搜捕，专案组民警克服了地
形复杂、天气寒冷和山高路滑等种
种困难，最终将犯罪嫌疑人冉某军
抓获。

11月26日，汉滨区大河镇大兴村
发生一起纵火案件，造成2人受伤、3间
房屋受损。案件发生后，汉滨公安分局
在第一时间抽调大河、叶坪、双溪、谭
坝、茨沟、五里和刑侦大队等所队50余
名精干警力成立“11·26”专案组，全力
开展案件侦破工作。

经调查，11月26日上午10时许，
犯罪嫌疑人冉某军因生活琐事与其二
哥冉某乾发生纠纷，在打伤其二嫂彭
某某后放火烧毁自家及冉某乾家房
屋，并对救火村民实施殴打，造成彭某
某及群众周某受伤，作案后冉某军逃
入深山。

在为期9天的抓捕过程中，由于犯
罪嫌疑人逃往地山大林密、坡陡沟深，
地形十分险要，给抓捕工作带来了诸多
困难，专案组会同镇村干部分组夜以继
日上山搜捕，共出动警力200余人次，
调动警犬2条，每日徒步30余公里，搜
寻山地区域50平方公里，发动20余村
2600 余名干部群众，发放协查通报
1000余份。

目前，犯罪嫌疑人冉某军已被汉
滨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之中。

黄矿电厂一项“切换”运行方式
年节约标煤2.5万吨

施工不慎
引燃市场顶棚

近日，记者在榆林市区走访
时发现有这样一所“银行”，它有
别于一般的银行，因为它存储的
不是钱，而是“美德币”。该“银
行”是由榆林市第十八小学以学
生的“文明行为”和“道德善举”为
内容，以“银行储蓄”为手段，以

“榜样教育”为途径，以“激励提
高”为目的而创建的“美德银行”。

日前，在榆林市第十八小
学，当记者和该校刘老师走在教
学楼二楼楼梯的台阶处时，听到
下课铃响了，一会从楼梯跑上来
很多小学生，每个从楼梯上来的
学生都会停下来弯腰、行礼、向
刘老师问好。记者瞬间被这浓
厚的校园礼仪氛围所感染，刘老
师告诉记者，这是一年级学生刚
下体育课。

随后，记者见到了榆林市第
十八小学校长李彦飞。当谈及
该校的“美德银行”时，李彦飞告
诉记者，为进一步树立“德育为
先”的理念，加强对学生的思想
道德教育，扩大先进事迹的正面
榜样作用，促进学生良好行为的
形成，拓展学校德育工作的研究
渠道，推进学校、家庭、社会三位
一体和谐育人机制，合力营造良

好育人环境，在经过多次研讨后
创建了“美德银行”。

据介绍，学校统一制作美德
币。每张美德币上面都由老师
填写发放人、发放原由、发放时
间和持币人，如有学生代写或填
写不完整则视为废币。

每学期初，每个储蓄所给本
储蓄所所有人员发放一本《日行
一善》记录，储户将每天做的善
事记录在《日行一善》，每三周由
班主任老师负责，组织本班2-3
名家长进行检查。双周星期五
班长负责回收学生的《日行一
善》记录，各位家长于下一周的
星期一早上放学前将对所有学
生的《日行一善》记录进行详细
的检查。最后由班主任根据检
查情况发放不同分值的美德
币。同时，学校所有教师可根据
学生日常美德方面的表现情况，
随机发放美德币。根据值周学
生、值周教师、值周领导每天的
检查记录情况，随机发放美德
币。对有不良道德行为的储户，
根据《美德银行支出条款》给该
生发放支出币。

每月财务室根据所有储户美
德币的统计与结算，评选出10名

校级“月美德少年”，并进行公示。
各储蓄所可根据财务室对美德币
的统计，评选出本储蓄所的班级

“月美德少年”。学期末，由总行副
行长和财务室人员根据美德币储
蓄情况，推选出前20名作为学期
校级“美德少年”候选人，并由各班
储蓄所所长组织填写学校《美德少
年申报表》，最后由学校德育处进
行审核、评比，再择优选出10名校
级“美德少年”，并进行表彰奖励。
在学校获得“模范班干部”“三好学
生”“优秀队干”者，奖励美德币20
元，获得“优秀少先队员”者奖励美

德币15元，获学期“美德少年”者，
奖励美德币10元。

记者发现，学校还专门设立
了“美德超市”，学生可以用美德
币定期去“美德超市”兑换自己
喜欢的学习用品和玩具等。李
彦飞告诉记者，“美德银行”旨在
强化孩子做好事的意识，激励学
生从点滴积累的实际行动中提
高自身道德素养，体验助人为乐
的情感，培养关心他人，奉献爱
心的良好品质，让整个校园洋溢
文明和谐之情。

文/图本报记者 李波

男子纵火伤人逃跑
9天后被抓获宝鸡发现战国大型祭祀遗址

或与祭祀“农神”炎帝有关

榆林一小学创建“美德银行”

学生做好事可获“美德币”

安康实现“湖长+警长+X”全覆盖
本报安康讯（刘纪麟记者吴琛）

12 月 6 日 11 时 58 分，安康市汉滨区
江北火车站中渡村中渡路一市场着
火。接警后消防中队立即出动 2 车
16 人赶赴现场，12 时 20 分将明火扑
灭。经消防部门现场初步判定，火
灾原因为中渡市场西北角烟囱处施
工不慎引燃中渡市场顶棚，过火面
积约 60平方米，无人员伤亡，财产损
失约 2万元。

李彦飞介绍“美德少年”

考古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