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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为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35周年，滨
州市20多位书法名家自发来到滨州市滨城区杨柳
雪镇杨柳雪村怀周祠，举行丹青笔会，深情回忆
周总理对杨柳雪的深情厚谊。

上世纪70年代初，杨柳雪这个鲁北小村因为
是周恩来总理亲手树立的粮棉双高产典型，被誉
为棉区的一面红旗，与山西的大寨村一样成为全
国的典型，红遍大江南北。时任杨柳雪村革委会
主任的杨秉利连续两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
见，并有幸出席国庆20周年宴会。

粮棉套种赶走“统销粮”

杨秉利今年71岁。据老人回忆，当时杨柳雪
全村36户166口人，321亩土地都是“春天一片霜、
夏天水汪汪”的盐碱地。解放前群众靠要饭生
活，解放后则靠吃国家统销粮。

1964年，党中央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后，杨柳雪人开始挖沟渠、整平土地，用黄河水
来改荒治碱，并在改良的土地上开始棉花粮食套
种。杨柳雪村提出口号“杨柳雪无冬天，冰冻三
尺照样干”。到1969年，全村亩产皮棉达到了132
斤，粮食亩产达到了1100斤。

1966年，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了“备战、备
荒、为人民”的号召，杨秉利和村里的群众琢
磨，全村四分之三的耕地都种上了棉花，每人平
均只有四分半粮田，年年都吃国家的统销粮，这
不符合“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精神。为了在
不减少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情况下增加粮食产
量，村里成立了育种小组，专门培育优良品种。
同时，大力治荒改碱，向荒碱地要粮。并且大力
推行粮棉套种，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复种指数。

“深沟大台田、粮棉套种和多施有机肥，这
是我们杨柳雪村取得粮棉高产的主要做法。”杨

秉利回忆说，“那时大家都在琢磨怎样能实现粮
棉高产。当年，杨柳雪村实现了不吃国家的统销
粮，而向国家贡献商品粮的目标，并连续七年夺
得了粮棉双丰收。七年中，杨柳雪平均亩产皮棉
130斤，每人每年向国家贡献皮棉150斤到210斤；
1965年以来粮食平均亩产都在1000斤以上。”

“杨柳雪真是覆盖了一层雪”

“文革”爆发后，国民经济遭到重创，关系
到国计民生的粮棉生产形势十分严峻。周恩来总
理心急如焚，努力寻找粮棉双高产的先进典型，
宣传推动全国农业发展。1969年夏，山东省委第
一书记杨得志向中央汇报农业方面的工作时，曾
提到蓬莱县聂家大队和沾化县李雅庄大队比较突
出。秋季，中央派舒代新、马杰三到李雅庄了解
情况。其间，两人提出到滨县找个好单位看看，
当时的滨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向舒、马介绍了单寺
公社小赵家和尚店公社林家坊的大概情况，但他
们认为这样的单位在全国很多，滨县负责人提到
了杨集公社杨柳雪大队。一到杨柳雪村，看着满
地一人多高的棉株挂满了雪白的棉花，舒、马二
人感慨地说：“别处金秋，这里银秋。杨柳雪真
是覆盖了一层雪。”两人听取了大队负责同志的
情况介绍后，又到田间地头找村民进行了调查，
按照供销社收购棉花的发票核实了杨柳雪的棉花
产量和大队七年来的账目后，赶回北京进行汇
报。1970年，国务院通知山东省委上报杨柳雪的
典型材料。杨秉利作为代表参加了全国棉花生产
会议，会议临近结束的前三天，大会的工作人员
告诉杨秉利，周恩来总理要了解杨柳雪的情况，
让他把村里的情况掌握好。

“1970年2月13日晚上7时，周恩来总理与李先
念、纪登奎、钱正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

堂小会议厅接见了出席全国棉花工作会议的同
志。首先会见的是山东与会人员，当时总理说：
‘请滨县的杨秉利同志上来。’我当时太激动
了，在李焕文被周总理叫到台上去的时候，我想
到接下来会叫我，可是不太敢相信，很是激动，
竟没听到总理叫我。还是坐在我旁边的新华社的
同志提醒我，我才上去的。”杨秉利说，“当周
恩来总理得知我们的棉花连续七年亩产超过130
斤、粮食亩产连续四年超过1100斤时，高兴地
说：‘了不起呀！粮棉双高产，是红旗呀！’周
恩来总理高兴地与我握手，并带头鼓起掌来。”
周总理还对省里的同志说要把杨柳雪的经验在全
省推开。随后，《人民日报》以《棉区的一面红
旗》为题刊登了杨柳雪的事迹。

1970年3月9日，山东省革委发出《关于开展
向杨柳雪大队学习活动的通知》，在全省作出了
向杨柳雪学习的决定，《大众日报》拿出十几个
版面通过通讯、评论、漫画等形式对杨柳雪村的
事迹进行了报道。1971年8月，阿尔巴尼亚农业考
察团来杨柳雪进行参观考察；山西大寨村党支部
副书记宋立英也带队到杨柳雪参观棉花生产。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杨秉利代表杨柳雪从1970
年开始，连续五年参加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其中
1970年和1971年先后两次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接见。
“一年后，总理一眼就认出了我！”杨秉利激动地说。
1971年3月，杨秉利代表杨柳雪到北京参加全国棉
油粮生产会议，3月28日下午周恩来总理接见参会
人员时，便问山东省杨柳雪大队派人来了吗？总理
看到杨秉利后，便说：“去年就是你来的。”

总理与杨柳雪的不解之缘

1974年，杨秉利又代表杨柳雪参加全国棉花
生产会议，由于这年杨柳雪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涝

灾，棉花的产量由前几年的150余斤皮棉减少到了
126斤，所以大会最初没有安排杨柳雪典型发言。

会议期间，工作人员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大会
的情况，此时，周总理由于身体原因已住进了医
院。周总理详细询问了杨柳雪的情况后，听说大
会没有安排杨柳雪发言时，说：“让他们发言，
没有经验，也有教训嘛！”杨秉利又代表杨柳雪
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最后
一把骨灰就撒在了杨柳雪以南的黄河上空。杨柳
雪的群众听到总理逝世的噩耗后，人人泪流满
面，家家搭起灵堂。直到现在每年的1月8日和周
恩来总理的诞辰3月5日，杨柳雪的群众都举行各
种纪念活动。

“总理逝世那年，我一下子就掉了12斤啊！”杨
秉利说。为了让总理放心，杨柳雪的群众始终牢记
周恩来总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扫掉地上‘雪’”的
嘱托，大力发展科学种田和工业，建起了纺织厂、奶
牛养殖场，实现了亩吨粮、双百棉的目标，人均纯收
入达到了6500元，先后被授予省级文明村镇、市级
文明村、奔小康红旗党支部。

为了纪念周总理，1995年杨柳雪村民自发开始
捐款筹建周恩来纪念馆。2001年6月30日，怀周祠正
式落成。怀周祠为四合院建筑，一进大门，中心摆着
一块巨大的心形巨石，远看像一棵棉桃，近看像一
颗红心，象征着棉区人民和总理永远心连心。正厅
安放着周恩来总理的白玉雕像，雕像左侧是介绍周
总理一生丰功伟绩的图片和文字，右侧是杨柳雪村

“作为棉区一面红旗”的图片和文字资料；东大厅是
杨柳雪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改荒治碱创造粮棉双高
产的各种图片、文字、实物资料；西大厅是国内知名
的书画家为纪念周恩来总理创作的作品。

怀周祠已被命名为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每年都有大批的群众和青年学生前来参观学
习。

■ 往事回眸

周恩来与杨柳雪
□ 本报记者 武宗义 本报通讯员 薛爱民 任增亮

1970年2月，杨柳雪村被确定为全国粮
棉生产先进典型后，作为山东省委机关报的
《大众日报》对杨柳雪这一重大典型进行了
持续深入的采访报道。

1970年3月9日，《大众日报》头版头条
刊发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2月27日下发的
《关于开展向杨柳雪大队学习活动的通
知》，号召全省贫下中农、社员和革命干部
向杨柳雪大队学习、向杨柳雪大队看齐。在
《通知》下方，配发了《向“棉区大寨”杨
柳雪大队学习》的社论。

全省向杨柳雪大队学习的通知一下发，
《大众日报》的记者便来到了杨柳雪。在此
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为充分地挖掘杨柳雪这
一典型，《大众日报》驻惠民地区记者站的
记者每隔几天就到杨柳雪跑一趟，有时一住
就是几天。为了深入细致地采访杨柳雪人的
先进事迹，记者白天与村里的群众一起在棉
田里劳动，晚上坐在村民家的土炕上唠家
常，掌握了大量生动鲜活的细节故事。时间
一长，村里的群众把《大众日报》的记者当
成了自己人，为了方便记者们采访，村里安
排几位记者和社员同吃同住。正是因为与村
民们长时间“零距离”接触，使《大众日
报》对杨柳雪人勇创粮棉双高产的事迹报道
的特别深入、生动、具体，成为上世纪七十
年代初《大众日报》在农业方面报道的一个
重头戏。

1970年3月12日，《大众日报》在报头
和毛主席语录下方报眉的位置打上了“向杨
柳雪大队学习夺取农业新丰收”的口号，在
头版头条发表了《掀起以杨柳雪为榜样的农
业学大寨热潮》的评论，并配发了高密等地
学习杨柳雪的先进事迹的情况报道；3月13
日 ,《大众日报》副刊又刊登了群众围绕杨
柳雪夺取粮棉双高产的事迹，创作的山东快
书《心红手巧的“女标兵”》、数来宝《好
班长》、戏曲《棉区红旗迎风舞》等作品；
3月14日《大众日报》在头版以《棉区大
寨》为标题，用整版的版面对杨柳雪大队紧
跟毛主席创造粮棉双高产、双贡献的英雄事
迹进行了深入报道。随后，《大众日报》又
拿出大量版面采用通讯、特写、漫画故事、
评论等形式，对杨柳雪和全省学习杨柳雪加
快农业生产的典型进行了更深入的报道，在
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通过《大众
日报》的报道，杨柳雪的名字迅速传遍了全
省各地。

除此之外，《大众日报》还先后推出了
《不迷航的好班长——— 杨秉义》、《革委会
主任——— 杨秉利》、《“新愚公”——— 杨会
恩》、《心红志坚的“五姊妹”》、《革命
的“小样板”——— 杨广俊》等杨柳雪村的英
雄群体。

时至今日，《大众日报》对杨柳雪依然
十分关注。

·相关链接·

《大众日报》与杨柳雪

□ 任增亮 武宗义 整理

从重庆出发坐船沿长江东下，船行百余公里
后，在长江右岸会发现一座长达10多公里的高大
堤坝保护起来的城市，这就是重庆涪陵。

在外地人眼里，涪陵只是有百年历史的榨菜
之乡；而吸引古学家眼球的是另一神秘所在———
小田溪战国墓群。长期以来，江边的这片坡地，
就被当地的人们传说是巴人祖先死后的安息之
所。

历史上，涪陵是川东南水上交通的枢纽和乌
江流域最大的物资集散地。今天这里作为三峡库
区的腹心地带，依旧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
通要地。如果从涪陵沿乌江溯流而上15公里，江
边低缓的山坡上坐落着一个美丽的村庄，名叫陈
家嘴村。村前的小河就是小田溪，常年流淌的河
水将两岸的大山分割开来。

2001年9月，一场意外大火让文物部门不得不
再一次将目光集中到了这里。

这场大火吞没了陈家嘴村一个周姓家族的房
屋。涪陵区博物馆的黄德建馆长在得知此事后，
深感这起事故的重大，因为这里早已被文物部门
认定，拥有一座战国时期的巴人墓葬群。于是，
他一方面组织单位的相关人员前往当地参与救
险，另一方面迅速赶回办公室打电话向重庆市文
化局三峡办汇报。

2002年9月，在征得周家同意后，一支由重庆
市考古所和涪陵博物馆组成的考古队进驻到村
里，准备即刻开始对周家所在的这片区域进行考
古勘探。

□从1972年开始，几代考古学家为了寻找一
个神秘消失的王朝，曾经几度踏上小田溪这片神
奇的土地。

1972年，陈家嘴村砖厂取土时，工人们在土
中陆续发现了数十件铜器，其中一个绰号“哑
巴”的砖工肖文辉用箩兜挑了两挑铜去废品收购
站卖，收购站嫌“烂铜罐”里面有泥不肯收购，
“哑巴”就打碎了当废铜才卖掉。

白涛镇文化站的前任站长邹德阳当时还是负
责放电影的工作人员。他听说这个消息后，将情
况一级级汇报到了四川省博物馆，考古专家们迅
速赶到现场。

这次考古工作清理了小田溪的1至3号墓，出
土铜器、陶器、漆器、玉器193件之多，其中就有
最著名的14件套的错金铜编钟、错银铜壶、“廿
六年”铭文戈等。后来出版的发掘简报中，发掘
者对这批铜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诸多原因使
小田溪墓群没有能及时主动发掘，它从人们的视
野中又消失了。

1980年考古工作者又一次从烧砖取土场抢救
了4至7号墓；1983年从盗墓贼手中抢救了8号墓。
虽然1991年四川省政府将小田溪墓群公布为省级
文保单位，但对小田溪墓群的大规模发掘仍然没
有能像期待中那样全面展开。

而随后不久的1993年，随着一起盗墓案件的
发生，文物部门对小田溪战国墓群再一次进行了
抢救性发掘。在所发掘的墓室里边，出土了大量
的青铜器，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把青铜巴氏柳

叶剑。这把柳叶剑虽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但
出土时依然锋利无比，寒气逼人。当专家决定将
这把柳叶剑送去专门机构作进一步的分析时，剑
身上一个细小的发现，不得不让他们暂时停住了
脚步。在场的一位专家发现在剑身上有镀铬的痕
迹。然而，镀铬这种复杂的工艺是在公元18世纪
由德国人第一次申请了专利，眼前的发现，能否
说明在20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巴民族的工匠就
已经掌握了这项独特的技术呢？后来考古专家和
中国科技大学作了一些测试，肯定它是用一种物
理的方法镀上去的，这种工艺很早就失传了。有
专家认为，巴人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用战争书写历
史的民族，一部巴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从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开始，在对巴人遗址的屡次发掘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多以兵器为
主，而其他的青铜器物也都与战争有关。

1997年，在文物考古专家的强烈要求下，小
田溪墓群被幸运地列入了三峡库区文物抢救工程
项目名单之列。

□四次考古发现都没有让巴王朝露出它的庐
山真面目，接下来的这一次发掘结果又会如何
呢？

2002年9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开始了小田溪
墓群的大规模发掘工作。由于准备充分，加之各
方面的全力支持，这次的考古勘探工作进行的非
常顺利。历时4个月，在以前发掘的1至9号墓周围
陆续发现了13座墓葬。

对地层堆积情况的考察，考古工作者对小田
溪的原始地形和墓葬分布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这里在两千年前可能是一座略呈弧形的小山脉，
西端与大山相连，东端至小田溪与乌江的交汇口
结束。

目前发现的墓葬中规模较大、出土文物丰富
的几座均分布在山体的北坡上，墓葬依山势顺江
排列。

这批墓葬中既有墓室长8米、宽6米的大型墓
葬，也有长仅2米余、宽仅0 . 7米的小墓，墓主包
括了巴人的高级贵族和一般士兵两类。

在十几座墓葬中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当属12号
墓，它位于周家下院东侧的一块水田内，两千年
的沧海桑田使原本可能深达十余米的墓室只剩下
1米多，深埋地底的随葬品几乎暴露在地表，幸
运的是它躲过了盗墓贼的毒手。

当考古工作者掘开覆盖在墓口上的像稀泥浆
似的水田土后，发现一件高达55厘米的错银铜
壶，意识到这座墓葬的规模会很大，当墓室全部
暴露后，考古工作者为近年来三峡文物抢救发掘
中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战国墓而激动不已。

然而，随后几天对12号墓的发掘却又令考古

队员大失所望，因为自从铜壶出土后，就再没有
大的收获。但面对以往考古发掘中所遇到的疑问
和现实工作中所面临的困难，专家们并没有放弃
对12号墓的深度发掘。几天后，考古队的不懈努
力终于赢得了回报。12号墓在经历了一段沉寂
后，奇迹真的出现了。

□墓内大批珍贵的文物被相继发现。又经过
数日连续地发掘，考古人员在12号墓内先后出土
了铜器、兵器、陶器等文物130多件。这一发现，
无疑使得12号墓成为小田溪巴人墓群中出土器物
最多的墓葬之一。

几乎同时，考古人员又在墓室的中部位置发
现了棺木的痕迹。

椁室内的棺木长3 . 5米、宽1 . 6米，墓主人的尸
体因为南方酸性土壤的原因已经腐朽得只剩累累
白骨。不幸的是木椁腐朽后，墓室内数百方土塌
陷的力量将白骨压碎成齑粉，使考古学者失去了
很多可供提取的标本，一些可贵的历史信息就此
湮灭。

而几天来在对12号墓的进一步发掘中，考古
人员还惊奇地发现，除墓主人之外，这座墓葬中
也有两人殉葬。其中一具骨架在棺内，为仰身直
肢葬。另一具骨架较为凌乱，它位于墓室东侧的
棺外，而且腐朽严重，怀疑为人祭。

此外，在椁室内的棺外四周及墓主人的身体
上摆放着数百件铜、玉、骨、漆、陶质随葬品。
虽然无法与湖北发掘的江汉诸国国君的墓葬相
比，但也足以让见惯了小墓寡物的考古学家们兴
奋许久。

这些随葬品整个环绕着墓室，乐器主要是摆
放在墓主头骨的左上方，另外还有生活用的铜
器，墓主身体的右侧摆放的铜器要少一点，主要
是以陶器为主，胸口主要是几件兵器。铜器中既
有过去巴国墓葬常见的柳叶形剑、烟荷包形钺等
兵器及釜甑、鍪等炊器，还发现了许多代表墓主
人高贵身份的玉璧、玉具剑、钲等随葬品。

历史上，巴人所在的这一地区并不产玉，近
代考古发现也表明，在这一地区的墓葬中，玉器
的出土也很少。正因为如此，在小田溪12号墓中
能出土如此之多的玉器，实在令考古工作者兴
奋。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墓主人胸口部位摆放的
两柄玉具剑。

这两柄玉具剑颇为罕见，剑的剑首、剑箍、
剑格等部位都是用玉制作，这种做法于剑的实用
无益，更多的是凸显墓主的尊贵地位。剑身修
长，达70多厘米，宝剑出土时表面因为经过处理
的原因几乎没有什么锈蚀。发掘人员作了个试验，

消失的王陵
用剑刃轻轻划过纸面，数层纸张迎刃而穿。
从剑的形制和铸造工艺看应该是楚国的产
品，至于它是因为贸易还是战争的原因出现
在巴国墓葬中的还有待考古学家们进一步的
研究来回答了。

经专家们统计，在小田溪墓葬群中，一
共出土了四把玉具剑。众所周知，玉的质地
绵润易碎，因此这些玉具剑实际上并非武
器。在中国人看来，君子好佩玉。自古也有
以玉比君子的说法。或许这些玉具剑的出
现，也向我们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
是墓主人身份一定是非同一般。

□除了丰富的随葬品，让考古学家们感
兴趣的还有在众多随葬品上发现的刻画符
号。这些符号以前在四川盆地各地也有陆续
发现，被考古学者称为巴蜀图语，可能是战
国时期巴国的文字。

这次发现了更多更复杂的巴蜀图语，多
数用錾刻的方式刻于柳叶形剑、烟荷包形钺
等兵器及甬钟等乐器的表面，另有少量见于
铜容器的盖上。从图语的形状特征看属于较
规范化的图案，有时几组图案相互组合成一
个复杂的图案。这些刻画符号更接近于巫师
阶层进行宗教祭祀时使用的宗教符号，可能
与鬼神崇拜或祖先历史有关。其中有几组复
合图案在象征巴人的“虎”上有一条帆船图
案，船的两侧是陡险的山体，山体间还有云
形图案，就很像是讲述巴人的祖先乘船从三
峡溯游而上的历史。

转眼进入到2003年初春，这时针对小田
溪12号墓的发掘工作已临近结束。从挖掘之
初，对墓主人身份的判定就已经成为专家们
所普遍关心的问题。于是，在综合墓葬形制
以及墓葬内随葬器物的出土情况，专家对这
座墓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

保守地说，墓主至少是一个非常高级的
贵族，大胆一点，很多人认为就是巴王墓了。

历时4个月，小田溪巴人墓葬群的第五
次考古发掘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
摆在考古工作者面前的任务依然艰巨，接下
来就是要对那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进行整理，
对陈家嘴遗址出土的这些陶器碎片尝试进行
修复。在他们看来，前期的田野考古发掘虽
然已经结束，但如果能尽快地将这些陶器恢
复，或许会对陈家嘴遗址下一步地深入发掘
起到积极的作用，也可以证实在此之前专家
们的种种推测。

此时，小田溪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然
而，考古专家们心中的热情却始终难以消
退。虽然小田溪墓群的发现与研究为我们寻
找巴国——— 这个迷失的王朝的历史开辟了一
条小径，但又出现了更多的谜团等待揭示，
要深入了解它的真实面貌，还需要一代又一
代的考古工作者们不懈地努
力。

““廿廿六六年年””铭铭文文戈戈

小小田田溪溪

错错银银铜铜壶壶

出出土土玉玉璧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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