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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版

麟游县酒房镇万家城村——

隐在绿水青山中的

细川谷水，源出麟游。在这片山峦叠翠、美

丽富饶的土地上，有一个 2014 年 11 月被住建

部命名的“中国传统村落”——麟游县酒房镇

万家城村，这里不仅有 105 个建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关中传统单进式单坡院落，也是古时候

普润县的县城所在地，北宋大儒张载之弟张

戬，曾任普润县令。据史料记载，张戬任职期间

关心民众疾苦，认为人民不得其所是自己没有

尽到责任。他仿效兄长张载担任县令的做法，

捐献薪俸，具备酒食，每月良辰，邀请乡贤尊

长，聚会县衙，嘉勉慰劳，同时让尊长者的子弟

陪伴侍奉，以此教化敬老之道。

9 月初，记者慕名来到这个绿树环抱、土

墙老瓦、古井竹篱、历史文化晕染其中的村落，

探访散落在乡间古树之中的“村子的故事”。

老屋旧舍
传统村落留住乡愁

初秋时节，细雨蒙蒙。整村搬迁的酒房镇

万家城新村被雨水清洗后显得清新靓丽，整齐

划一的农家小院白墙红瓦，院落整洁，让人感

到一种诗意的美。小院门前干净的柏油路两边

栽种着南天竹、向日葵、苹果树……一派恬静

和美的乡村景象。沿着村口左边的柏油路往山

上走大约十来分钟，映入眼帘的是散发着浓浓

乡愁的中国传统村落——已经走过百年风雨

的万家城老村庄。

走进被土墙围起来的村落，眼前是一个

宽大的场院，核桃树上结满了果实，随风摇曳

的银杏树绿油油的，辘轳水井边有几只山鸡

在草丛中找虫子，几头黄牛悠闲地卧在一棵

五百年之久的古槐树下“闭目养神”，三五个

石碌碡在齐脚踝深的绿草中静静地躺着，架

子车、独轮车、木制农具、石碾盘等在空无一

人的院子里讲述着这里曾经的烟火气。黄土

路上已经垫起碎石子，雨天也不再是两脚黄

泥，寂静的村子被山风温柔地抚摸着，老一辈

人曾经的欢声笑语似乎就在院落里飘荡，曾

经的炊烟、曾经的婚丧嫁娶、曾经的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是关中农村熟悉的记忆，是我们共

同的乡愁。

村支书万会明四十多岁，满脸笑容，很精

干的样子。他介绍说，酒房镇万家城村在麟游

县城西边，距县城 55 公里，距甘肃省平凉市灵

台县 38 公里，属于两省交界之处。这里属于渭

北黄土丘陵地带沟壑区，村中人口以万姓为

主，故称万家城村。因村域内保存了隋唐时期

普润县城旧址，在研究军事考古学、民族史、唐

史方面有重要的地位。村落建筑富有传统特色

和地方代表性，利用自然环境条件，鲜明地反

映特定历史文化背景村落格局，体现了有代表

性的关中传统文化、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且

村落整体格局保存良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

传承情况良好，被住建部等七部委命名为中央

财政支持的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

历史深厚
传统村落满是故事

万家城村是隋朝的普润县城所在地，历

史悠久。据《麟游县志》载：“隋大业元年（605

年）于杜阳县细川谷置马牧，二年设立普润

屯，后废屯设县，十三年移治今麟游县西 55

公里的万家城，元至元年间（1264 年）撤。”

普润县城建成之初为军事寨堡，因其战略位

置极为重要，是西北通往长安的要道，后唐

廷为防御吐蕃进犯，发展成村落。村子依山

而建，位于山势较高之处，与村东苍沟村互

相对称，形成掎角之势，在军事防御上既居

高临下也易守难攻，是一处位置极佳的防御

之地。

普润县自隋朝置而终于元代，历时六百多

年，遗址现存面积约 7.5万平方米。城址东南部

存有少量夯筑城墙，南北残长约 80米，东西残

长约 40米，遗址区内多见布纹板瓦、筒瓦等。明

代，这里设立了普润乡，清代设普润里。民国时

期为两亭乡第五保万家堡子，新中国成立初期

为两亭区万家城乡，后并入花花庙乡，撤乡并镇

划归麟游县酒房镇管辖至今。

万会明说，万家城旧村落里的民居多为

上世纪 20 年代建造，与典型的关中四合院

不同的是，建筑多为土木架构，夯土围筑，

房屋基本为单进式单坡院落，是陕西民谣中

“房子半边盖”的体现。村落的黄土色调与

周围黄土台塬自成一体，整体风貌协调且统

一，基本保存了渭北丘陵沟壑地区村落最原

始的形态。

万家城村原有古戏楼等多处历史遗迹，

村南有一棵树龄约五百年的槐树。村委会建

在传统村落旁边，门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记

述着两段红色历史故事。1932 年 4 月 2 日，

习仲勋组织发动“两当兵变”，后带领部队经

过一周多时间艰难跋涉，从千阳高崖进入麟

游花花庙、万家城一带，利用麟游独特地理环

境做掩护，得到朴实善良的山区老百姓资助，

待命休整 20 多天后顺利过境。1948 年 4 月，

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发动了挺进西府、

攻占宝鸡的西府战役，从 4 月 17 日开始历时

26 天，先后解放了宝鸡、麟游、扶风等 14 座县

城，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在万家城等地转运

存放了大量武器弹药、布匹和战利品，为西北

野战军解放关中夺取陇东，发挥了十分重要

的后勤保障作用。

整村搬迁
古村新貌焕发新生

万家城老村子在半山腰上，村民的房子绝

大多数是土坯房，以前的道路也是土路。晴天扬

土，雨天和泥。“以前一下雨，路上烂得很，出门

必须穿雨鞋。有些人家房子破旧，墙都泡倒了。

有的土坯房漏得厉害，一下连阴雨，就得拿盆盆

罐罐接着，天一晴赶紧上房修补。”说起老村子，

曾经当过村干部的万小堂连连摇头。搬迁到山

下，国家扶持资金帮助村民盖起了新居，院里院

外都用水泥铺过，再大的雨也不会泥泞不堪；

自来水直通入户，再也不用晚上下山到河里担

水；村民家里现代化家具家电一应俱全，卫生

间干湿分离、干净方便。2012 年至 2018 年，万

家城村实施整体搬迁，全村 247 户从山上搬到

川道，住上了宽敞漂亮的新房子。据了解，万家

城村目前有 71户村民入股村集体经济，除了享

受产业发展补助资金外，集体经济年分红户均

2000 元以上，真正实现了“村民”变“股民”。

万会明说：“现在村上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建起了千头养猪场、万只养鸡场和社区加工厂，

还引进了光伏发电站。原来村集体没收益，现在

一年收益14万元至 15万元。”

从破败的旧村子搬出后，村民们的日子越

过越红火，留在山上的旧村落保留了关中农村

浓郁的乡村特色。万家城村被命名为中国传统

村落后，县上领导意识到传统村落是不可再生

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潜在的文化旅游资源，要加

强保护和利用，将其培育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明有机结合的地方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不仅能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内容。如何保护万家城这个传统村落，麟

游县、镇、村三级可真是费了一番心思，他们秉

持“整体保护、系统展现、合理开发、延续利用”

的原则，统筹农村环境整治资金、农村综合改革

资金、文物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资金和美丽乡

村建设等政策，支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先后投

入 300 多万元对村落进行维护修缮，在不改变

村落原貌的前提下，对一些即将倒塌的农家院

落进行了维修，安装了太阳能灯、种植了草坪、

建起了传统村落景观等，方便游客游览。

如今，万家城新村生态环境优美、基础设施

完善、村容村貌整洁、群众生活幸福，万家城旧

村落处处展示出关中农村的乡土文化，不论是

旧房舍，还是老院子、老果园、旧磨坊、老水井、

牲畜圈，看一眼就让人想起曾经的乡村日子，亲

切而感人，回味悠长。

的故事村子

传统村落
本报记者  张晓燕

金面具、神坛、玉琮、丝绸……

三星堆考古又上新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9 月 9 日公

布了 5 月以来的最新发掘成果，考古学

家们又新发现了 500 多件文物，其中包

括完整金面具、青铜“神坛”、神树纹玉琮

等“国宝”。

据了解，目前 3 号“祭祀坑”发掘已

近尾声，4 号“祭祀坑”发掘已经结束，

5 号、6 号“祭祀坑”因面积较小、深度

较浅，将被提取到实验室“解剖”，7 号、

8 号“祭祀坑”刚刚到文物层，大中型青

铜器、象牙、玉石器等铺满了整个“祭

祀坑”，犬牙交错、层层叠叠，令人叹为

观止。

最吸引公众眼球的莫过于 3 号“祭

祀坑”新出土的完整黄金面具，这件文物

比正常人脸稍大，专家认为是附着在青

铜人像上的。新发现两件青铜“神坛”造

型迥异、前所未见，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

价值。朱砂彩绘觚型尊、神树纹玉琮见

证了中华大地早期各区域文明的交流融

合。铜扭头跪坐人像、精美玉刀等文物充

分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此外还

发现了多处丝织物遗存，对我国古代丝

绸技术研究有很大促进作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认

为，最新出土的文物再一次证明了中国

古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是远

超现代人想象的。目前的发掘刚刚进入

高潮阶段，更多惊喜还在后面，也许还有

更多超出认知的文物陆续被发现，三星

堆的未解之谜有待揭晓。

据了解，在发掘的同时，四川省文物

局也在组织全国最顶尖的团队对文物进

行保护修复、研究阐释，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公众就能在博物馆里见到这些令人

惊叹的文物，感受三星堆文化的魅力。

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

市，遗址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延续年代

从距今 4500 年至 3000 年。三星堆最早

发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

1986 年发现 1 号、2 号“祭祀坑”出土金

杖、黄金面罩、青铜神树、象牙等珍贵文

物 1720 件。

2019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

过调查勘探，在 1 号、2 号“祭祀坑”的

旁边又新发现 6 个“祭祀坑”，2020 年

10 月开始正式考古发掘。据了解，在大

约一年的发掘时间内，新发现的 6 个“祭

祀坑”已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象牙等

近 2000 件大大小小的文物。

（据新华社）

考古发现：

约9000年前
中国南方先民已会酿酒

1 万多年前，在钱塘江中上游流域，

人类开始驯化野生水稻。而在约 9000

年前，这里的先民就开始利用稻谷等酿

酒。这是记者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获悉的。

2000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蒋乐平在浙江省浦江县发现了

上山遗址。至今，同类型遗址在周边地

区发现了 19 处。这些遗址均出土了丰

富的稻作遗存，最古老的炭化稻米已有

1 万多年历史，为“栽培水稻源于中国”

提供了丰富实证。2006 年，上山文化

正式命名，它是长江下游最古老的新石

器文化。

2012 年，蒋乐平等人又在浙江省

义乌市城西街道桥头村发现了桥头遗

址。它距今约 9000 至 8700 年，同属于

上山文化，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陶。它

们是世界最古老的彩陶，是中国彩陶文

化的重要源头，也留下了约 9000 年前

的酿酒遗存。

这些遗存来自部分陶器的残留物。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人类学系助理教授王

佳静、蒋乐平和他的同事孙瀚龙曾对这

些残留物进行分析，发现其中有水稻、薏

苡及其他块根植物的淀粉粒以及丰富的

霉菌和酵母。淀粉粒经历了谷物酿酒时

必需的糖化作用，而霉菌的形态与曲霉

和根霉一致，这两种霉菌至今仍在东亚

和东南亚广泛用于酿酒。

他们的研究成果近日已在美国学术

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发表。蒋

乐平表示，现在已经证实，在约 9000 年

前，中国南方的先民就以稻米、薏苡为主

要原料，辅以其他植物的块茎来酿酒。王

佳静说，桥头先民酿的是曲酒，他们可能

是通过观察发霉谷物，并反复实践，制出

了原始的酒曲。

桥头遗址发现了一处被人工壕沟环

绕的中心土台。那些彩陶是在土台上的

多个器物坑里出土的。在土台上，考古队

员还发现了浙江最早的墓葬和两具人类

遗骸。蒋乐平推测，先民可能在这里举行

祭祀或葬礼，并以酒为礼。

（据新华社）

万家城村的老屋旧舍

万家城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