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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博物馆内，有几组复
原龙南遗址的沙盘。

钓鱼的人，立在河边手握
钓竿；磨砺骨锥的人，一直没
有放下手中的活……他们所在
的村落，一条小河穿行而过，沿
河而建的，是三角形的茅草屋。

与沙盘一起陈列的，还有
龙南先民曾使用过的工具、饰
品，陶纺轮、骨锥、石箭镞、
石标、玉管，还有一个巨型的
泥质灰陶瓮，高0.63米，容
量数十斤……

这些珍贵的文物，有不少
来自32年前的那次发掘。当
年参与发掘的人，如今已是步
履蹒跚、满头白发，但回想起
当年的经历，老人依旧激动不
已……

蹲久了，身子冷了
就站起来跳跳

9月8日，在完成采访的

第五天，76岁的杨舜融给记
者打了个电话。

电话中，老人告诉记者，
他找出了那本能帮助记者了解
龙南遗址的书，《吴江新石器
时代——陶器纹样纹饰集
萃》，并建议记者翻阅这本书
后，再下笔写作。

书是老人自己编著的，书
中所呈现的纹样纹饰，也拓自
老人参与发掘的文物，其中，
绝大多数文物源自位于梅堰的
龙南遗址。

在本书的后记中，老人这
样写道：“我们的先民在这块
被誉为‘人间天堂’的神奇土
地上创造了悠久灿烂的新石器
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吴江
的古老文化，激发大家热爱家
乡、建设家乡的热情。”

“当年的发掘可不容易。”
将书递给记者时，老人轻轻拍
了拍记者的手。

从1987年到1998年，苏
州、吴江相关部门组成的考古

队，在龙南遗址开展了4次发
掘，除第三次发掘，其余3次
发掘均卓有成效，出土了包括
国家三级文物泥质灰陶瓮等在
内的大量文物。

“首次发掘是 1987 年 12
月 22 日到 1988 年 2月 9日，
之所以选择冬天，是因为冬天
雨水少，便于开展工作。”杨
舜融说，当时，作为考古队的一
员，从挖探方到清理文物，他全
程参与，见证了龙南遗址重现
世间的全过程，“当时条件没现
在好，冬天冷得不行，蹲在地上
拿铲刀一点点铲掉泥土，用不
了几分钟就全身冰凉。”

蹲久了，大家就站起来跳
跳，唱唱歌，等身子暖和了，
又继续弯腰干活。

“当时，我们发现了砺
石、谷米，以及居住区的夯筑
面，这在江浙一带早期良渚文
化发掘中属首次发现。”杨舜
融说。

沿河聚居、饭稻羹鱼
考古发现让大家惊喜连连

龙南遗址位于318国道梅
堰段附近，距今约5300年历
史，系良渚文化群中的重要一
支。

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
现，遗址中有一条东北、西南
方向的河流，两岸建有三角形
茅草屋，河道中还有排列整齐
的竖插木桩，由此可见当时已
出现连接两岸的原始桥梁。

“虽然龙南遗址中还有很
大一部分没有发掘，但可以肯

定的是，这条河流是从这个古
村落中穿行而过的。”杨舜融
说，茅草屋沿河而建，说明当
时的房屋布局已从散乱无序走
向合理规划，从这一点可以看
出，当时的龙南古村落已经形
成了与现在相类似的江南村落
文化。

虽然已时隔32年，但老
人对当年在龙南遗址出土的泥
质灰陶瓮和鱼翅鼎记忆犹新。

“发掘中，我们发现了一
批体型较大的陶片，且陶片纹
饰相同，当时，我们就本能地
感觉到，这批陶片可能是一个
非常大的陶瓮。”杨舜融说，
复原后的陶瓮，高有 0.63
米，最大腹径0.548米，体型
巨大，“这个陶瓮不仅说明当
时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相当
高的程度，从盛装谷米这一用
途上讲，也说明当时的水稻种
植有了相当大的规模。”

而鱼翅鼎的发现，更是让
老人欣喜不已。酷爱陶器纹样
纹饰的老人判断，在龙南遗址
这样一个并没有当时社会顶层
阶级居住的区域中，能发现制
作精美的陶器，说明龙南先民
的生活，已经开始了从满足温
饱到追求品质的转变。

悠久灿烂的新石器文化
是激发后人向上的坚强力量

发掘中，在一处类似现代

灶屋的遗址中，杨舜融和同事
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稻。

“一间灶屋，一半位置放着
炊具、容器，另一半是大量的
红烧土，在这些存有红烧土的
区域，我们发现了一些草木
灰，并在草木灰中找到了大量
的碳化稻。”杨舜融说，让大家
惊喜的是，这些碳化稻中，已
经包含了粳稻和籼稻，“我们现
在吃的也无外乎粳稻、籼稻两
种，与我们的先民相比，只是
细化品种更多而已。”

新中国成立后，从马家浜
文化，到崧泽文化，再到良渚
文化，吴江都有过相关遗址的
发掘。其中，梅堰袁家埭遗址
第六层、桃源广福村遗址为马
家浜文化，同里遗址为崧泽文
化，梅堰龙南遗址为良渚文
化，但在历次考古发掘中，仅
有龙南遗址出土了稻谷种子。

“龙南遗址出土的包含粳
稻、籼稻的碳化稻，以及体形
巨大、储藏谷米的陶瓮，直接
证明了吴江‘饭稻羹鱼’的悠
久历史。虽然从文物价值上
看，0.63米高的泥质灰陶瓮只
是国家三级文物，但从它身
上，我们感受到了吴江先民的
智慧，也激励着后人奋发向
上。”杨舜融自豪地说。

图为杨舜融 （右一） 与参
与龙南遗址发掘的同事合影。
前排文物左一为复原的泥质灰
陶瓮，右一为复原的鱼翅鼎。

（资料图）

沿河聚居的生态，说明当时的江南村落文化已较为发达；高0.63米的巨型陶瓮，说明当时的水稻种植已颇具规模；制

作精美的鱼翅鼎，说明当时的生活已从满足温饱向追求品质转变……32年前的那次考古发掘，让我们走近了先民的生活，

也让我们从先民所创造的灿烂的“饭稻羹鱼”文化中，获得了更多向前向上的力量——

5300年前，“我们”就在这里
融媒记者 徐海军

本报讯 （融媒记者颜贝
贝）沿着莺湖村一条偏僻的村
道来到草荡，几艘船只停靠在
岸边，河道旁是一片“沙滩”。
这是记者近日跟随区污防攻坚
办工作人员暗访平望镇时看到
的一幕。

记者看到，河道旁的平地
上有几间屋子，上面写着“幸
福船厂 保养 电焊”“泰州电

焊”等，房子旁停靠了一艘船
只，船只下面堆积了大量沙
子，还摆放了一些氧气瓶、液
化气罐。区污防攻坚办工作人
员介绍，河道旁的船厂为船只
提供保养服务，通过喷沙去除
船只表面的锈迹，再进行露天
喷漆。由于长期作业，河道旁
大片区域内都沉积了大量沙
子，仿佛一个“人工沙滩”。

随后，工作人员来到同安
西路的一处老旧厂区。走进厂
区，便能看到几个搭建在院子
里的大棚，一个棚内堆放了大
量塑料制品，旁边一个棚内加
工生产塑料片。在厂区里，工
作人员还发现了一家大门紧闭
的加工作坊，作坊外堆放了大
量玻璃钢产品，从作坊窗口向
里看，作坊内堆放了大量玻璃
钢制作原材料、胶水桶等。据
了解，该作坊在作业过程中会
产生大量粉尘，并散发出刺鼻
气味。

此外，工作人员还在厂区
最里面发现了一家“散乱污”
石材加工作坊，该作坊扬尘问
题严重，环境十分脏乱。“我
们将尽快把暗访所了解到的情
况告知当地相关部门，并督促
他们整改。”一名参与暗访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区污防攻坚办暗访平望

河道旁现“人工沙滩”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新泉）

高质量推进城乡生活污水治理是
落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
生态环境高质量的重要抓手。为
了全面推广高质量发展精神，有
效推进城乡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区水务局面向社会征集城乡生活
污水治理宣传标语。

据悉，宣传标语征集时间为
8月26日至9月15日。应征作
品要以高质量推进城乡生活污水
治理为主题，重点突出雨污分流
改造、市政管网建设、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等工作，体现水务服务
的特点。此外，一名投稿者最多

可同时提交5件作品，作品字数
控制在20字以内。

参赛者可关注“水韵吴江”
微信公众号，在“高质水务”菜
单中找到“标语征集”子栏目，
参与投稿，或者将参赛作品发送
至 邮 箱 ： 413527424@qq.
com，在标题上注明“吴江区高
质量推进城乡生活污水治理”。

征集结束后，区水务局将邀
请有关专家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
评审，奖项设置为：一等奖 1
名，奖金 1000 元；二等奖 2
名，奖金各 500 元；三等奖 3
名，奖金各300元。

全区城乡生活污水治理宣传标语征集中

千元大奖等你来拿

吴江农业生产阔步迈向全程机械化
（上接01版）但诗中展现的传统
农业生产场景，却依然是新中国
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吴江农民
劳作的真实写照。

1997年，现任区农机推广
站副站长的王云根刚从南京农机
化技术学校毕业，分配到了震泽
农服中心农机站担任技术员。他
回忆，直到临近2000年，整个
吴江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依旧
没有大幅提升，即使是农机站里
也仅有几台老旧的步行式插秧
机。一到芒种前后，农户们便心照
不宣地出动一家老小，撸起袖子、
卷起裤管下田插秧，泥泞的水稻
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

“我们家就是农村的，以前
6月农忙时，无论是放学还是放
假都要跟着爹娘下地，那种辛
苦，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体会
的。”王云根说，过去，村里的
一个青壮劳力忙活一天顶多能插
上1亩地的苗，为了抢农机，每
家每户就把能用的劳力都派上，
有时甚至还会请“外援”。

王云根清楚地记得，时间到
了2000年，农机站里新购置了两
个“大家伙”——两台日本洋马牌
RR6高速插秧机。搁现在，高速
插秧机已算不上什么新鲜事物，
但放到19年前却绝对是个人人新
奇的“西洋镜”。当年度，震泽、七
都、黎里3个农服中心农机站引进
了吴江第一批高速插秧机，总数仅
4台，而王云根则幸运地成为了本
地首批高速插秧机驾驶员。

“高速插秧机的出现，吴江
才真正意义上有了现代化农机设
备，插秧效率是人工的四五十
倍。”在王云根看来，省人工、作业
效率高的高速插秧机颠覆了农民
们的传统农作理念，农业机械化
的意识在吴江人心中开始觉醒。

后来，本地几个农机站又零
零落落引进了一些日本久保田、

洋马的农机设备，但只是作为一
种创新尝试，并没有普惠到广大
农民，吴江真正意义上的农机

“大爆发”是在2008年。
“2008年，中央和省级财政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陆续下发，吴
江对购机农户也开始给予财政补
贴，一时间激起了一阵购机热
潮。”王云根回忆，当年度辖区
第一批报账的机具就有200多
台，销售总金额超800万元，育
秧播种机等新设备也逐渐进入了
人们视野。

而后11年里，吴江的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扶持力度又不断加
大，如今区级补贴机具种类已扩
大至15大类66个品目，同一购
机户年度内补贴最高限额达40
万元，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年度最
高限额达100万元。在政策东风
的推动下，农业机械化更是慢慢
渗透到了本地的水稻、蚕桑、水
产、林果等农业主导产业，特别
是在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方面，
大中型拖拉机、高性能插秧机、
高效植保机、谷物低温烘干机和
大米精加工机械等得到大力引
进，辖区整体农机装备水平不断
提高、结构不断优化，有效地带动
了农业生产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的
提升，吴江也因此荣获了国家级

“生产全程机械化标准化示范区”
“江苏省率先基本实现水稻生产
机械化县（市）”等荣誉称号。

区农业农村局的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2018年，全区农机总动
力已达26.64万千瓦，农业综合
机械化水平达90.09%，主要粮食
作 物 耕 种 收 机 械 化 水 平 达
94.48%。回首过往70年，农业生
产全程机械化的阔步迈进，大幅地
减轻了吴江农民的劳动强度，推进
了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同时也让
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解放出来，为吴
江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在寓教于乐中让学生收获成长
（上接01版）又讯（融媒记

者徐东升） 昨天下午，区委常
委、副区长李卫珍和东太湖度假
区（太湖新城）有关领导来到横
扇街道，先后走进横扇幼儿园和
横扇学校，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
教师致以节日的祝福和问候。

李卫珍一行首先来到横扇幼
儿园，详细了解幼儿园的办学规
模、课程设置、入园政策等情况，
并向骨干教师送上鲜花，向幼儿
园送上慰问金。她还走进教室，

与小班的小朋友们交流，希望全
体教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让
孩子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在横扇学校，李卫珍了解了
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师资力
量、教学质量和生源结构等情
况，对该校的非遗文化传承办学
特色给予肯定。走访中，李卫珍
向教师代表致以节日祝福，希望
他们不断创造新的业绩，为吴江
建设人民满意的教育名区作出新
贡献。

（上接01版）农创村、叶家港村分
别向板溪镇梨坪村、毛寨村捐助

“携手奔小康”帮扶资金5万元，
帮助结对村全面完成贫困人口

“清零”任务。此外，吴江鸿慧服饰
有限公司向板溪镇捐赠爱心羊毛
衫300件，助力该镇“暖冬行动”。

至此，印江县28个深度贫
困村已全部由吴江镇（区）相关
行政村、企业结对帮扶，实现深
度贫困地区结对帮扶全覆盖。

今年8月下旬，板溪镇代表
团专程赴东太湖度假区开展对接
洽谈活动，在产业协作、农产品
产销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此
次，吴江鸿慧服饰有限公司、苏
州江澜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随团到访，一同实地考
察了板溪镇印龙食用菌基地、柿
坪生态林下养鸡场等项目，了解
基地生产销售情况，进一步细化
落实合作内容。

东太湖度假区赴印江开展对口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