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建兖石铁路
发现细石器

铁路是近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标
志，然而，受地形、水文、经济等条件所限，
很长时间里，鲁东南地区却与铁路无缘。
兖石铁路于1981年正式修建，它西起兖州
程家庄站，东到日照石臼所站，途经临
沂，对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巨
大。虽然当时设计是以货运为主，但为了
支援家门口的这条“致富路”，沿线各县
市都鼎力相助，沂蒙老区人民甚至腾出
和新建了上万间房屋，供施工队员使用。

1982年5月，一支兖石铁路施工队进
驻临沂河东的凤凰岭附近。当时，修筑铁
路路基所用的土方大多是就地取材，为
方便作业，该路段的承建方铁道部十四
局买下了位于路基不远处的一座小土
丘，用作取土场。

铁路施工队并不知道，早在1954年第
一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时候，这片名叫凤
凰岭的区域就发现过古墓遗迹，早就受
到文物部门的关注。果然没多久，施工队
员就挖出了文物。得到消息后，临沂当地
文物部门立即组织人力对现场进行了发
掘清理，可文物却越挖越多，不得不寻求
外援。

临沂地区(今临沂市)、山东省对此高
度重视，当即决定配合兖石铁路建设，对
凤凰岭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这年冬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
进驻凤凰岭，先后清理出战国至汉代墓
葬88座，出土文物有鼎、盒、罐、盆、壶、钵、
铜镜、五铢钱等，塑雕精致的几组乐舞杂
技俑更是栩栩如生。

世代在此耕作的村民怎么也没想
到，从战国到汉代的几百年里，这里竟然
是一片墓葬区，而且地下安葬的多为曾
经显赫一时的富贵人家。

然而，这才只是冰山一角，古墓的下
面，还藏着更加神秘的世界。在清理墓葬
时，考古工作者发现，回填土里掺杂着不
少带有加工痕迹的石块、石片，这让现场
的许多专业人士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这不就是教科书上写的“细石器”吗？

仔细清理后，细石器还真不少，
另外发现了部分用火的遗迹。这些细
石器距今约有一万年，说明凤凰岭一
带当时已有人类活动。更为重要的
是，细石器在整个山东省区域内还是
第一次发现，山东的远古历史因修筑
现代化的铁路而改写。

石器种类繁多
沂沭中上游遍布

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是人类走向
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俯拾皆是、质地
坚硬的石头便是制造工具最好的原材
料，石器时代由此而来。

不过，早期人类整天忙着与各种危
险和灾害作斗争，生活压力大、生活节
奏快，都是些实用主义者，对手里的石
器工具并不讲究。尤其是早年围捕大
型野兽时，必须得选用“重器”，于是就
出现有的先民抱着十几斤、几十斤大
石头出门，准备砸野兽的热闹景象。即
使小号的石器，也不过是简单加工一
下，有点棱角即可。

后来，人们学会了养殖动物和种植
农作物，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与此同时，
人们对手里的工具也有了更高要求，既
要轻便、适合携带，又要功能多、效果好，
于是细石器就诞生了。

所谓细石器，就是指一些个头细小

的石器，它们往往有“四两拨千斤”的奇
效，比如我们常见的箭头、矛头，最初都
是用石头做的细石器。显然，同样用于猎
杀野兽时，拿弓箭和矛进行攻击，要比拿
大石头砸顺手多了。

一万年前，住在凤凰岭一带的东夷
先民们已经有一双巧手，虽然生活朴素
单调，但是他们却过得有滋有味。就说出
土的这些细石器吧，从功能上分析，有的
用来当刻刀，有的用来当武器，有的用来
钻孔打眼，有的用来揭动物毛皮，充满了
劳动智慧，真是只有今人想不到，没有先
民做不出来的。

器物原料则以从几十里外采集的石
英、脉石英、燧石、水晶石为主。除了使用
功能，还有一定的设计元素在里面，指甲
盖形的、龟背形的、斧子形的、船底形的，
各具特色。俗话说“慢工出细活”，可以想
象，当年东夷先民们在制造这些细石器
时，定费了不少功夫。

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文化遗存
不会孤立存在。此后数年，考古工作者多
次在周边区域进行野外考察和细石器专
题调查，果然在郯城、日照、沂水、莒县等
地又发现了百余处细石器文化遗存，这
些遗存大多分布在沂河、沭河中上游，因
此被称为“沂沭细石器文化”。可见，东夷
区域不仅有细石器文化，而且相当丰富。

享受天然馈赠
东夷先民来此安葬

不过，山东发现细石器文化，实在有
些出乎意料。根据此前的考古发现，受生
产劳动方式、自然环境影响，细石器并不
是哪里的先民都能用得到，有明显的地
域性。过去，我国的细石器文化大多出现
在东北、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等地区，
几乎都是游牧、狩猎之地。凤凰岭细石器
的发现，在鲁南苏北地区还是头一回。

因此，有学者反推，凤凰岭能发现细
石器，说明在一万年前，沂河沭河流域属
于森林草原气候。山坡河谷林茂草丰，到
处都可作为天然牧地，这里的东夷先民
们有可能一度过上了“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惬意生活。

从沂源猿人可知，东夷旧石器文化
最早是以泰沂山区为中心发源；从凤凰
岭遗址可知，东夷先民的足迹逐渐扩展
到山东各地，而其中最主要的一支是沿
着沂河与沭河流域向南发展的。

其实，这种走出山岗、临水而居的选
择并非偶然。凤凰岭处于沂河、沭河之
间，水源充沛、土地平坦，确实适合人类
生存。数千年后，他们的子孙后裔依然眷
恋这块风水宝地，选择将此作为自己永
久的安息之地，最典型的当数那所谓的

“山岭”了。
凤凰岭原名“大墩”，当年发掘时，土

岭南北长足有1公里，东西宽也要300余
米，土岭最高海拔75米。考古工作者调查
发现，硕大的土墩均由人工筑成，其实是
大墓的封土堆。

凤凰岭大墓设有车马坑、器物坑与
墓室，墓室内殉人多达14具。古墓早年虽
然已被盗过，但随葬遗物丰富，尤其是出
土的1套编钟、2套编镈、10件铜鼎以及成
组的青铜礼器，充分说明墓主人生前身
份显赫，不是一般的都邑领主，应当是某
位封君甚至诸侯国君。

专家推断，这里有可能是春秋晚期
鄅国某位国君的墓葬。有趣的是，鄅国正
是一个东夷古国，鄅国国君选择安葬于
祖先的兴起之地，究竟只是看中了这里
的风水，还是有慎终追远、落叶归根之
意，又给今人留下了无限遐想。

1944年1月初，临沂兰陵大仲镇陡沟庄村，突
然出现了一支部队。

这支部队有士兵千余人，多是东北口音。有大
胆的村民上前打听，得知是伪和平建国军第十军，
领头的军官叫做荣子恒，是原先国民党五十七军
第一一二师副师长。

说起荣子恒，他并不出名，但要说起他的父亲
荣臻，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荣臻不仅是张学良的
首席智囊，更在“九一八事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抗日的问题上，荣臻曾经主张过坚决抗击，但当
西安事变使东北军瓦解后，荣臻却成了华北伪政
权的重要人物。有这样的父亲，荣子恒投降日本人
也就不意外了。

一进村，这帮伪军一面修碉堡、加固圩墙；一
面抢粮派款，砍伐树木，逮猪牵羊，当地民众苦不
堪言。

当然，荣子恒这次来陡沟庄村，并不只为了扰
民，他真正的意图，是为了解东白山伪军之围，并
趁机侵占路南山区东部根据地。

对日本人和荣子恒来说，这块根据地就是他
们的噩梦。这几年来，鲁南八路军连克云峪、埠阳、
九女山、西白山、长新桥等日伪据点后，采取长期
围困的战术，对东白山据点实行迂回包围，堵塞了
崮口与东白山据点的联系通道，使东白山伪军陷
入寸步难行的困境。

荣子恒率军驻扎陡沟庄的消息传到鲁南八路
军五团驻地漫溪，团部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大家认
为，荣子恒的部队虽然人数多，但他叛变投敌，士
兵都不想给日本人卖命，军队的士气并不算高，而
且他孤军深入，且地形不熟，如果八路军能够利用
自身的群众优势，乘其立足未稳，消灭这股作恶多
端的伪军是有可能的。

16日黎明，八路军五团4个大队分别从漫溪和
银厂等地出发，急行军向陡沟庄进发，下午1时到
达指定地点，将陡沟庄包围。

陡沟庄位于山区腹地，沟壑纵横，地势险要，
且圩墙坚固，易守难攻。

战斗打响后，八路军主动出击，集中火力进
攻，村内一片混乱，枪炮声、喊叫声连成一片。敌人
凭借坚固的圩墙、碉堡固守还击。战斗持续一段时
间，僵持不下。

下午3时许，八路军突破泇河，战士们搭起人
梯，敏捷地翻入圩墙。伪军发现八路军突入，集中
火力阻击，有两名战士阵亡。随后，八路军继续猛
攻碉堡。一位年轻战士在机枪的掩护下拿着手榴
弹匍匐前进，当逼近碉堡时，猛地站立起来，迅速
准确地将手榴弹投进碉堡。轰的一声，手榴弹响
后，敌堡内伪军发生慌乱，机枪哑火，战士们乘机
围攻，不一会儿，碉堡门口便挂起了白布。

与此同时，五团另一部强攻西门，将圩墙炸开
一个缺口，冲入村内。敌人边打边退，战士们将其
逼进巷内，与敌人展开巷战。

与此同时，
为防止东白山伪
军前来增援，边
联县武工队在陡
沟庄南部几个山
头上对其进行了
密切监视。附近
村庄的干部群众
自动组织起来，
抬着担架，带着
煎饼、茶水来到
前线。姐妹团还

把煮好的鸡蛋、炒花生、大红枣送到战士手中。
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战士们面对人

数众多的伪军，毫不畏惧，以一当十，奋勇杀敌。战
至黄昏时，伪军不敢恋战，开始向西、南方向撤退
逃跑。

当他们跑到黄沙漫漫的放马岭时，埋伏在岭
上隐蔽处的五团一部展开猛烈截杀，撤退的伪军
被打得晕头转向，四散奔逃。八路军乘胜追击。

年轻战士安保全在追击敌人时，登上岭头观
察周围。突然，他发现一山沟中黑压压一片，藏匿
着一群伪军。安保全灵机一动，迅速接近，大声喊
道：“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惊魂未定的伪
军被突如其来的喊声吓蒙了，以为真被八路军大
部队包围，一个个失魂落魄，呆若木鸡。趁敌人还
未反应过来，安保全敏捷地冲向前去，夺过敌军手
中的一挺机枪，打出一梭子弹，吓得敌人纷纷扔下
武器，举手投降。安保全独闯敌阵，一人俘敌62人，
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56支。此后，安保全被誉为五
团“孤胆英雄”。

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战斗胜利结束。此次
战斗，共毙伤300余人，俘敌156人，缴获轻机枪17
挺、步枪近千支。只可惜，荣子恒混在骑兵中趁乱
逃跑。陡沟庄战斗胜利结束的消息传到东白山，据
点伪军当夜弃圩逃窜。部队尾随其后追击。至此，
边联县中心根据地东白山宣告解放。

□
本
报
记
者

朱
文
龙

通
讯
员

朱
洪
涛

陡
沟
庄
战
斗
﹃
孤
胆
英
雄
﹄俘
敌
六
十
二

A112017年12月28日 星期四

编辑：徐静 美编：马晓迪 青未了·人文齐鲁

主办：临沂市委宣传部、齐鲁晚报

凤
凰
岭
遗
址


万
年
前
的
细
石
器﹃
加
工
厂
﹄

□
本
报
记
者

张
九
龙

1982年，兖石铁路在鲁东南大地破土动工，当施工队进驻临沂河东的凤凰岭时，
意外发现了众多古代墓葬。更令人瞩目的是，古墓填土里发现了大量约一万年前的
细石器。“沂沭细石器文化”由此问世，东夷文化的一段缺环得以补全。

▲凤凰岭大墓

出土的凤头斤为国

宝级文物

东周大墓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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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沟庄战斗烈士陵园管理员李元现24

年来默默守护十八位烈士的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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