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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work on mines in northeastern Yunnan, 5. – 16. October 2017 

滇东北古代矿业遗址考查，2017年10月5日到16日 

金兰中、李晓岑、刘培峰 Nanny Kim, Li Xiaocen, Liu Peifeng 

金兰中，2017年12月18日稿本 

考查目标：滇东北除了乐马、矿山两个大银矿还有其他相当规模的银矿有一些线索，但地点

和规模都缺少资料。 

金沙银铜厂还相对清楚，据 1803年《永善县志略》离县城 60里，30多口矿洞，年额收课

银五千两。据《滇南矿产图略》约 1840 年代的报部税额为 1199 两。1800 年前后和 1840 年

前后税额相差很大，但县收到的税和报部纳税会有很大区别，税额降低的可能性也较大。位

置几乎肯定在今莲峰镇南 35 公里的金沙厂村。 

彝良铜厂坡的地名在 1720 年代鄂尔泰奏折中就出现，据《滇南矿产图略》报部税额为

1199 两，和金沙厂一样。Francis Garnier 1868 年在大关听到 Co-kouy 河上有全国著名的银矿，

在 Sin-cai-tsé，战争之前光抽水泵工人人数达 1200 名。近现代地图上查到彝良和奎乡附近的

地方和古代矿山可能有关系，但并没有发现铜厂坡这个地名，位置不清楚。 

会东大银厂本来无明确线索。《乾隆东川府志》（1761 年本）录金沙江以西大银厂、小

铜厂两个地名，文献不反应任何开采活动。近代地图上两个地名还标，最新地图上查到大银

厂村，并且村子以上有规模颇大的露天矿。 

煜达、金兰中 2016 年 11 月 18 日对会东县铅锌镇（前大桥）的棉花地银厂进行考查，在

镇上发现江西庙巨大柱足，听当地老年人说以前庙宇很多，并且规模都很大。大桥是古代会

理到东川孔道上的镇，猜测贸易繁荣，但说明不了会馆规模。棉花地大概 18 世纪下半叶规

模很大，但往东川或昭通的运输路线并不路过大桥，同样说明不了镇的繁荣。因此需要澄清

附近是否有其他打矿，认为有必要考查大银厂和小铜厂。 

金兰中，2016年 11约 15日采访巧家文管所钟晓明老师，得知巧家县规模较大的铜矿遗迹

在老店乡的团林堡和包谷垴乡的铜厂，距离离乐马不到 20 公里。从昭通到铅锌镇可以路过，

两个考查点顺便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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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5 (Thu): 昆明-昭通-彝良 

早上7点半从昆明出发，1点半到昭通，与昭通博物馆馆长丁长芬会谈，经过丁老师的介绍和

彝良县文管所禄汉云老师联系。 

昭通朝阳区文广所的李老师提供朝阳区铜矿的情况：有几个遗址，都不大。在大寨和洒渔。

问他洒渔的是否在茂林街附近，他确定是，开采应该是1990年代的。地名和铜矿相关的很多，

但未能找到遗迹。 

（Nanny按：2007年去的茂林街铜厂沟、鲁甸铜厂和小寨冶炼遗址的情况符合。） 

下午看博物馆古代文化展，文物和展示都让人感叹佩服。 

晚上到彝良。 

2017.10.06 (Fri): 彝良县铜厂沟、黄木块 

早上8点和禄老师见面，他已退休，身体不好，他夫人陪同。 

禄老师提供的信息：宜良铜矿不少，但规模都不大，很多地名和铜开采有关，但有遗址的少。

银矿遗址不是很清楚，铅锌厂下边好像有炼银炉渣。有一个地方有坟墓（未听清具体地点）。 

禄老师带我们到朱仁文家，请他带我们到铜厂沟。 

朱仁文（71岁，属狗，苗族，铜厂沟人）提供的信息：铜厂沟有矿洞，也有炉渣，有的是大

跃进的，有民国时期的，也有古代的。庙宇没听说过。 

 

The Tongchanggou valley. With the Luozehe on the left and Zhongzhai village well visible east of Tongchanggou, with 

the abandoned village on two ridges above. 

安排他女婿开车，约10点出发。沿着洛泽河往南走一段，过了新场朱先生让车停一下，指出

河对岸的遗迹（Nanny记不得是什么）。 

过毛坪（洛泽和镇）拐进东面小支流的沟，土路陡。路上朱先生指出大跃进和民国时期的遗

址，都在小溪边，没有下去考查。朱老说民国年间开采的矿洞还比较大。 

约走进5公里，路中有卡，停车步行。到中寨，村子在沟底小溪两边，都是苗族，有一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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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姓杨，老太太在家，杨老到昆明去了。中寨之前在坡上，因为是滑坡，前不久迁移下

来的。 

继续从小路上去约1公里，从老村子下边过，沟有分叉，从北边支流再上一小段，小溪的一

直小支流从北边流下的角落上是古代炉渣。深紫色，部分玻璃态，比较集中，层面厚度不清

楚。路上明显，路拐弯的地方，约8米一直有，路的上边修梯田中包谷，见不到炉渣，路下

边坡陡野草密，小溪里也看不到。路过小支流的地方有矿洞，高约90cm，宽80cm，进山

15m左右就堵上，洞里有水。 

朱老师说，以前在上边的地方工作，车路没通，从这条路走到铜厂沟。 

培峰测试：N 27°32.1305， E 104°01.9326, 高1258 m。 

返回，顺路到铜厂沟村，村子较大，无遗迹。 

铜厂沟考查结果：朱老对大跃进和民国时期的矿洞炉渣的了解很清楚，有关所谓清代炉渣当

地没有传说，当地不了解了就表明是古代遗迹，时代无法判断。矿洞和炉渣是否有关系也不

清楚（Nanny觉得矿洞是现代的）。冶炼规模看来不大，但具体不清楚。如果要跟上唯一线

索是中寨的杨老。 

   

Li Xiaocen and Zhu Renwen at the copper smelting site and exposed slags in the path. 



4 
 

 

   

Mining gallery, entrance and interior. 

 

View down Tongchanggou village from Zhong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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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ping town on the Luozehe. 

 

约2点到洛泽镇（毛坪），决定下午前往铅锌厂炼银遗址，3点出发。 

厂址在洛泽河东岸、公路在西岸。路边一位约60岁的人说铅锌矿以前是国营企业，近4年是

弛弘公司开采。古矿洞有在老明槽，指出陡坡上的地方，不过河这边坡上也有，在黄木块，

从土路上去8公里。 

老明槽位置没有搞明白，但在坡度达80°陡坡上，在开采的矿洞使山坡部分滑下，决定先到

黄木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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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Xiaocen on the slope above Zhujiaying facing the slope above the mining plant (Photo by Liu Peifeng), and the northern 

end of this slope identified as Laomingcao (“old open workings”) by informants. 

从水泥路上到二坪子，土路太陡，轿车上不去。在村里打听，有人说他们院子里就有炉渣。

一看果然很像炼铅炉渣，进一步打听才明白是从黄木块拉下来的。 

刘师傅（快50岁，二坪子人，铅锌矿的工人）同意开面包车带我们到黄木块。土路从陡坡爬

上去，黄木块在一个坡变得稍缓，半碗形的缓坡南端。从村子出来就是一个颇大的炼锌炉渣

堆。刘师傅说，他自己没有见过有人炼，因而应该至少是60年以前的。 

 

View across the zinc smelting dump onto Huangmuk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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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ins on the zinc smelting dump: Debris in close-up; layer of debris with retorts in the upper layer; retorts. 

回到村子打听，碰上易富章（68岁，祖先从江西过来，到黄木块是第六代）。培峰补：从第

五代开始炼锌。易先生确定是古代开采，炼银的炉渣也有，在朱家营的下边。朱家营是半碗

形坪子北端的村子。 

因时间不早，李老师继续和易先生谈，培峰和我继续跑，大概看遗址的规模。我往下走到他

们指出的炼银炉渣的地方，碰上一对60多岁的夫妇收包谷，他们确定这个地方古代炼过。山

上观音山有矿洞。 

又上去和培峰汇合，他正在和朱快友（64岁，朱家营人）谈，和他约好明天再来访谈。 

李老师和易先生从村里下来，易先生带我们到炼铅炉渣的田地，就是我已走过的包谷田那儿。

老夫妇也来看，培峰取了样本先返回彝良。Xxx师傅直接送我们到彝良，5点半到。 

  

Mr. Liu, a villager of Zhujiaying, Mr. Yin Fuzhang, Li Xiaocen and Liu Peifeng on the site of silver smelting slags below 

Zhuji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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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towards 

Zhujiaying 

from the zinc 

smelting 

dump. The 

track on the 

slope leads to 

Guanyinshan. 

    

 

 

 

 

 

 

 

 

Lead/silver-smelting slags in the corn field below 

Zhujiaying. 

易富章和李老师交谈中提供的信息：黄木块

村都是汉族，有四个姓。易家先祖从江西太

和过来，已经第六代，他父亲还炼锌，也炼

银，他自己没有炼过。父亲炼锌赚了一些钱，

在彝良买了一些田地，被判地主。以前炼锌

是因为食盐很贵，他们炼出的锌带到宜宾卖，

回来带盐和其他物品。以前到彝良办事去，

早上天黑就出发，回来也天黑。 

 

从黄木块看洛泽河东坡，老明槽很明显，陡坡上两条好像是从出来或塌陷的痕迹。 

晚上有和禄老师见面。禄老师说不知道铜厂坡这个地名。在龙街有规模比较大的矿，大概20

个矿洞，开采的是银，可能也有锌。元宝山有硫磺矿。大湾子有明代的天主教教堂（往东，

约4公里）。还有铁矿。 

2017.10.07 (Sat): Zinc and silver mining and smelting sites at Huangmukuai, Zhujiaying and 

Guanyinshan in Yiliang 彝良黄木块 

早上到洛泽镇（毛坪），做客车到上二坪子的路口，走到刘师傅家，直接到朱家营，朱快友

和他太太从田地回来，喊一位71岁的亲戚一起到院子访谈，还有朱老的孙女和两个青年，两

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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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ation in the Zhus’ courtyard, and a piece of oxidized zinc ore of Guanyinshan. 

 

朱快友和朱老提供的信息：朱家营约30户人，朱姓为主。朱家先祖从镇雄北冲过来，5代以

前，和北冲朱家还保持联系，北冲朱家有族谱。家业炼锌，朱老炼过40年，对炼银没有印象，

沙条也没有见过。听说是铅中提银。 

炼锌用马槽炉，两排，每排放20到50个管子。一个管子装矿20公斤，矿石打碎，约豌豆大小，

加一些配料。一个管子炼出的锌在1.2到4公斤之间。煤炭就是冶炼的地方后头的山挖的，矿

石是观音山的。马槽炉地下有通风结构。以前用的管子比较小，他们用的直径指出大约40公

分，以前的20公分，比较早的有平底的，装10公斤矿石。 

朱快友给我们看一块矿石，不是观音山的，像加锌的方铅矿。青年小伙找出两块观音山的矿，

浅灰棕色，许多长出石英的孔。 

朱老确定观音山有炼银渣子。决定上去，朱快友不太愿意带我们去，大概怕我们会觉得路远。 

  



10 
 

 

Heading up to Guanyinshan, Liu Peifeng, Li Xiaocen and Zhu Youkuai.    Guanyinshan 

village. 

有土路到观音山，目前车走不通，高差不到400米，上来约200米

已到石灰岩层，快上来转到梁子的东北面。梁子上小小的坪子是

观音山天地合牧地。快到村子路上见到炉渣，第一个房子的前边

比较集中。土路挖出田地的图层厚达20米，炉渣在突然分布均匀。

应该是长期种地翻土分布的结果。炉渣上端基本是村子的下端，

下端在田地里，不明显。大概比朱家营之下的炼铅炉渣堆大一些。 

 

 Lead/silver-smelting slags in the soil at Guanyinshan. 

 

观音山第一家人主人是梅春银（51岁），太太、女儿、女婿和3个

小孩都在家。 

梅春银提供的信息：祖先从彝良过来，6代以前，大概办厂，但已

不清楚。几代以前好像开采锌，没听说开采银矿。观音山以前只

有两家人，和办厂有关系的另外一家姓陈。现在35户，大概160个

人。听说观音山以前有38条街、72条巷。庙宇没有听说过，开采

时期也不太清楚。村子后山有不少矿洞，也有鸡窝矿，矿洞现在

堵住了。 

有一个传说，听说办厂老板要报道给皇帝，因为想逃税，报道已经无矿了，回来果然没有了。 

观音山以前也叫银炉山。 

朱快友说表面上的矿石品位低，进山品味高，有氧化矿和硫化矿。 

培峰测试炉渣位置：N 27°30.7735，E 103°58.7145, 高177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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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NE from the ridge just below Guanyinshan, onto Guanfang and the mining slope behind the plant, with Maoping 

to the in the next river bend. 

 

View south along the Luozehe valley from the same 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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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down the dump from the top end. 

 

 

返回黄木块，晓岑继续采访，培峰和我从炼锌炉渣堆上端到下端看总规模。上端和南侧有煤

矿，近来还开采过。炉渣堆填满半碗形宽沟的中部，长达200米以上，中间厚度超过10米，

上端和下端层面薄，0.2 到 0.3 m。 

培峰测试炉渣堆上端： N 27°30.2210，E 103° 59.0320, 高1388 m。 

 

 

 

 

View NE from the ridge just below Guanyinshan, onto Guanfang and the mining slope behind the plant, with Maoping 

to the in the next river bend. 

 

晓岑采访的60岁上下的村民提供的信息：来黄木块有6代了，上代人在矿山或炼厂工作，自

己没做过。4年前从观音山搬下来。认为炼锌到40年前就停了。以前用马托东西，解放后不

让用，20年前才重新学用马。 

6点返回彝良。 

黄木块的结果：遗址颇大，锌矿很大，银矿不太清楚。银矿重点在现在开采的东坡上可能性

比较大，主要原因是lu老师说现在铅锌厂的下边以前有炉渣，位置恰好是河沟里唯一稍宽的

地方，加上老明槽和民国地图上宝发洞和

长发洞两个地名，梁子下面官地坪的地名

（好像现在还有）。 

可以跟上的线索：彝良铅锌厂的档案。和

易富章进一步打听庙宇和对面坡上的情况，

可以考虑到官地坪和铅锌厂以上坡上的新

街村考查采访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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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tes around Huangmukuai. Purple areas: slag dumps. Red area: Laomingcao (historic open or collapsed mines). 

 

The slope opposite Huangmukuai on the eastern bank of the Luozehe, which is presently exploited for zinc and lead and 

the most probable site of the historic silver mines of Yiliang. Red area: Laomingcao (historic open or collapsed mines). 

 

2017.10.08 (Sun): Longjie in Yiliang 彝良 龙街 

因距离较远，包一天的车到龙街乡。8点出发，沿洛泽河往南开20多公里，河谷一直非常狭

窄，铅锌厂到彭家坡几乎都是峡谷，在水泥厂在一个从东（ENE）往西（WSW）走的大山

梁下和一条支流汇合。在洛泽河（高桥对面）上坡，从河谷往东边高地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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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宝村在第一个大坡的上端，约9点半到。到村所打听，村长专门过来，建议我们找李代高。

得知元宝村前几年才改名，以前叫洛泽河（Nanny 按：应该是清代洛泽汛）。 

 

View from the slope just above Yuanbaocun over the top end of the village south, with the Luozehe valley to the right. 

 

李代高师傅（56岁）正在车间忙着修理农具。他提供的信息：硫磺矿一直开采（大概约到

1990年代），就在村子后头的坡上。以前硫磺炉有两排，冶炼技术就是传统技术。 

他带我们上去，山坡反复被挖，有许多已成废墟的车间和选厂，是老铁厂，上端大概还在开

采。给我们看两个炉子的遗迹，其中下边的还可以分别两面残墙，长约2.5米，残稿1.5米，

四方结构，后墙有槽，比现在田地高60 cm，宽约50 cm。李师傅解释说：炼硫磺炉子里装3

到4吨矿和煤炭（煤炭从贵州运来），不用通风，约烧一个

星期，硫磺蒸汽从管道到上边的小房子，管道长约4到5米，

小房子里有水，硫磺凝结成团。 

指出硫磺矿山的位置，离冶炼遗址约1公里，往南，稍高。 

培峰测试位置：N 27°30.2659，E 103°59.1021, 高1350 m。 

返回村子的路上提到银矿，李师傅说这里也有炼银炉渣，

就在老工厂房屋后头。给我们看一个很集中的炉渣堆。剖

开的厚度约80厘米，从小路看约8米长，宽度因前后都有房

屋无法判断。 

培峰测试位置：N 27°24.8843，E 104°01.7629, 高 156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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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Li Daigao. 

 

 

 

 

 

 

 

The wall remains of the sulphur smelter seen from the corn field; and sulphur crystals that had formed on an old dump. 

   

The heap of silver smelting slags, and whitish cristalline formations in the protected cavities of the slag h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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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baoshan village above the Luozehe. 

 

12点到龙街乡，恰好赶集。打听附近相关地名，有人说有银厂湾、银厂坡、银坪村三个地方。

先到最近的银厂坡村。年轻人叫我们到白房子的大爷去打听。 

进院子，父子两位正在吃饭（60多岁和40多岁，大概姓张)，简单采访：来了10代了，老祖

先从哪里来已不清楚，先说湖广，再想好像是福建，可能是温州。以前有过银矿，很久以前。

村里以前有现水庙和观音庙。银厂坡村全是汉族，没有少数民族，大部分姓张。以前有两个

管事，一个官。龙街大部分都是汉族。 

老先生带我们去看矿洞和炉渣。从公路回到银厂坡河龙街乡

之间的垭口，高差不大，周围都是卡斯特山包。在变电站停

车，从小路往下爬。从野草高密的地方出来，老先生指出下

边和往西一段坡上的老洞，山坡有两三个地方塌下来，其中

一个说是前几年才塌下来的，是古矿洞引起的。 

最近的矿洞看了一下，直径四方，像古矿洞。在石灰岩层中。

西边两个开采遗迹明显的地方比较大，因时间的关系未能去

看。 

老先生还讲到老洞出水的一个故事，未听懂。 

回到公路，往前走一小段，垃圾堆旁边下去，左手坡上对着

煤炭，张老说这里以前都是炉渣。在被干扰的坡和小松树林

找了半天，才找到几块炉渣。张说这边堆的煤炭不能用，终

于听明白他的解释：大跃进在这个坡挖过锌矿，也炼过，是

鸡窝矿，之后没有开采。大概整个坡现在看来被干扰的状态

是大跃进（可能也是大跃进以来）被开采的痕迹。沟里有选

厂。 

Mr.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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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ifeng with people near the top of the ridge above the mining slope. 

 

 

 

 

 

 

 

 

 

 

 

Old workings exposed by ero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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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along the slope, with several collapsed sections. 

 

Part of the slope of the historic slag dump, disturbed by smelting during the Great Leap and probably rec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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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公路到清真寺后边下坡的炉渣区。坡上是垃圾堆，近几十年打扰，找不到炉渣。老先生

说以前这里到处都是，大跃进就在这里开鸡窝锌矿，当地炼锌，留下煤炭和渣子。才逐渐听

明白古炉渣看不到的原因。 

老先生赶集到龙街了。碰上一家人赶集来，他们说他们那儿就有炉渣。商量一下，请张国平

（49岁）和张国照（52岁）带我们到后寨村去看。 

后寨从变电站沿坡下去，在龙街乡的下边，有洞口和炉渣的沟上端的北坡上。 

村子第一个房子前就有炉渣，玻璃态的，路上和田地里有。房子是新修的，地下是否有未听

明白。剩下面积不大，比较集中。张师傅说他们听老人说附近以前还有一个炉子，他们自己

没有见过，那边也有一些炉渣，什么时代炼的村里也不知道了。 

培峰测试位置：N 27°23.0302， E 104°06.5303, 高1906 m。 

 

View from the mining slope down the valley. Houzhai is behind the knob to th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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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slag dump outside the first house of Ho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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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Zhang Guozhao.     Slags and remains of a furnace at Houzhai. Photos by Peifeng. 

张家祖先10代以前从江西来的，在后寨已经第八代了。 

张师傅又提到他们还知道另一个有炉渣的地方，炉渣和这边的不一样。 

他们决定改天赶集，带我们去看。从另一条土路回到公路，往西一小段就停车，从土路往北

走一小段，地形比较平，松树林出来就是一个颇大的炼锌遗址。毫无植被，部分冲下到下边

石灰岩石板露出，上端厚度约0.5到1米，下端到2米，宽20多米，长100米。有管子。 

他们说在这里炼的时代不知道了，但听说煤炭是上边一点来的，矿石刚才看的地方来的，叫

黑硔山，硔也就是矿。 

 

The zinc smelting site near Lo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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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ckness of the layer in the lower parts of the dump and large debris. 

 

Bedrock exposed by erosion near the top end of the dump. 

培峰测试位置：N 27°21.9768， E 104°06.7715, 高1893 m。 

张师傅路上又提供信息：他们老祖先过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是空的。当时皇帝把彝族感到梁

山了，这里没人。后寨大部分是汉族，有几家彝族。他们家有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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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去看，是一个亲戚手写的。 

已经下午5点，银厂坪、银厂湾和龙街村没去，返回彝良。据说，银厂湾没有东西，两个村

子都离炼锌炉渣堆很近。 

龙街结果：炼银炉渣留下不多，遗址应该较大，情况不太清楚。炼锌遗址非常大。开采遗址

颇大，近现代是否继续土法开采不清楚，银矿和锌矿的分布也不清楚。推测是先采银，后采

锌。 

可以跟上的线索主要是采访银厂坪、银厂湾和龙街村老人，打听有关采矿的口述历史和关于

庙宇的情况。还可以考查奎乡，以前矿区重要，交通枢纽应该也比较繁荣。 

彝良和镇雄今后考查线索：彝良县西北约16公里属大关县的银厂湾村和观音庙、彝良县东北

约50公里两河乡铜厂村。镇雄牛街镇西南的铜厂沟、湖广村可能是清代长发坡铜厂。镇雄县

碗厂附近银槽子、官房、银厂沟（离彝良70多公里）。 

 

Sites around Lo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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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ing and the smelting slopes between Yinchangpo and Longjie. The blue-roofed building is the mosque. 

 

The zinc smelting dump near Longj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