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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微信三年延长质保

门店地址：
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电话：(281)-201-8186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電視廣播合為一體」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4.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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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發現大量保存完好恐龍腳印化石英國發現大量保存完好恐龍腳印化石 細節清晰可見細節清晰可見

近日近日，，英國考古學家在東蘇塞克斯黑斯廷發現了至少由英國考古學家在東蘇塞克斯黑斯廷發現了至少由77種恐龍留種恐龍留
下的超過下的超過8585個保存完好的恐龍腳印個保存完好的恐龍腳印，，這些腳印距今超過這些腳印距今超過11億年億年。。

成都平原首現戰國時期成都平原首現戰國時期
集中式未成年人墓葬群集中式未成年人墓葬群

從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獲悉從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獲悉，，通過近期對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區民通過近期對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區民
強村發現的遺跡進行考古發掘強村發現的遺跡進行考古發掘，，考古工作者首次在成都平原發現了戰國考古工作者首次在成都平原發現了戰國
時期集中式未成年人墓葬群時期集中式未成年人墓葬群。。本次發掘共發現本次發掘共發現3838座戰國墓葬座戰國墓葬，，其中有其中有
土坑墓土坑墓2222座座、、甕棺葬甕棺葬1616座座。。整個墓地按照墓葬的分布聚集情況分為西整個墓地按照墓葬的分布聚集情況分為西
區和東區區和東區。。圖為墓葬群發掘現場圖為墓葬群發掘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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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裏島埃特納火山附近發生西西裏島埃特納火山附近發生44..88級地震級地震，，造成造成44人受傷人受傷，，當地壹當地壹
些老舊建築受損些老舊建築受損，，沿海公路部分路段因地震關閉沿海公路部分路段因地震關閉。。圖為卡塔尼亞附近房圖為卡塔尼亞附近房
屋外墻受損倒塌屋外墻受損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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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銀行理財產品轉讓並非是今

年才出現的新事物，但由於該服務主

要集中於部分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

和部分城市商業銀行，所以尚未被廣

大投資者熟知。

對於投資者來說，雖然銀行理財

轉讓為其提供了兼顧收益與流動性的

新選擇，但在“淘財”過程中仍需保

持謹慎態度——

臨近年關，消費支出往往大增，

流動性問題總是困擾著部分投資者。

於是，經常能聽到這樣的抱怨：“我

的錢還在理財產品裏，沒到期，取不

出來。”但值得註意的是，與往年相

比，今年的情況有所不同——銀行理

財產品“轉讓”正在受到越來越多投

資者的關註與青睞，部分轉讓產品甚

至“秒光”。

面對這樣的“二手”銀行理財，

妳會選擇“淘寶”嗎？究竟哪些理財

產品可以轉讓？如何確定轉讓價格？

又如何尋找受讓人？如何收取轉讓手

續費？經濟日報記者就此采訪了多家

商業銀行相關負責人。

銀行理財如何轉賣
實際上，商業銀行理財產品轉讓

並非是今年才出現的新事物，但由於

該服務主要集中於部分全國性股份制

商業銀行和部分城市商業銀行，所以

尚未被廣大投資者熟知。

據了解，目前先行先試者包括招

商銀行、中信銀行、浦發銀行、浙商

銀行等股份行以及部分城商行。

與二手車等實物交易不同，在銀

行轉讓的過程中，核心邏輯是兼顧資

金的收益率與流動性。

眾所周知，收益率、流動性、安

全性是影響投資者理財決策的3個重

要因素。其中，在風險壹定的情況下，

收益率與流動性往往呈負相關，即收

益率越高的產品期限越長、流動性越

差，反之亦然。

因此，如果有“高收益、短期限、

高流動性”的產品出現，產品壹定能

觸動投資者的興奮點，理財轉讓正是

在這樣的需求下誕生的。

“理財產品轉讓，就是持有人在

產品尚未到期時，可以提前找好下家

來購買自己的產品，或委托銀行找下

家，通過櫃面定向或網上撮合的模式

，提前轉讓變現，買賣雙方可以自行

協商轉讓價格，由銀行來完成資金清

算和理財份額登記。”浦發銀行相關

負責人介紹說。

該負責人舉例，客戶張女士於

2018年1月份購買了30萬元浦發銀行理

財產品，期限6個月，產品預期收益率

為4.35%。2018年3月份，由於買房急

需用錢，張女士來到銀行嘗試轉讓理財

產品，理財經理建議她以4.55%的預期

收益率轉讓。很快，張女士就收到了理

財轉讓成功的消息，扣除0.05%的轉讓

手續費後，她於當天收到本金30萬元

和對應的持有期收益2434.93元，折合

持有期收益率為3.95%，張女士實際持

有該產品僅2個多月。

值得註意的是，可轉讓理財產品

類型因各家銀行的不同規定而異，有

些銀行僅支持該行的部分預期收益型

理財產品以及大額存單轉讓，有些銀

行則支持全部預期收益型理財產品轉

讓，有些銀行甚至已全面支持凈值類

理財產品轉讓。

轉讓門道多

記者走訪多家商業銀行發現，理

財產品轉讓的門道頗多，如何做到“會

轉”“巧轉”，值得投資者重點關註。

首先，持有理財產品多久才可以

轉讓？從實踐看，大多銀行支持的轉

讓時間為持有7天後至到期前7天。

其次，銀行理財轉讓的模式和途

徑主要集中為“櫃面定向”和“網上

撮合”兩種。

“櫃面定向模式就好比‘手拉手

找朋友’，也就是說，如果投資者找

到特定受讓人，就可以到銀行網點辦

理轉讓。”浦發銀行上述負責人說。

相比之下，網上撮合模式更像“舉

個手交朋友”。如果投資者有轉讓需

求，想讓銀行幫妳找尋受讓人，在網上

銀行掛單即可。銀行會根據價格優先、

時間優先的規則為上下家撮合交易。

再次，在定價方式上，可分為

“協議價”模式和“壹口價”模式，

分別與兩種轉讓方式相匹配。

“如果采取‘協議價’，理財產

品的轉讓價格確定，受讓人為指定人，

持有人在這兩個條件下發起轉讓，指

定人以約定口令的形式、確定不可更

改的價格來購買轉讓產品，出讓人得

以提前回收本金和部分收益。”浙商

銀行相關負責人說。

上述負責人介紹說，如果采取的

是“壹口價”，持有人將所持有的可

轉讓的理財份額以確定的價格發起轉

讓。不同的是，不特定受讓人先到先

得，並以確定不可更改的價格購買轉

讓產品，出讓人得以提前回收本金和

部分收益。

記者在浙商銀行APP上看到，點

擊“銀行理財”，隨即頁面會出現

“全部”“專屬區”“轉讓區”3個

子菜單，進入“轉讓區”後，可看到

“高凈值專屬”轉讓產品和普通轉讓

產品。其中，以普通轉讓產品“永樂

理財AC3421”為例，原產品期限182

天，現轉讓本金為30萬元，轉讓價格

301929元，剩余期限133天，參考業

績比較基準為4.8955%。

“在浙商銀行APP‘財市場’中，

通過理財轉讓功能，客戶已經可以實

現線上操作、全天候快速變現。”該

行上述負責人說。

“淘財”需謹慎
對於投資者來說，雖然銀行理財轉

讓提供了兼顧收益與流動性的新選擇，

但在“淘財”過程中仍需保持謹慎。購

買前應認真閱讀銀行的相關協議細則，

尤其要反復確認以下幾個問題：轉讓手

續費、資金到賬時間、收益計算時間、

剩余期限、產品風險等級。

關於轉讓手續費，目前多家銀行采

取“暫時免費”的模式，即初期不收

取，但隨著業務發展，後期將按照自家

銀行的規定收取壹定比例的手續費。

例如，招商銀行針對預期收益型理

財產品，轉讓方手續費為轉出金額的

0.05%，受讓方手續費為受讓金額的

0.05%，目前處於優惠期，即零手續費。針

對大額存單，轉讓方手續費為每筆轉讓

5元，受讓方手續費為每筆受讓5元，現

處於優惠期，手續費為0元。

關於資金到賬時間和收益計算時

間，中信銀行表示若當日16點前完成

交易，資金當晚到賬，若16點後完成

交易，資金次日到賬。招行表示，受讓

成功後當日計算收益，節假日不例外。

那麽，是否所有轉讓出來的理財

產品投資者都有資格購買？不壹定，因

為還受資金門檻和產品風險等級約束。

在目前轉讓出的產品中，部分標註

了“高凈值專屬”，以浙商銀行為例，

客戶在該行的金融資產超過100萬元或單

筆購買金額超過100萬元方可購買。

此外，各家銀行的轉讓平臺提供的

僅為該行自身發行的理財產品，受讓人

仍需遵守風險匹配度原則和要求，只有

風險等級對應的合格投資者才能購買相

應的轉讓產品，如R1級(謹慎型)投資者

無法購買R4級(進取型)轉讓產品。

最後，多位業內人士提醒，由於

轉讓平臺均為各家銀行自建的二級交

易平臺，用戶數量相對較少，主要集

中為本行客戶，壹定程度上缺乏公開

市場報價，有時未必能保證產品交易

準確反映產品公允價值。

此外，通常理財產品轉讓人有較

強的變現需求，為了盡可能地在短時間

內撮合交易成功，其往往會折損部分收

益，這無形中也增大了首發購買者在

交易時面臨的較大幅度折價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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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國家發展改革委近日

印發《海南省建設國際旅遊消費中心

的實施方案》(以下間稱《方案》)。

《方案》提出，要打造全球免稅購物

中心和時尚消費中心，實施更加開放

便利的離島免稅政策。

《方案》在拓展旅遊消費發展空

間，構建豐富多彩的旅遊消費新業

態；提升旅遊消費服務質量，創建國

際壹流的旅遊消費環境；推進旅遊消

費國際化，建設世界知名的旅遊消費

目的地等三方面公布建設國際旅遊消

費中心的27條措施。

《方案》提出，海南省建設國際

旅遊消費中心的主要目標是，到2020

年，國際旅遊消費中心建設取得重要

進展；到2025年，國際旅遊消費中心

基本建成；到2035年，成為具有全球

影響力的旅遊消費目的地；到本世紀

中葉，國際旅遊消費中心的知名度和

美譽度顯著提升，成為全球旅遊消

費時尚潮流的引領者，世界知名的

旅遊度假和購物天堂，成為展示中

國風範、中國氣派、中國形象的靚麗

名片。

《方案》指出，要打造全球免

稅購物中心和時尚消費中心，實施

更加開放便利的離島免稅政策，建

設時尚高端消費品設計展示交易中

心；豐富提升國際旅遊產品供給，拓展郵輪旅

遊，發展遊艇旅遊，穩步發展低空旅遊和海島

旅遊。

《方案》表示，要培育旅遊消費新業態，壯

大健康旅遊消費，提升文化旅遊消費，發展會展

節慶旅遊消費，並擴大體育旅遊消費。鼓勵沙灘

運動、水上運動、賽馬運動、航空運動、汽車摩

托車運動、護外運動等項目發展。支持海南加快

探索休閑漁業規範化管理，有序發展遊艇遊釣。

放寬慘賽運動船艇、飛行器、汽車摩托車的入境

限制。同時，加快發展全域旅遊。

同時，加快建設國家體育訓練南方基地，打

造壹批國際壹流的運動訓練和賽事基地。積極開

展賽事展覽、運動培訓和休閑體驗，打造體育運

動休閑度假小鎮，培育賓海休閑體育運動消費市

場。探索發展競猜型體育彩票和大型國際賽事即

開彩票。

《方案》強調，實施重大工程、重大項目

既要盡力而為，也要量力而行，堅抉防範炒

房炒地投機行為。要嚴格防控各類風險，維

護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安全，實行最嚴格的

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嚴格自然生態空間用途

管制，加強海洋環境保護，加強宣傳輿論工

作，營造良好輿論環境，確保國際旅遊消費

中心健康持續發展。

銀行理材產品“轉讓”受青睞
“二手”銀行理材妳會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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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富有特色的小型餐廳節日推薦

Agricole HospitalityAgricole Hospitality
地點地點10391039 YaleYale
墨西哥捲餅墨西哥捲餅

Underbelly HospitalityUnderbelly Hospitality
地點地點:: 16091609 WestheimerWestheimer
突出休斯頓多元餐飲文突出休斯頓多元餐飲文
化特色化特色

Adair Family RestaurantsAdair Family Restaurants
地點地點:: 26062606 EdloeEdloe

燒烤燒烤，，咖啡咖啡

The world of Shawn Bermudez*The world of Shawn Bermudez*

地點地點:: 27032703 MontroseMontrose
新店新店:: 20022002 N. Shepherd (Heights)N. Shepherd (Heights)
漢堡包漢堡包

Killen restaurantsKillen restaurants
地 點地 點 36133613 E. BroadE. Broad--
way, Pearlandway, Pearland
牛排牛排 燒烤燒烤

The Hay MerchantThe Hay Merchant
地點地點:: 11001100 WestheimerWestheimer
手工啤酒手工啤酒

Landry's Inc.Landry's Inc.
地點地點

Houston:Houston: 47154715 WestheimerWestheimer
Woodlands:Woodlands: 95959595 Six PinesSix Pines
Galveston:Galveston: 52225222 SeawallSea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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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3歲的陸時益曾學習建築設
計，後來轉行做起工藝美術。

2002年，正在深圳從事藝術品創作
的他，在公司活動上對歐洲鐵皮畫
一見傾心，“它的獨特瞬間把我吸
引住了。”隨後，他遠赴海外學習
鐵皮畫，開啟了與鐵皮相伴的藝術
道路。

鐵皮畫創作分為選材、構圖、
剪裁、做舊等多個步驟。在陸時益
看來，一塊廢舊鐵皮經過再創作形
成新的藝術品，是一件很神奇、很
酷的事。

變廢為寶 堅守環保
然而，廢舊的鐵皮材料從哪裡

來，是他開始鐵皮畫創作的一大難
題。當時有的商家為了追求效率和
產量，使用一些化學用品對鐵皮進
行做舊。“這多少會帶來污染，不
是環保的處理方法。”陸時益說。

為了追求鐵皮真實的狀
態，他找遍了周邊的廢舊處理廠，
隔三岔五地去破爛堆裡“淘寶”。
時間一長，他便和各大廠子的管理
人員熟絡了：“有些好的廢鐵皮，
他們經常給我留着，從來不收
費。”

“淘”回來的鐵皮，陸時益隨
意放置在手工坊的地上。鐵皮中有
許多是嶄新的鐵塊兒，往往要經過
做舊才能用於製作。出於對環保的
堅持，他選擇使用鹽水浸泡的傳統
方法，使鐵皮生銹從而合適製作。
這種做法耗時較長，但陸時益樂得
其所。

“變廢為寶，讓我體驗到沉浸在
藝術裡的快樂。”陸時益說，鐵皮的
剛陽和自己的性情相契合，創作鐵皮
畫既是養活家人的手藝，也是自己追
求內心快樂的一種方式。

陸時益的鐵皮畫作品有的面向市

場銷售，有的則是根據自己內心的
追求盡情發揮的。他介紹，在面向
市場的鐵皮畫作品中，以復古哈雷
機車為原型的《哈雷》系列最為暢
銷，至今已賣出3,000多幅。後來，
他又以這充滿年代感的風格延伸創
作了《吉普》、《火車》系列，也
受到市場歡迎。

“和歐美國家不同，鐵皮畫在
中國還只是小眾藝術品，可能是因
為個性太鮮明。”目前，陸時益的
作品大部分被用於娛樂消遣或裝飾
文化場所，真正私人購買還不多。

讓剛硬的鐵皮畫變得柔軟和溫
暖、走入尋常百姓家庭，成為陸時
益正在嘗試的方向。在近期的創作
中，他用水墨畫般的色調創作作品
《翠鳥》，用廣西銅鼓、燈光等元
素創作《壯鄉廣西》。

你永遠不會知道直男會送什麼禮
物給你，更何況是程序員？中國民眾
常將“程序員”作為“宅男”、“不
解人情”的代名詞。近日，一程序員
在北方出差突發奇想，要給在南方的
女友寄雪做聖誕禮物，還在雪地裡精
心佈置，錄製求婚視頻。

看到男子為佈置雪地凍得滿臉
通紅，女友很是感動，並對禮物滿
懷期待。男子稱自己已經做過多次
試驗，採用保溫箱、冰袋等精心佈

置，還在雪裡藏了一枚鑽戒。然
而，尷尬的是，女友打開包裹後看
到的卻是一灘化了的雪水還有幾朵
被泡爛的花。雖然鑽戒成功送到了
女友手上，但原計劃的浪漫求婚卻
尷了個大尬。

好在男子之後親自趕到現場求婚
並已經成功，這波操作讓女友哭笑不
得。對此，有網友評論稱，程序員能
做到這樣已經不容易了，沒給寄鍵盤
鼠標求婚就已經很不錯了！■梨視頻

用 作畫筆
巧手男繪東方鐵皮畫巧手男繪東方鐵皮畫

程序員寄雪求婚
女友尷尬收一灘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員

在遼王朝第一座都城遼上京遺址發現兩方祭
祀坑，其中一方埋有14具頭骨和骸骨，疑為
殉人祭祀坑。

這兩方祭祀坑位於遼上京遺址宮城西北
部新發現的大型建築群下。其中，東側圓形
祭祀坑深約3米，坑內中部埋一層切割、砍斷
的牛、馬、羊等動物骨骼，坑底殉有14人個
體，除5具完整屍體，其餘為人頭骨。部分屍
骨上有砍鑿痕跡，顯示為暴力致死。這些屍
骨，除了無法鑒定性別的嬰幼兒外，其餘均
係女性。另一方祭祀坑為西側長方形祭祀坑，
深約0.76米，葬3匹整馬和駱駝蹄、牛頭、狗

頭等動物骨骼，以及殘缺的人頭骨等。
考古人員排除了這兩個坑作為墓葬的可

能性。測年結果顯示，大型建築群和祭祀坑
的年代有可能是遼末金初。在這一時期遼、
金的考古發掘中，從未發現過都城宮城建築
基址下的祭祀坑，更不用說殉人坑。新發現
的兩方分別以馬和人為主體的祭祀坑，填補
了遼上京遺址考古的空白。

契丹民族建立的遼朝是公元10到12世
紀雄踞中國北方草原的遊牧帝國，遼上京遺
址是其建立的第一座都城。遼被金滅國後，
遼上京宮城被廢棄，從帝都變成金的地方城
市。 ■新華社

■■讓剛硬的鐵皮讓剛硬的鐵皮
畫變得柔和溫畫變得柔和溫
暖暖，，是陸時益嘗是陸時益嘗
試的方向試的方向。。圖為圖為
作品作品《《單車單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內蒙古疑現遼殉人祭祀坑

情柔

■手工藝人陸時益醉心
鐵皮畫。 網上圖片

■陸時益作品《翠鳥》加入中
國水墨畫元素。 網上圖片

“油畫、水彩畫、壁畫等很常見，但鐵皮畫在我

們生活中還是新鮮事。它既有陽剛、冷酷之美，也可

以很柔和，是多面立體的藝術。這幾年，內地欣賞它

的人越來越多了。”手工藝人陸時益說。在其位於

廣西南寧老木棉匠園的私人工作室展廳裡，手

工藝品琳琅滿目，

有剪紙、油畫，還

有他沉迷多年的鐵

皮畫。 ■新華社

2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9年1月2日（星期三）

■■程序員最後成功將鑽戒送到女友程序員最後成功將鑽戒送到女友
手上手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南版5 收 藏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9年1月2日（星期三）

““開開始收藏完全是出於對本民族文化始收藏完全是出於對本民族文化
的興趣和尊敬的興趣和尊敬，，有人給提供線有人給提供線

索索，，多遠我都會趕過去看多遠我都會趕過去看。”。”只要字跡清只要字跡清
楚楚、、卷數齊全卷數齊全，，馬進福就會買下來馬進福就會買下來。。而手而手
抄經本由不同的阿訇和有宗教造詣者抄抄經本由不同的阿訇和有宗教造詣者抄
寫寫，，特別有價值特別有價值，，有的手抄本他不惜花費有的手抄本他不惜花費
上百萬購得上百萬購得。。可以說每一件珍品背後都有可以說每一件珍品背後都有
一個傳奇故事一個傳奇故事。。

藏歷代手抄本藏歷代手抄本《《古蘭經古蘭經》》
從從19931993年開始年開始，，馬進福一邊做生意一馬進福一邊做生意一

邊搞收藏邊搞收藏，，跑遍了國內外不少地方跑遍了國內外不少地方，，陝陝、、
甘甘、、青青、、寧寧、、新等地跑得最多新等地跑得最多，，為了收藏為了收藏
他投入了全部的人力他投入了全部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物力和財力。。在馬在馬
進福的家裡有幸目睹他的珍藏進福的家裡有幸目睹他的珍藏，，他家裡堆他家裡堆
滿了木器和瓷器等大量收藏品滿了木器和瓷器等大量收藏品，，而最讓記而最讓記
者大開眼界的還是馬進福多年來收藏的一者大開眼界的還是馬進福多年來收藏的一
批歷代手抄本批歷代手抄本《《古蘭經古蘭經》，》，他如數家珍地他如數家珍地
向記者介紹他的這些向記者介紹他的這些““寶貝寶貝”。”。馬進福對馬進福對

記者說記者說，，他收藏的袖珍他收藏的袖珍《《古蘭經古蘭經》，》，只有只有
指甲蓋大小指甲蓋大小，，長是長是11..55厘米厘米，，寬是寬是11厘米厘米；；
有明朝專門為皇室書寫定製的有明朝專門為皇室書寫定製的，，裡面有黃裡面有黃
金金、、紅寶石紅寶石、、綠松石綠松石、、瑪瑙等鑲嵌成的精瑪瑙等鑲嵌成的精
緻圖案緻圖案；；泥金彩繪手抄本泥金彩繪手抄本《《古蘭經古蘭經》》為皇為皇
室和高官巨賈專門定製室和高官巨賈專門定製，，乾隆皇帝於乾隆皇帝於17361736
年贈予香妃手寫的泥金彩繪手抄本年贈予香妃手寫的泥金彩繪手抄本《《古蘭古蘭
經經》，》，絕無僅有絕無僅有，，不僅是罕見的文物不僅是罕見的文物，，更更
具有文化的意義具有文化的意義；；還有朝覲者和來華傳還有朝覲者和來華傳
教教、、經商的中東穆斯林帶入的國外手抄本經商的中東穆斯林帶入的國外手抄本
《《古蘭經古蘭經》。》。

他收藏的歷代手抄珍本他收藏的歷代手抄珍本《《古蘭經古蘭經》》達達
22萬多冊萬多冊，，主要為唐宋元明清以來中國回族主要為唐宋元明清以來中國回族
穆斯林書寫的手抄本穆斯林書寫的手抄本《《古蘭經古蘭經》。》。其中一其中一
類是歷代中國穆斯林朝覲者類是歷代中國穆斯林朝覲者、、學習者和來學習者和來
華傳教華傳教、、經商的阿拉伯經商的阿拉伯、、中亞細亞人士帶中亞細亞人士帶
入的國外手抄本入的國外手抄本《《古蘭經古蘭經》。》。近幾年近幾年，，有有
不少國內外專家不少國內外專家、、學者及領導到訪參觀學者及領導到訪參觀
後後，，都一致認為這批歷史文獻數量之多都一致認為這批歷史文獻數量之多，，

歷史之悠久歷史之悠久，，品種之豐富品種之豐富，，版本之珍貴版本之珍貴，，
書法之精美書法之精美，，彩繪之精美絕倫彩繪之精美絕倫，，可謂可謂““中中
國第一國第一，，世界少有世界少有”。”。卡塔爾國王大學副卡塔爾國王大學副
校長默罕默德校長默罕默德．．海里凡海里凡．．哈桑夫婦也慕名哈桑夫婦也慕名
觀瞻了觀瞻了《《古蘭經古蘭經》》珍藏珍藏，，認為這是中國穆認為這是中國穆
斯林乃至整個世界的寶貴文化遺產和斯林乃至整個世界的寶貴文化遺產和《《古古
蘭經蘭經》》寶庫寶庫。。

所藏具學術研究價值所藏具學術研究價值
寧夏社科院回族與伊斯蘭教研究院副寧夏社科院回族與伊斯蘭教研究院副

院長劉偉對記者說院長劉偉對記者說，，馬進福收藏的馬進福收藏的《《古蘭古蘭
經經》》文獻種類繁多文獻種類繁多，，涉及不同歷史涉及不同歷史、、不同不同
版本版本、、不同的材質不同的材質，，其中歷代手抄珍善本其中歷代手抄珍善本
主要為唐宋元明清時期穆斯林書寫的主要為唐宋元明清時期穆斯林書寫的，，文文
化價值和文物價值難以估量化價值和文物價值難以估量。。寧夏社科院寧夏社科院
在海原與馬進福合作共建的回族學在海原與馬進福合作共建的回族學、、民族民族
文獻學學科調研基地文獻學學科調研基地，，正在對馬進福收藏正在對馬進福收藏
的的《《古蘭經古蘭經》》文獻進行深入整理研究文獻進行深入整理研究。。

隨着印刷版普及手抄本已屬罕見隨着印刷版普及手抄本已屬罕見，，手手
抄抄《《古蘭經古蘭經》》則更有研究價值則更有研究價值。。
其中有國外的手抄本為現存中的其中有國外的手抄本為現存中的
精品精品，，不少已在阿拉伯世界失不少已在阿拉伯世界失
傳傳，，僅在中國留存僅在中國留存。。這些手抄本這些手抄本
《《古蘭經古蘭經》》的發現的發現，，恰逢國家全恰逢國家全
力實施力實施““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戰略戰略，，如果如果
能夠在世界各地進行展示能夠在世界各地進行展示，，勢將勢將
會在全世界範圍內擴大中華文化會在全世界範圍內擴大中華文化
的影響力的影響力。。

同時同時，，通過這些中華文化遺通過這些中華文化遺
產的展示產的展示，，全方位展現寧夏地域全方位展現寧夏地域
文化乃至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深文化乃至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深
厚底蘊厚底蘊，，多視角多視角、、多維度地展示多維度地展示
回族從古至今為傳承中華文明作回族從古至今為傳承中華文明作
出的偉大貢獻出的偉大貢獻，，成為促進我國與成為促進我國與
阿拉伯國家傳統友誼的新阿拉伯國家傳統友誼的新““絲綢絲綢
之路之路”。”。馬進福告訴記者馬進福告訴記者，，希望希望
能通過香港文匯報傳遞他與香港能通過香港文匯報傳遞他與香港
喜歡收藏人士共同合作的意願喜歡收藏人士共同合作的意願，，
傳承傳承““絲綢之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上的重要文
化化，，這是他本人非常期盼的這是他本人非常期盼的。。

千百年來穆斯林把抄寫千百年來穆斯林把抄寫《《古蘭經古蘭經》》作為傳播宗教作為傳播宗教、、傳播經典文化的手段傳播經典文化的手段，，繕寫繕寫《《古古

蘭經蘭經》》也被視為宗教的善行也被視為宗教的善行。。記者慕名來到了寧夏海原縣採訪記者慕名來到了寧夏海原縣採訪《《古蘭經古蘭經》》收藏界的傳收藏界的傳

奇人物馬進福奇人物馬進福，，他告訴記者他告訴記者，“，“他做過小買賣他做過小買賣，，跑過運輸跑過運輸，，也販過羊皮羊絨也販過羊皮羊絨，，對對《《古古

蘭經蘭經》》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感情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感情。”。”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寧夏博物館考古專家日前
經過考證發現，收藏於寧夏博
物館的一本《古蘭經》是世界
上現存最小的《古蘭經》，也
是最小的書。這本《古蘭經》
長19.6毫米，寬13.2毫米，厚
6.1毫米，重1.1克。書封面由
紫紅色硬牛皮紙作外裝飾，上
面印有民族圖案，扉頁上印着
埃及國徽和阿拉伯文。經考證
阿拉伯文意為：“這是尊貴的
《古蘭經》，只有外清內淨的
人才可以攜帶，穆曆 1312
年。”穆曆 1312 年即公元
1892年。

寧夏博物館副研究員何新宇
對記者說，“此書在河南鄭州發
現的、被列為健力士世界紀錄的
‘世界上最小的書’，而《可蘭
經》，長 25.708 毫米，寬
19.517毫米，厚9.62毫米，重
4.318 克，約為 200 年前印
刷。”而寧夏博物館現存的這本
《古蘭經》無論從尺寸還是重量
方面，都比《可蘭經》小得多，

是故寧夏博物館收藏的這本《古
蘭經》才是世界上現存最小的
書。

這本《古蘭經》雖然體型
很小，但裝幀精緻，書中阿拉
伯文印刷得非常清晰，字跡沒
有任何塗抹痕跡，不用放大鏡
也能看清內容。這本書保存在
一個精緻的小鐵盒內，鐵盒上
除了有絲帶連接的小鐵環外，
還繪有精美的民族圖案，具有
較高的欣賞價值。這本《古蘭
經》從一出土就妥善地保存在
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裡，從
1959年至今作為回族文物多次
展出。1996年9月24日，被國
家文物局組織的專家組定為國
家一級文物。

傳播絲綢之路傳播絲綢之路

經經典典文文化化

�

世界上現存最小的書：
寧夏博物館所藏《古蘭經》

一件內蒙古博物館的
“鎮館之寶”，輾轉來到
山西展出後，意外走紅。

這件文物名為“鷹頂
金冠飾”，新近在山西博物院“長城文化展”上展
出。當地觀眾驚奇地發現，在這件重1,394克、體
積不大的冠飾上，有雄鷹、狼、盤角羊、臥馬和臥
虎5種動物，造型極具草原特色。很多觀展者走近
它，都不禁要仔細數一數冠飾上動物的種類和數
量。人們的特別關注，給這件文物平添了幾分生
氣。

“除立鷹為圓雕外，其餘動物都為浮雕。”山
西博物院工作人員盧文雨說。

據介紹，鷹頂金冠飾被稱為“草原瑰寶”，代

表了戰國時期我國北方草原民族貴金屬工藝、設計
製造的最高水平。冠飾上的動物造型兼具寫實性和
誇張性，特徵刻畫細膩。

它由鷹形金冠頂和金冠帶兩部分組成。在半球
體的冠頂上，立有一隻呈俯視狀展翅欲飛的雄鷹，
鷹的翅膀呈微波狀，完美呈現了其展翅飛翔時的受
力情形。鷹喙呈內鈎狀，是製作者極力突出的部
位，以表現其兇猛。鷹的身體是黃金製造，而脖子
和頭部則是兩塊綠松石細緻拼接而成。半球體上，
4隻狼正在咬鬥4隻盤角羊。整個冠飾展現了雄鷹
俯瞰狼羊咬鬥的場景。

金冠帶由上下兩個黃金圈組合而成。主題紋飾
為繩索紋，上圈僅半圈，兩頭臥虎造型，用銷子卡
入下圈，銷接方式很有特色。下圈造型與上圈相

似，但是完整的圓形，由兩個半圓對接而成。接口
處恰在耳部上方，製作者在此設計了盤角羊和臥馬
相遇圖，巧妙地將接口隱藏了起來，也很方便佩
戴。在整個金冠帶上，虎張口露齒，羊巨角盤卷，
馬低首伏臥，極具風格。

這件文物發現於1972年冬。其時，地處鄂爾
多斯高原上的內蒙古自治區杭錦旗阿魯柴登發現了
一批極其珍貴的匈奴金銀器，共計兩百多件，鷹頂
金冠飾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藝術珍品。

由山西、內蒙古、甘肅、遼寧四地共同舉辦的
“碰撞．融合——長城文化展”，276件珍貴文物
展示了長城內外遊牧、農耕兩大文明的碰撞和融
合。

文：新華社

�戰國文物山西博物館亮相戰國文物山西博物館亮相““鷹頂金冠飾鷹頂金冠飾””一鳴驚人一鳴驚人

收藏家馬進福藏古籍收藏家馬進福藏古籍《《古蘭經古蘭經》》

■剪紙版剪紙版《《古蘭經古蘭經》》

■■馬進福珍藏的馬進福珍藏的《《古蘭經古蘭經》》

■■寧夏發現存世最小的寧夏發現存世最小的《《古蘭經古蘭經》》

■■收藏家馬進福收藏家馬進福

■■刻在駱駝甲骨上刻在駱駝甲骨上
的的《《古蘭經古蘭經》》

■■存世最小的存世最小的《《古蘭經古蘭經》》

■■鷹頂金冠飾鷹頂金冠飾

■■世界上最小的袖世界上最小的袖
珍珍《《古蘭經古蘭經》》書版書版
本肉眼可清楚閱讀本肉眼可清楚閱讀



BB66日報業務
星期三 2019年1月02日 Wednesday, January 02, 2019



BB77美南電視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
魅力。本期主題：動感之旅 中國 大慶——英國 利物浦。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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