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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大雲寺迎請安奉佛舍利甘肅大雲寺迎請安奉佛舍利
深埋六百載館藏半世紀

深埋地下六百載，館藏半個世紀的釋迦牟尼佛祖骨舍利重回甘肅

省平涼市涇川縣大雲寺安奉，大雲寺昨日舉行盛大法會迎接舍利

「回家」。經國家宗教局、甘肅省文物局和甘肅省博物館批准，將

1964年涇川縣出土的14枚佛祖舍利中的4枚迎回涇川大雲寺地宮

安奉，供信眾瞻仰。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岳、肖剛涇川報道

昨日上午11時，佛祖骨舍利移交儀
式在涇川縣回中廣場舉行，記者在

現場看到一幅對聯：當年鐘鼓蕩秦川，
問誰八百里沉吟，情始古國；此地風光
開涇水，看我五千年演繹，秀到今朝。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陝西省佛教協會
會長、大慈恩寺方丈增勤法師在安奉儀
式上表示，安奉法會是佛的歡喜日，也
是盂蘭勝會，是具有歷史意義和世界意
義的時間，涇川縣半世紀出土舍利逾
2,000枚，世所罕見、震驚世界，佛舍利
現於盛世，昭示着祖國的繁榮昌盛與中
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當日清晨時分，運金車中的佛舍利與
安放在彩車上的舍利塔在平涼市涇川縣
巡遊，沿途佛樂裊裊、鞭炮爭鳴，群眾
爭相觀瞻、佛教信眾頂禮膜拜。巡遊隊
伍中，僧俗組成儀仗隊，法師手持各種
幡旗，身着袈裟，逾500人組成的隊伍
跟隨其後，雙手捧着各種貢品和鮮花，
神情專注而虔誠。

與敦煌佛教文化遙相輝映
佛祖舍利到達大雲寺後，增勤法師與
甘肅省佛教協會副會長、平涼市法輪寺
方丈妙林大和尚帶隊恭迎。增勤法師，
妙林大和尚雙手合十，虔誠祈禱，而身
着袈裟的法師們緊隨其後，手執香爐、
龍杖、幢幡、寶蓋等迎請舍利，大雲寺
內香煙繚繞、誦經聲響徹雲霄。沿着紅
色地毯，增勤法師，妙林大和尚走向大
雲寺舍利塔，盛放佛祖舍利的寶盒被迎
進地宮，增勤法師，妙林大和尚主法，
佛祖舍利安放完畢，高僧大德們齊誦佛
經，主法法師拈香。安奉儀式圓滿後，
信眾開始恭敬地瞻拜佛祖舍利。

據悉，學術界、宗教界、考古界普遍
認為，涇川佛教文化歷史悠久、遺存豐
富，同一地三次出土佛舍利，全國僅
有、世界罕見，涇川出土舍利次數、數
量之多，規格之高，堪稱「華夏佛寶聖
地」、「世界佛舍利供養基地」，與敦
煌佛教文化遙相輝映，構成了「西有敦
煌莫高窟，東有涇川大雲寺」的佛教文
化格局。
自2007年起，大雲寺重建工程啟動實

施，現已建成舍利塔及地宮、卧佛殿、
鐘鼓樓、東西碑亭，正在實施大雄寶
殿、山門、藏經樓等工程。目前，大雲
寺按照國家一級文物保護標準，配套實
施了以紅外線監控、定位報警、侵入系
統為主要組成的安防設施，完全具備保
護佛祖骨舍利的條件。

涇川乃絲路佛教文化中心
平涼市市長臧秋華介紹，涇川是古絲

綢之路西出長安後的重要佛教文化中心
和多元文化交匯地，是佛教東漸的橋頭
堡，也是佛教傳入中國最早的地區之
一。歷史上先後有十四位帝王下詔或敕
賜大興涇州佛事，境內現存發現和出土
的舍利塔遺址、佛舍利、石窟、佛龕、
佛像等佛教文化遺存1,500多處。始鑿
於北魏太和二年的王母宮石窟現存大小
佛像200多尊，雕像、壁畫精美絕倫，
可與莫高窟和雲岡石窟相媲美。
臧秋華表示，佛祖舍利時隔50年後重

回故土安奉，既滿足了涇川廣大民眾多
年的願望和心聲，也為涇川文化旅遊發
展賦予內涵和靈魂，必將對提升大雲寺
等大景區建設層次，促進經濟社會轉型
升級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郭沫若鑒定14枚佛舍利為國寶
史載，公元601年，60歲的隋文帝楊堅頒下詔令，在全國30個州建30座舍
利塔，供養佛祖釋迦牟尼舍利。當時的涇州屬於長安門戶，乃京畿之地，14
枚舍利被高僧送往涇川，在大興國寺興建了供養舍利的舍利塔和地宮。武則
天登基稱帝後，在隋代大興國寺原址上興建了涇州大雲寺，並把原塔基下的
石函、舍利瓶和舍利取出，用琉璃瓶盛裝後依次放入鎏金銅匣、銀槨金棺之
中，最後再將其放入地宮，建塔供奉。
公元1370年（明洪武三年），涇州大雲寺毀於洪水。這14枚佛舍利從此沉
寂600餘年！
1964年，人們意外發現了唐塔地宮，14枚佛舍利驚現於世，1965年至今珍

藏於甘肅省博物館。1971年，郭沫若親自鑒定為國寶級文物，《中國大百科
全書．考古學》卷定位，大雲寺地宮和石函中的金棺銀槨銅匣，最早將中國
傳統的棺槨葬制引入佛教，是佛教漢化的標誌，反映了唐代舍利瘞埋制度上
的重大變革，在佛教考古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半世紀三次出土舍利 世界罕見
涇川縣佛教文化遺存眾多，因其境內在1964年、1969年、2013年3次出土

佛舍利，世界罕見，引起宗教界、史學界和考古界極大關注。
1964年大發現後，1969年冬天，幾名農民在距離大雲寺遺址200米外的農
田耕作時，發現了北周寶寧寺遺址，出土了包括石函、銅槨、銅棺、舍利
瓶、舍利、金銀釵、玉指環、醫用銅刀等珍貴文物。
涇川縣城關鎮幾名農民在平整道路時，在大雲寺地宮東側發現一處佛像窖

藏，2013年1月出土數十尊北朝、北魏、隋、唐佛像窖藏。此後又在窖藏
東、北兩側各發現一處地宮，其中已經打開的北地宮發現一個陶棺，地宮碑
刻銘文顯示其中藏有佛舍利2,000餘枚並佛牙佛骨。

■■增勤法師展示盛裝於琉璃瓶中增勤法師展示盛裝於琉璃瓶中
的佛祖真身舍利的佛祖真身舍利。。 記者肖剛記者肖剛攝攝■■大雲寺佛祖舍利安奉儀式現場大雲寺佛祖舍利安奉儀式現場。。 記者肖剛記者肖剛攝攝

■■妙林大和尚將舍利迎往妙林大和尚將舍利迎往
大雲寺大雲寺。。 記者肖剛記者肖剛攝攝

■■大雲寺大雲寺
舍利塔舍利塔。。

記者記者
肖剛肖剛攝攝

■■舍利抵達大雲寺舍利抵達大雲寺。。 記者肖剛記者肖剛攝攝

台市售黑糖含致癌物
對人體或產生神經毒性 專家籲不宜過度攝取

昆明泛亞農博會首設台灣館

屏東車禍 7傷者家屬抵台

■海旅會台北辦事處主任滿宏衛（左二）
前往高雄長庚醫院探望傷者張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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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台灣「中選
會」明年度預算書，為辦理明年
「總統」及「立委」選舉，政府預
計花費7億7,300萬元（新台幣，下
同，折合約1億8,600萬港元）；若
加上各地選委會行政業務費及政黨
競選經費補助，明年度與選舉相關
預算，合計超過17億元（折合約4
億多港元）。
據台灣《聯合報》報道，明年「總
統」與「立委」選舉合併辦理，當初
的主要考量之一，即在節省選務費
用。如果兩項選舉分開舉辦，預算規
模將更可觀。
「中選會」明年最重要業務，就是

辦好明年「總統」及「立委」選舉。
根據預算書，光是「總統」選舉和
「立委」選舉，就編列7億7,300多萬
元；地方選委會行政業務也編了3億
3,000多萬元，政黨競選經費補助則編
6億4,000多萬元。

「獎補助費」花費最多
明年「大選」的7億多元業務費用
中，最大筆預算就是「獎補助費」5
億420萬元，用來補助候選人競選經
費（每票30元新台幣），其次則是人
事及業務費。
預算書也列出，在「總統大選」部
分，預定辦理三場「總統」候選人電
視政見發表會，「副總統」候選人一
場，合計900萬元；並辦理選務滿意
度民調，預估3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燕飛 昆明報道）昆
明泛亞國際農博會於9月19日至23日在昆明國
際會展中心舉行，首次設立台灣館和國際館，
首次在斗南國際花卉產業園設立分會場。
雲南昆明市農業局局長蔡德生介紹，「本屆

昆明泛亞國際農業博覽會展會將突出農產品電
子商務、名特優農產品展銷」。屆時將設立農
產品電子商務展示交易區、特色農業企業展示
區、農業綜合服務展示區等12個展區，展室規
模預計面積為10萬平方米，3,500個標準展
會，參展企業超過2,000家，規模將創歷屆農
博會之最，並首次設立台灣展區、國際展區。
目前，國際館400個展位已有來自馬來西亞、
老撾、越南、泰國、法國、澳洲、意大利以及
美國、多米尼加等20多個國家參展。
在泛亞農博會上，還將突出「互聯網+農

業」，以此培育農產品電子商務，推動農產品
電子商務產業發展。還將在斗南設立分會場，
對花卉園藝進行集中專業佈展，舉辦插花比賽
和插花藝術表演等。

香港文匯報訊 一般民眾常認為

天然的最健康，不過，台灣《康健

雜誌》抽驗19包市售黑糖成份，

結果全測出致癌物質丙烯醯胺，對

人體可能產生神經毒性、基因傷

害；其中手工黑糖丙烯醯胺含量最

高。專家建議民眾不應過度攝取。

◀《康健雜誌》抽驗19包黑糖全測出致癌物質丙烯醯
胺。 中央社

▲《康健雜誌》昨日公布黑糖成分調查結果。 中央社

台灣中央社報道稱，台灣「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組科長鄭維智

受訪時表示，國際對丙烯醯胺都沒有訂標
準，「食藥署」9月將開專家會議訂企業
指引，指導業者如何降低丙烯醯胺量。

學者建議當局訂定標準
《康健雜誌》昨天舉行記者會公佈黑糖

成分調查結果，針對全台有機連鎖超市、
量販店、一般連鎖超市及農夫市集4大來
源販售的黑糖檢驗，共19包黑糖。
其中1包購自農夫市集的黑糖丙烯醯胺含
量 高 達 2,740ug/kg （ppb， 微 克/每 公
斤）；含量超過1,000 ug/kg（ppb）也有7
項，整體數值落在 30 至 2,740 ug/kg
（ppb），高於「食藥署」在2003年訂定油
炸和烘焙類食品檢出量小於10至1,448 ug/

kg（ppb）。專家建議民眾不應過度攝取。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與工

業衛生研究所教授吳焜裕表示，丙烯醯
胺在動物實驗中的致癌性非常明確，對
人體可能產生神經毒性、基因傷害，但
在人體致癌性還未明確，也不能確定安
全的攝取量。國際從2002年開始就將丙
烯醯胺視為最重要的食安問題，政府應
訂定標準。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食品技術學分班講

師陳俊吉表示，黑糖產製是用大鍋反覆熬
煮、攪拌，讓甘蔗汁變得濃稠有香氣，因
甘蔗汁含天門冬醯胺和單醣（葡萄糖、果
糖）碰在一起，加上加熱，就會產生梅納
反應，生成丙烯醯胺，只要達攝氏85度就
會產生含量顯著的丙烯醯胺，到120度到
160度間會快速大量產生。

手工黑糖丙烯醯胺含量高
手工黑糖的丙烯醯胺含量高，陳俊吉表

示，可能是小農未削甘蔗皮就連皮一起
榨，加上加熱反應、高溫熬煮，丙烯醯胺
生成速度更快。減量的方法可加熱前加氯
化鎂、榨汁應削皮，且加熱應不要超過
120度。
《康健雜誌》表示，「食藥署」曾製作

「降低食品中丙烯醯胺含量加工參考手
冊」，記錄業者如何減少丙烯醯胺，但未
確實推廣，也有業者表示根本不知道什麼
是丙烯醯胺，也未被輔導，政府應正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福州報
道）一輛載有陸客的遊覽車27日在台灣屏
東縣發生交通事故，造成1名大陸遊客死
亡，15人受傷，包括台籍司機和導遊。國
台辦、海協會、國家旅遊局已啟動應急工
作機制，要求台方全力做好傷員救治工
作，協助家屬盡快赴台探視，妥善處理保
險理賠等善後事宜。海基會表示，福建省
旅遊局指導組團社3名工作人員及7名傷患
家屬昨天晚間抵台，並由觀光局人員協助
到醫院會合。

海旅會代表醫院探傷者
記者了解到，此次事件中受傷的13位

陸客中，由於大部分是輕傷，當日下午
已陸續出院。僅餘3位傷勢略重的陸客，
留在高雄長庚醫院繼續治療。海旅會駐
台北辦事處滿宏衛前往長庚探視傷者，
並送去慰問金。他稱，海旅會和台旅會
將全力協助陸客，滿足他們的需要。
「罹難旅客的遺體選擇在當地火化或帶
回大陸，都可參照家屬意願辦理，我們
會盡全力協助。」

親歷者憶事故心有餘悸
傷者福州遊客林先生和妻子同遊台

灣，事發時夫婦倆就坐在中巴靠右側、
倒數第二排。「我的先生腰部受傷，比

較嚴重，我自己是皮外擦傷」，林先生
的妻子回憶起仍心有餘悸。「整個過程
不過兩三秒，突然感到車子左右劇烈搖
晃，車就翻了。」她說，由於當時下了
雨，路面比較濕滑，車子搖晃後朝左側
翻後，乘客紛紛摔出座位，車內一片混
亂。
車禍中，一名58歲的福建福州籍遊客胡
秀英在被救起時已無生命跡象。「一趟歡
樂的台灣之旅，誰也想不到會發生意
外」，胡秀英的兒子鄭先生情緒悲痛地
說。
鄭太太向記者介紹，公公婆婆都已退

休，兩人此前一起報名赴台遊，事發前，

兩位老人還在微信上給他們報平安。她
說，自己和丈夫將在最快時間內趕赴台
灣，處理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