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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座新莽時期大型官方鑄幣
廠在河南南陽知府衙門博物館內被發
現，為人們了解2,000多年前新莽王
朝經濟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據。
南陽府衙新莽鑄幣遺址考古與保護
專家諮詢會日前在河南召開，來自中
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
學、中國錢幣學會、北京科技大學等
高校和研究機構的有關專家現場考察

了新發現的鑄幣遺址。
據南陽市文物局局長赫玉建介紹，

2017年底，府衙內地面因雨水沖刷發
生塌陷，考古人員在修護時發現一些
陶製錢範殘塊，包括若干「大泉五
十」錢範和少量「小泉直一」錢範。
其中兩塊分別印有銘文「始建國元年
三月」和「後鐘官工褒造十一」的陶
製錢範尤其引人注目。

西漢末年，社會動盪，經濟凋敝。
王莽篡漢自立後實行「托古改制」，
其中幣制改革共進行四次。中國錢幣
學會研究員楊君說：「這次發掘出土
的遺物就是第二次幣制改革『始建國
元年』（公元9年）遺留下來的。」
此外，遺址發掘中還發現窯室一

處，專家推測，此窯可能是烘範窯。
據介紹，南陽府衙新莽鑄幣遺址初

步探測面積達10萬平方米以上，75平
方米的現有發掘面積僅是「冰山一
角」。 ■新華社

苗族古歌記載着歷史和文化。55歲的向
秀平帶領繡娘們把古歌繡進了長148米、寬
1.13米的苗繡，記錄下了當地苗族社會的發
展史。
向秀平家住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鳳凰縣，是州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湘西苗繡的
代表性傳承人。她組織湘西48名技藝精湛
的繡娘用了2年多的時間，使用80多公斤絲
線，完成了《苗族古歌》苗繡長卷，加上之
前收集資料，前後共用了10年時間。
這一苗繡長卷承接了古歌中「開天闢地」

「楓木歌」「洪水滔天」「跋山涉水」4大
章節。長卷的開篇描繪了盤古開天闢地等傳
說。之後，從苗族先民們養殖桑蠶、繅絲織
布，到冶煉鋼鐵、製作農具，苗繡逐步記錄
了苗族社會的發展過程。
到最後，苗繡裡的苗族人民穿着多彩的民

族服飾，戴着銀飾，在節慶活動上載歌載
舞，苗族老人在誦唱古歌。
「我自己沒念過幾年書，沒有能力用筆墨

把苗族文化記錄下來，就以苗繡的形式展現
出來。」向秀平說。
為了掌握第一手資料，向秀平繡製前走訪

了幾十個村落，拜訪了上百位老人，留下了
30多萬字的採訪記錄，為《苗族古歌》苗
繡長卷的創作奠定了基礎。 ■新華社

據介紹，這部短片是今年賀歲電
影《小豬佩奇過大年》的宣傳

片。短片的畫面，從北方農村的山溝
中開始。爺爺接到孫子要「佩奇」的
電話，開始漫長的尋找佩奇之旅。爺
爺先查字典，又用村裡的大喇叭廣播
尋找佩奇，買到與「佩奇」同音品牌
的洗髮水，還找到名叫佩奇的村民。
直到從北京打工回來的村民告訴爺
爺，佩奇是「小豬，紅的」，爺爺開
始拿起電焊製作「工業風」的佩奇玩
具。當節日來臨，爺爺來到兒子家，
打開紅布包裹，拿出用鼓風機焊成
的、塗着粉紅色油漆的小豬佩奇，孫

子滿臉的新奇、驚喜。

一份笨拙的親情
「實在忍不住笑出聲來，但笑着

笑着，又覺得有點想哭，想哭之
餘，又有點扎心。」有網友評價
說，影片中的爺爺，正是中國無數
父母、祖父母的縮影，充滿着對子
女、子孫笨拙的愛。
有文章認為，影片《啥是佩奇》

觸動着人性中柔軟的部分，尤其是
在春節即將來臨的當前，極具感染
力。小豬佩奇代表的都市潮流文化
把幾代人割裂開，但「硬核爺爺」

卻想辦法將其鏈接起來。
不過，也有一些質疑的聲音。有

文章認為，影片的敘事，建立在城
鄉鴻溝和信息鴻溝的基礎上，邏輯
雖成立，但卻為突出戲劇效果，把
這種鴻溝嚴重誇大，塑造了一個喪
失話語、始終沉默的鄉村。

一段暖人的話題
據內地媒體報道，短片導演張大鵬

表示，該片拍攝僅用時兩天，是賀歲
電影《小豬佩奇過大年》攝製組原班
人馬拍攝製作，拍攝地在河北張家口
懷來縣，片中主角「爺爺」是純素人

出演。短片的內容並非來自於電影正
片，但傳遞的價值觀是一樣的，就是
「闔家團圓、幸福快樂」。
《啥是佩奇》的刷屏，也引發出

後續眾多話題。目前，已有不少電
商看到商機，準備出售佩奇同款鼓
風機，眾多網友表示「想要」。
此外，「硬核爺爺」自己動手電

焊佩奇的情節，也「成功引起警方
關注」。有警方媒體指出，電焊作
業要有專業證件，深夜燒電焊光線
不好也不安全。還有警方提醒，春
運如果攜帶鼓風機坐火車，要將其
中的汽油傾倒乾淨。

一段5分40秒的賀歲短片《啥是佩奇》，昨日風靡內地社交媒體，引發廣泛討論。

這部短片講述生活在農村的爺爺，因為孫子一句要「佩奇」，就動員全村力量去尋找

佩奇的故事。最後，爺爺用鼓風機焊成的「工業風」小

豬佩奇出現時，小孫子驚喜不已，全家歡喜

過年。網友們被爺爺這種「硬核」的親情表達

所感動，點燃人們春節前的團圓思鄉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 把古歌繡進了長148米、寬1.13米的苗
繡，記錄下了當地苗族社會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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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南陽發現2000多年前「造幣廠」

昨日，在上海舉行的「大白兔」60周年展上，各式
各樣的「大白兔」衍生產品吸引民眾。「大白兔」誕
生於1959年，是內地民眾最喜愛的糖果品牌之一，
也是無數內地人兒時的美好回憶。 圖/文：中新社

大 白 兔 60 歲

短片短片《《啥是佩奇啥是佩奇》》刷屏刷屏
笑中帶淚勾起鄉情

■■ 賀歲電影賀歲電影
《《小豬佩奇小豬佩奇
過大年過大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爺爺用鼓風機焊成的「工業風」小
豬佩奇。 網上圖片

■ 河南南陽發現2,000多年前新
莽時期「造幣廠」，圖為出土錢幣
瓷塊。 網上圖片

寧波成第15個GDP破萬億城市
「六爭攻堅三年攀高」見成效 多項指標升居全國前列

農產品出口超千億
連續20年全國居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2018

年山東省農產品進出口2,134.1億元（人民幣，下
同），較上年增長1.2%，規模繼續列全國第一。
其中，出口1,150.3億元，略降0.2%，是全國首個

農產品出口規模超千億的省市，連續二十年領跑全國，佔
全國農產品出口比重達到20%以上；進口983.8億元，增
長3%。
濟南海關黨組成員、新聞發言人張藝兵在16日的新聞

發佈會上表示，拉丁美洲、美國和澳洲為山東農產品主要
進口市場，日本、東盟和歐盟為主要出口市場。
數據顯示，2018年山東省自拉丁美洲、美國、澳洲進

口農產品合計佔當年山東省農產品進口總值的57.7%，山
東省對日本、東盟和歐盟出口農產品合計佔當年山東省農
產品出口總值的57.2%。

去年2月，寧波市委全會上提出，
全市上下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推
進項目爭速、產業爭先、科技爭投、
城鄉爭優、服務爭效、黨建爭強，迅
速形成比學趕超的濃厚氛圍，幹出攻
堅的高效率，跑出追趕的加速度，努
力推動寧波走在高質量發展前列。
寧波市委常委、秘書長施惠芳說，
過去的一年有四個「關鍵字」值得關
注：第一個字是「爭」，緊盯重大項
目、頂尖人才、改革試點，競相爭

引、主動爭攬、積極爭創。第二個字
是「實」，從發展實際出發，摸實
情、做實功、辦實事，許多工作都取
得了突破性進展。第三個字是
「優」，以超常規的力度抓科技投
入、抓平台提升、抓成果轉化，大院
大所簽約落地、頂尖人才引進均取得
突破，產業創新生態更趨優良；以
「最多跑一次」打通政務服務堵點，
以「綠波帶」行動倒逼公共服務提
速，營商環境更加優質。第四個字是
「美」，着眼環境潔美、生態優美、

生活甜美、鄉風和美「四美」目標。

擴大招商引資規模
2018年，寧波全市共選取400餘個
總投資超萬億的市重點項目作為「項
目爭速」行動重點攻堅項目。其中，

197個市重點建設工程項目，總投資
5,045億元，計劃完成率120.7%。
寧波還着力招大引強擴大投資規

模，去年國內招商引資項目712個，
實到資金 1,266.8 億元，同比增長
21.7%。新設外資企業623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 海口報
道）春節臨近，海南「離島免稅」再
添新店，海口免稅店及博鰲免稅店於
19日同時開門迎客。至此，海南免稅
店達到4家規模。
免稅店有關負責人介紹，兩店經營

範圍涵蓋香水、化妝品、箱包、手
錶、首飾、食品等 38大類免稅商
品，已引進Chanel、Dior、Gucci等
近200個國際知名品牌。兩店均由中
國旅遊集團有限公司旗下的海南省免
稅品有限公司統一運營，所有貨品由
中國免稅品（集團）有限公司統一從
原產地直接採購，海關全程監管，顧

客無需踏出國門即可購買各大國際品
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乘飛機離島
的旅客，單價8,000元（人民幣，下
同）以下商品，可憑機票繳納稅款擔
保金後，「即買即提」當場在店內提
貨。擔保金在機場安檢後在退稅點提
供登機牌和身份證退稅，稅款擔保金
將在7至15日原路返回賬戶。

元旦銷售額再創新高
據悉，自 2011 年 4 月 20 日海南
「離島免稅」政策正式實施以來，
2016年海南全島免稅銷售額60.7億
元，增速為9%；2017年全島免稅銷

售額為 80.16 億元，增速為 33%；
2018年全島免稅銷售額超過100億
元，增速為25%。
數據顯示，截至 2018 年 4 月 19
日，海關共監管三亞、海口兩家免稅
店銷售離島免稅品4,796.6萬件，銷
售額375.9億元，購物人數逾1,153萬
人次。剛剛過去的 2019 年元旦假
期，據海口海關統計，三亞、海口兩
家免稅店銷售離島免稅品14.41 萬
件，購物人數3.19萬人次，銷售額
1.29億元，分別較2018年元旦小長
假增長16.85%、17.25%和19.44%，
再創歷年元旦假期新高。

海南再添新免稅店 貨品可「即買即提」

發展規劃出台
加快絲路核心區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日前召
開的新疆兩會再次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作
出新部署。今年，新疆將着力推進「一港」（烏魯
木齊國際陸港區）、「兩區」、「五大中心」、

「口岸經濟帶」建設，加快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和
對內對外開放。
自治區已印發實施烏魯木齊國際陸港區總體發展規劃和

3年行動計劃。今年要實現中歐班列常態開行1,000列以
上，同時加快烏魯木齊臨空經濟示範區、鐵路口岸商務商
貿區建設，加快完善烏魯木齊綜合保稅區、跨境電子商務
產業園區功能。
新疆還將對喀什、霍爾果斯經濟開發進行功能提升。其

中，喀什經濟開發區今年將全力推進一批鐵路、公路、航
空和能源管道項目建設，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節點
城市建立友好關係。

引漢濟渭工程2020年擬通水
逾1400萬人受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作為國家

「十三五」期間加快推進的172項重大節水供水工程
之一，陝西引漢濟渭工程建設正快速推進。陝西省
水利廳巡視員雷春榮在11日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表

示，目前，引漢濟渭二期供水工程可研報告已通過水利部
水規總院審查，有望2020年通水進西安。屆時，陝西境內
的西安、咸陽、渭南、楊凌等地1,411萬人都將受益。
據了解，作為陝西省內南水北調的關鍵工程，引漢濟渭

工程由漢江向渭河調水，設計年調水量15億立方米，將
基本解決關中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用水問題，同時極大地改
善區域生態環境。

■■研究顯示研究顯示，，寧波成為全國第寧波成為全國第1515個個GDPGDP破萬億元的破萬億元的
城市城市。。圖為寧波舟山港貨櫃碼頭圖為寧波舟山港貨櫃碼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免稅店的工作人員正進行開業前的準
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玫攝

山

東

新

疆

陝

西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茅建興茅建興寧波報道寧波報道））從浙江省寧波市召開的推進從浙江省寧波市召開的推進「「六爭攻六爭攻

堅堅、、三年攀高三年攀高」」行動新聞發佈會上獲悉行動新聞發佈會上獲悉，「，「六爭攻堅六爭攻堅、、三年攀高三年攀高」」行動寧波推進行動寧波推進

工作工作20182018年取得了階段性成效年取得了階段性成效。。據近期有關權威機構研究顯示據近期有關權威機構研究顯示，，寧波成為全國寧波成為全國

第第1515個個GDPGDP破萬億元破萬億元（（人民幣人民幣，，下同下同））的城市的城市。。20182018中國城市營商環境質量指中國城市營商環境質量指

數排名寧波位居第數排名寧波位居第88，，比前年上升了比前年上升了1010位位；；20182018中國城市創新競爭力指數中國城市創新競爭力指數、、中中

國先進製造業城市發展指數排名寧波均居第國先進製造業城市發展指數排名寧波均居第99。。去年前三季度去年前三季度，，寧波人才淨流入寧波人才淨流入

率達率達99..22%%，，居全國城市第居全國城市第22。。20182018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寧波位居第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寧波位居第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