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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冀破譯水書
自費懸賞 10 萬元

為了破譯古文字書寫的水書，貴州民族大學研究員、
碩士生導師、貴州水書文化研究院副院長潘朝霖自費懸
賞10萬元（人民幣，下同），尋找破譯之人。

恐文字
「死亡」
多年來，他收藏了大量的水族文化資料。前不久，
潘朝霖在水族地區找到了五部水書，由於這幾本書裡
的古文字很多，無法識別，他先後多次深入水族聚居
地尋人破譯，但仍沒有答案。
「這樣下去，水書將會變成『死亡文字』，我非常
心痛，所以我就自費懸賞 10 萬元，希望有人能破譯
這五本水書。」潘朝霖說。

愛
「水書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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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熊貓赴海外參與科研合作，
，其中一些
已健康「
已健康
「回國
回國」。
」。

■央視新聞客戶端

在一個月前，大熊貓「園園」就從普通圈舍轉
早移到了隔離圈舍生活，提前作好此次為期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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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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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合作的各項準備，目前身體狀況很好。

愛跑步睡覺
「園園」今年 20 歲，是一隻雄性大熊貓。牠有些
調皮；喜歡跑步和睡覺。
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臥龍神樹坪基地獸醫院

院長吳虹林說：「『園園』最近身體狀況都非常
好，牠每天吃竹子的話能吃到 10 公斤左右。我們也
對牠進行了一個採血的體檢，牠的各項指標都是正
常的，包括活動啊，這些都比較正常。」

親人卻膽小
談起「園園」的性格特點，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
中心飼養員董禮表示，「園園」和飼養員很親近，
並有些膽小。
「園園」將陪同已經生活在奧地利的大熊貓「陽
陽」，在奧地利維也納美泉宮動物園生活四年，期
滿後一同回國。
作為開展大熊貓國內外合作交流的全球最大科研
單位，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搭建起重要平台，
與海外同行開展大熊貓保護和研究的國際合作。
2003 年初，在保護研究中心專家的護送下，大熊
貓「龍徽」和「陽陽」抵達美泉宮動物園；自此，
展開了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與奧地利的大熊貓
合作交流工作。
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專家李德生說：「我們
圍繞大熊貓飼養管理、疾病防控、公眾教育等方面
（開展）研究，先後繁殖了大熊貓『福龍』、『福
虎』、『福豹』、『福伴』、『福鳳』五隻大熊
貓。這五隻大熊貓都已經回到了中國大熊貓保護
研究中心，目前生活得非常健康。」
目前，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已
與世界 13 個國家的 15 個動物
園開展了大熊

貓國際合作，先後有33隻大熊貓赴海外參與大熊貓
國際科研合作。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在科學研
究、疾病防控、飼養繁殖等方面給予全力支持。

20 歲為
「高齡」

水書是古代水族先民用類似甲骨文和金文記錄下來
的古老文字，內容涵蓋古代天文、氣象、宗教等知
識，被譽為世界象形文字的「活化石」。「水書習
俗」在 2006 年被列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
錄項目。
潘朝霖出生在貴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
族自治縣水族村寨，從小就學習水書。他說，作為
水族同胞中的一員，探尋自己的民族文化，解讀自
己所理解的民族奧秘，表達自己的民族情懷，是幸
福而快樂的。
■貴陽晚報

李德生說：「截至目前，我們在國外已經
成功繁殖了 19 隻大熊貓，其中有 14 隻已先
後回到了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年齡
最大的大熊貓『華美』已經 20 歲了，最
小的是去年底回來的，也已經 3 歲了，
牠們都生活得非常好。」

■貴州非遺項目—水書。

重慶大悲閣再修繕
施工期間可參觀
■「園園」每天能吃 10 公斤
左右的竹子。
網上圖片

■大熊貓「園園」昨日從四川臥龍神樹
坪基地前往奧地利維也納美泉宮動物園
「旅居」四年。
網上圖片

根據重慶市大足區石刻研究院消息，經國家文物局
批准，大足石刻千手觀音保護建築大悲閣的修繕工作
於昨日正式啟動。
為解決清代後期建築大悲閣內空氣流通不暢、光線不
足的問題，上世紀50年代曾開展過一次大規模維修。
受地基沉降、材料老化、結構變形等影響，大悲閣部
分柱子下沉，引起局部大木構架連帶變形、屋面漏雨、
木構件糟朽等安全隱患，不利於保存千手觀音造像。此
次修繕期間，遊客可經安全通道參觀。
■新華社

遊客「打卡」網紅店 「獨一無二」成關鍵
清明假期，來自浙江省的遊客劉小姐在上海之行
中特地前往了試運營不久的法國老佛爺百貨上海旗
艦店「打卡」。「商場裡從景觀綠植到麵包房都非
常地『法式』，和北京西單店的感覺還挺不一樣
的。」劉小姐說。

問商場頁面的用戶量年同比增長了 84%，在「黃金
周」、小長假等出行旺季，地標性商場的客流中甚
至有三分之一是外地遊客。
大數據還顯示，「吃住行遊購娛」正在更有機地
結合起來，帶給消費者綜合性一站式的體驗。

商場變景點

零售兼體驗

和劉小姐一樣，越來越多的年輕消費者正在將網
紅店、地標性商場當作自己出遊時的「打卡聖
地」。大眾點評網對千萬量級月訪問用戶進行的大
數據分析顯示，在過去的一年中，在異地出行時訪

作出遊攻略時先查商家評價，找準網紅店「打
卡」，拍照上傳社交媒體，前往地標性商場，在
「吃住行遊購娛」中感受獨一無二的體驗……越來
越多的中國年輕消費者愛上了這種更加綜合性和個

明現奇特天象
兩星似金牛紅眼
■在法國老佛爺百貨上海旗艦店，兩名青年女子在
其中的一個鏡像空間中自拍。
網上圖片
性化的出遊體驗，不再選擇去傳統的景區看人山人
海。
中國連鎖經營協會理事會主席高書林說，零售業
未來將出現全球化和地方化「雙重加強」的趨勢，
零售業本身正在更加全球化，但針對消費者的需求
和體驗會變得更加個性化、地方化。
■新華社

據天津市天文學會理事趙之珩介紹，明日，天宇將上
演一場古稱「熒惑守眼」的奇特天象，即火星「合」畢
宿五。只要當晚天氣晴好，內地公眾面向西方低空，即
可見到這兩顆靠得很近且顏色都發紅的星星。
「……只要找到了金牛座的『牛頭』（此時的形狀
像英語字母 V），就會找到橘紅色的畢宿五，而火星
在畢宿五的右上方不遠處，兩者的角距離約為 7 度，
臨時組成了『金牛』的一對『紅眼睛』。」趙之珩
說。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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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氏宗親會
第廿六屆理監事就職

資料圖片

■版面設計：歐鳳仙

新地郭氏基金與南京大學簽助學協議
新
■地郭氏基金執行董事郭婉儀（前排右）及南
京 大 學 黨 委 書 記 胡 金 波（ 前 排 左 ） 主 持 協 議 書 簽
署儀式

南大頒授名譽校董聘書肯定基金越十載關愛情誼

新鴻基地產郭氏基金多年來秉承「育
才樹人、科教興國」的目的，透過不同
的形式，攜手與內地多家高等學府創辦
各項獎助學金，務求讓優秀但清貧的學
生完成本科學業，實踐以知識改變命運
的信念。自 2006 年起，新地郭氏基金與
■香港鄧氏宗親會第廿六屆理監事就職，賓主合照。

南京大學完成共兩期資助計劃，新一期

香港鄧氏宗親會日前假旺角倫敦大酒樓舉行第廿六屆理監事就職
典禮。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李薊貽、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靈、
全國政協委員鄧竟成、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蔡亮、深圳市寶安區政
協鄧桂洪、廣東省政協常委鄧祐才及永遠榮譽會長鄧清河等主禮。
筵開80席，900多人出席，場面溫馨熱鬧。
理事長鄧學堯致辭表示，該會成立 68 年來，幸得全體宗親的大力
支持，社會各界的幫助，以及各屆理監事的努力。他表示，宗族文
化的主旨和社會核心價值觀是相輔相成的，新一屆理監事將會以
「以弘揚祖 睦族敦親」為工作目標，強調傳承中華文化，弘揚中
華文明，將傳統和現代結合起來，煥發宗親活力，帶領宗親發展踏
上新的台階。
監事長鄧建祥致辭，感謝特區政府首長及中聯辦領導的支持，感
謝 14 位鄧氏區議員的光臨。來自馬來西亞、泰國以及中國北京、湖
南、四川、福建、江西、貴州、河南、海南、廣西及廣東等地的宗
親到賀，體現了天下「鄧氏是一家」的親情。

（第三期）的合作標誌着受惠學生總人
次 將 達 3,000 人 次 ， 捐 助 金 額 合 共 近
1,600 萬港元。

新地郭氏基金日前舉行南京大學校董會名譽校
董委任聘書頒授及第三期助學金協議書簽署
儀式。南京大學黨委書記胡金波首先頒授校董會
名譽校董聘書予新地郭氏基金執行董事郭婉儀，
對郭小姐為南京大學教育事業長期承擔的貢獻及
對慈善事業的支持和關愛予以肯定。
胡金波與郭婉儀還共同主持了協議書簽署儀
式。獲悉南大一向注重學生的個人發展及鼓勵他
們多參與公益活動，雙方第三期的合作計劃除設
立助學金為貧苦學生解困外，更特意配對學生活
動經費予「南京大學新鴻基地產郭氏基金助學金

同學會」，推動學生多參與社區，豐富校園生活
的經歷。
郭婉儀表示：「新地郭氏基金自 2002 年成立以
來，秉承為國家培育人才的理念，為優秀貧困學
生提供經濟資助。得知南京大學位列國家首批
『雙一流』建設高校，成就斐然。而與學校多年
無間的交流合作促成一屆又一屆的莘莘學子順利
完成學業，獲悉畢業生或考獲海內外著名院校深
造課程、或投身報效祖國加入國家公務員隊伍、
或進入大型企業大展拳腳，學生們都學有所成，
我深感欣慰。而新地在長三角有多個發展項目，

正值需要人才，期待彼此有進一步的交流。」
胡金波對新地郭氏基金十多年的慷慨捐助表示
感謝。他表示，南京大學在履行春風化雨、育人
為本的道路上，有幸遇上出資又出力的同行伙
伴，學校承諾第三期計劃會貫徹項目的理念，培
養國家發展所需德才兼備的新時代人才。
在過去 16 年來，新地郭氏基金先後在教育、醫
療衛生、文化、國際交流、文物古跡保護研究、
扶貧濟困等領域，創立和資助超過 60 個項目，受
助人口遍及全國 20 多個省份，捐贈資金逾人民幣
7億元，總計受益人群逾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