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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工作人員
正在補貨。在考古盲盒陳列區，

高低不同的圓形盒子代表着不同級別，
「有傳承、史詩、傳說三個級別。級別
越高，意味着挖出稀缺寶貝的可能性越
大。」十二生肖獸首印章、大將軍虎
符、武則天金簡或杜嶺方鼎等「寶物」
都可能被挖到。當然，也可能會挖空，
或者「一枚錢幣」。

「土」來自邙山 還原考古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豆瓣考古盲盒小組看到，有玩家開出

了玉製無事牌、佛像、獸首等各種「傳世珍寶」。打開一
個「傳承」級別的盲盒，標價90元人民幣。裏面包含一個
洛陽鏟、小刷子、竹籤、一把有分量的土，寶貝就藏在這
裏。盲盒裏的微型洛陽鏟外觀呈金色，還雕刻了花紋，幾
乎是按比例縮小復刻的。「小鏟一拿，考古的感覺就來
了。」一位網友說到。據了解，洛陽鏟由洛陽附近的村民
李鴨子發明於20世紀初，1928年，考古學家衛聚賢目睹
盜墓者使用洛陽鏟的情景後，將其運用於考古鑽探。安
陽殷墟、洛陽偃師商城遺址等古城址的發掘過程中，洛
陽鏟發揮了重要作用，已成為中國考古鑽探工具的象
徵。如今，學會使用洛陽鏟來辨別土質，是每一個考古工
作者的基本功。
而用來藏寶的「土」也是有來歷的。「之前比較硬，像

石膏一樣。如今是洛陽邙山的土壤，更能還原考古現
場。」據劉維介紹，海拔300米的邙山是河南省洛陽市的
一塊黃土丘陵地，歷代多有帝王名人身葬於此。邙山陵墓
群是中國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有幾十個帝王陵及數以千

計的陪葬墓，此外還有散布在邙山
各處的名人貴族墓群。

「一點點挖掘」
感受發現歷史瞬間

「考古盲盒不同於其他盲盒，普
通盲盒的答案在打開盒子的一瞬間
就揭曉了，而考古盲盒則需要你一

點點地把包裹着『寶貝』的土都清理乾淨才能揭曉。」已
經是第二次到河南博物院選購盲盒的劉女士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她的女兒只有五歲，開盲盒的過程不僅是動手的
過程，還是了解歷史的過程。「她開出過一個虎符，我告
訴她虎符是很厲害的，可以用來指揮軍隊，她立刻就覺得
超級神氣，那一刻真的覺得自己是個將軍了。拿着虎符就
開始自編自導小故事了。」
劉女士說，在挖的過程中，也會特意交代小朋友要小心，

「我會告訴她，寶貝藏在土裏，挖掘的時候如果太粗暴，有
可能會把裏面的寶貝弄壞。」劉女士特別在意這樣的細節，
「開盲盒不是目的，目的是讓她體驗考古的過程。」
「通過考古盲盒，打造一個個獨立的考古現場，讓非專

業人士感受發現歷史的瞬間。」劉維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12月初，豆瓣網友發圖文帖，直播自己開「考古盲
盒」的過程，立馬引發豆瓣網友的關注。這股從網上掀
起的熱潮，迅速蔓延到河南博物院的文創店，線上線下
頻頻斷貨。劉維說，「從我們線上的秒殺速度，你可以
看出現在盲盒有多火爆。為了保證產品質量和發貨速度，
最近穩定在每天上600個，秒殺速度從一分鐘到半分鐘，
搶購一空。」

「我們的產品已經根據顧客意見
進行過迭代了。」劉維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一個小故事，去年剛推出
時有個男生買考古盲盒送女友，結
果只挖出一枚錢幣，男生覺得不太
開心，後來反饋意見過來。「我們
就考慮到盲盒作為禮品的屬性，提
高了寶物的比重。」
一玩家在豆瓣留言道，「開了三

個，分別是印章、鼎和銅錢，個人
建議還是買大的。」所謂大的，其
實就是價格高些、級別高些的。
考古盲盒還在不停探索。「截

至目前外包裝修改稿12次，版本
迭代6次，寶物翻模、提升20多
款。」據劉維介紹，河南博物院
牽頭成立了河南省博物館學會文
創專業委員會，共有22家會員單
位。 「考古盲盒」將聯合這些博
物館，推出「定製款」，比如在
盲盒裏設置各館鎮館之寶的隱藏
款，如果挖到，便可換取加蓋九
大鎮院之寶印章的《藏珍品鑒》
一本。
「像考古一樣，乏味的生活需要
點意料之外。探索歷史本源和未
知，想想就有趣。」有不少玩家現
在每日蹲河南博物院的官方信息，
一有到貨便立馬開搶。

「我兒子讓我務必要給他帶個考古盲盒回去，他嫌在網上訂等待

時間太長。」早上九點，一位媽媽便來到了河南博物院文創區挑選

考古盲盒。考古盲盒有多火呢？香港文匯報記者所到之處，都可以

聽到大家在討論，「盲盒到底能開出啥寶貝？」「我能不能要個指

定款？」……據河南博物院文創辦品牌負責人劉維介

紹，剛剛到貨的第二批1,000多件考古盲盒都已經緊

急發貨，小部分貨補到線下。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蕊特約通訊員張恩雨河南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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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體驗開盲盒記者體驗開盲盒，，開出開出「「虎符虎符」。」。
香港文匯報特約通訊員張恩雨香港文匯報特約通訊員張恩雨 攝攝■玩家開「傳說級」盲盒，開出錢

幣。香港文匯報特約通訊員張恩雨 攝

■河南博物院官方微博圖：逢挖必中。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昨日，在2020年最後一場國台辦

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朱鳳蓮回顧過去一年稱，2020年是對台工作極不

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變化，台海局勢

複雜嚴峻，兩岸關係面臨嚴峻挑戰。她特別指出，雖然大陸克服了很大困

難，但兩岸人員往來和交流仍處於極不正常的狀態。「人為設置的障礙比

新冠疫情影響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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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干擾禍患 甚於新冠疫情
國台辦盤點2020兩岸交流：人員往來極不正常 經貿往來穩中有進

她續指，民進黨當局從2月至今一直單方
面暫停大陸居民赴台，關閉金門、馬

祖與福建的「小三通」，大面積取消兩岸直
航航點，嚴重影響了兩岸人員往來和各領域
交流，也給台灣同胞往返兩岸平添許多困難
和障礙。「2021年，我們將努力排除干擾，
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對台工作的重要
論述，完善促進兩岸交流合作、深化兩岸融
合發展。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加強兩岸基層
和青少年交流。積極推動各領域交流合作向
前發展。」

8大陸台企A股成功上市
朱鳳蓮表示，2020年，國台辦會同相關部
門和地方繼續落實落細「31條措施」、「26

條措施」，不斷完善台胞同等待遇政策，同
時創新工作方法，以視頻連線、線上線下相
結合方式舉辦了500多場「雲交流」活動。
經貿方面，她透露，2020年兩岸經貿往來
總體穩中有進。1月至11月，兩岸貿易額
2,356.9億美元，同比增長13.8%，其中大陸
對台出口539.8億美元，同比增長8.4%，自
台進口1,817.1億美元，同比增長15.6%。大
陸台企生產經營總體穩定，部分台企持續增
資擴產，8家大陸台企在A股成功上市。
「台商投資出現大項目多、科技含量提高的
積極變化，兩岸產業鏈供應鏈持續穩固。」

兩岸經合具強大內生動力
她認為，以上情況充分說明，兩岸經貿合

作符合兩岸同胞利益需求，具有強大的內生
動力，是偶發事件和人為干擾所阻擋不了
的。「同時，今年台灣經濟保持增長，與大
陸台胞台企的貢獻、兩岸產業鏈供應鏈紐帶
密不可分。」 她表示，事實證明，台灣經
濟發展離不開大陸，大陸的發展機遇、在大
陸台胞台企的發展，有力拉動島內經濟發
展，增進了台灣同胞福祉。「兩岸同胞加強
合作，台灣經濟才能有更好前景，台灣同胞
才能更多獲益受惠。」

展望2021年，朱鳳蓮表示，大陸將立足新
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
局，助力廣大台胞台企把握新機遇，取得新
成就。「我們將支持台胞台企拓展內需市
場，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國家區域協調
發展戰略，幫助台胞台企抓住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關係協定（RCEP）簽署帶來的機
遇。」她稱，「我們將支持台胞台企融入大
陸高質量發展，加快轉型升級，與大陸企業
深化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成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針對在陸台胞是否
會接種新冠疫苗的問題，國台
辦發言人朱鳳蓮回應指出，新
冠疫苗優先安排感染風險比較
高的人群，包括台灣同胞。同
時，她亦回應大陸疫苗的安全
問題稱，民進黨當局不了解這
些疫苗，無端散布疑慮，是不
道德的，完全是出於政治目
的。
朱鳳蓮表示，新冠肺炎疫苗

接種的人群安排優先考慮進口
冷鏈、物流、口岸、國際和國
內交通運輸等感染風險比較高
的人群，這些優先安排人群包
括台灣同胞。新冠疫苗上市
後，在大陸台胞的預防接種工
作，同樣會做出妥善安排。
「在這裏，我也想提醒大家，
外出還是要做好個人防護，戴
口罩、勤洗手、保持安全距
離。」

台出於政治目的散布疑慮
談及疫苗安全，此前台陸委

會提醒民眾「審慎考察接種大
陸疫苗的必要性，以維護自身
的安全權益」。對此，朱鳳蓮
表示，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大
陸第一時間布局了滅活疫苗、
重組蛋白疫苗、腺病毒載體疫
苗、減毒流感病毒載體疫苗和
核酸疫苗5條技術路線，規範
有序開展研發工作。
「我相信大家也從國務院有

關聯防聯控機制發布會了解
到，目前有5隻疫苗正在阿聯
酋、巴西、巴基斯坦、秘魯等
多個國家開展Ⅲ期臨床試
驗。」她說，「同時也有多隻
疫苗在加緊推進I、Ⅱ期的臨

床試驗。」
她指出，這些新冠疫苗開展的 I
期、Ⅱ期、Ⅲ期臨床試驗，以及依
法依規在自願、知情、同意的前提
下已經開展的近百萬人次的疫苗緊
急接種，都充分顯示大陸的新冠疫
苗是非常安全的。「民進黨當局不
了解這些疫苗，無端散布疑慮，是
不道德的，完全是出於政治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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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鳳蓮表示朱鳳蓮表示，，台灣台灣
經濟發展離不開大經濟發展離不開大
陸陸。。圖為第十六屆桂圖為第十六屆桂
台經貿文化合作論壇台經貿文化合作論壇
早前在廣西南寧開早前在廣西南寧開
幕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熱 點 回 應
5、問：春節將至，台商返台有關包
機安排是否有最新消息？
◆答：春節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傳統
節日，台商台胞都希望能夠順順利利
返鄉過節、闔家團圓。對他們的心
願，我們感同身受、高度重視。我們
將統籌考慮疫情防控和台胞返鄉需
求，盡最大努力為台商台胞返鄉過年
提供積極保障。但解決這個問題，也
需要台灣方面的配合。

1、問：台灣立法機構修訂通過所謂民

法部分條文，將民事成年年齡下修為
18歲。游錫堃表示這是為接下來所謂
的「修憲工程」拉開序幕。
◆答：堅決反對台灣任何勢力「修憲謀
獨」，包括通過「修法」為謀「獨」打開方
便大門。希望廣大台灣同胞保持高度
警惕，以實際行動反對和遏制「台獨」
分裂活動，有效預防災難性後果的發
生。

2、問：特朗普簽署了一
份 包 含 涉 台 內 容 的
「2021財年綜合撥款法
案」。
◆答：台灣問題是中國內
政，美國無權干涉。我們
堅決反對美方通過包含涉
台內容的法案。民進黨當
局甘當棋子、企圖「倚美
謀獨」，注定失敗。

3、問：大陸航空公司要求
旅客自台進入大陸所持的核
酸檢測報告不得出現「武漢
肺炎」字樣，否則將被視為
無效。
◆答：民進黨當局無視世衞
組織的正式命名以及關於疾
病、病毒的命名規範，蓄意
使用污名化稱謂，用心卑
劣。我們一直堅決反對。

4、問：最近大陸可能
制定《國家統一法》
的話題，受到兩岸媒
體關注。
◆答：國家統一是大
勢所趨，必然實現。
我們將堅決遏制「台
獨」分裂活動，推進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
國家統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