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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牛熊收益率82 . 48%

泰达宏利效率获五年期“金牛”基金奖

近日，国内最具权威性和公
信力的基金奖项，中国基金业第
十二届金牛奖终于揭晓。凭借持
续稳定的业绩表现及卓越的风
险管理能力，泰达宏利效率优选
基金夺得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
持续优胜基金“金牛”奖。据悉，

这已是泰达宏利基金获得的第
15座金牛奖“小金人”。

WIND数据统计显示，截止
2015年3月25日，该基金近5年以
来的净值增长率达到82 .48%,年
化回报率为14 .80%，在同期可比
的混合型基金中表现突出。

凭 借 在 量 化 投 资 方 面 的
突 出 表 现 ，日 前 ，华 商 基 金 旗
下费鹏所管理的华商大盘量化
精选混合型基金获得2014年度
开放式混合型金牛基金奖。

以量化 方 法 做 主 动管理，
这是费鹏所管理的量化基金产
品的重要特色，也是其获得突

出业绩，并得到金牛奖青睐的
原 因 之 一 。W IND数据 统 计 显
示，截至 2015年 3月 24日，费鹏
所管理的华商大盘量化精选混
合型基金自2013年4月9日成立
以 来 的 净 值 增 长 率 为
1 2 9 . 0 4%，年 化 回 报 率 更是高
达52 . 75%。

华商大盘量化精选获

“2014年度开放式混合型金牛基金奖”

新华基金包揽四项“金牛”大奖

基金圈以“金牛奖”为尊，小
公司也可以成为大赢家。记者了
解，新华基金斩获“2014年金牛进
取奖”，同时旗下新华优选分红、
新华钻石品质、新华行业轮换等三
只产品均获评“三年期金牛基金”。
银河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近3

年共有39只基金净值增长率超过
100%，新华上述三只产品均列其
中，而新华基金更是以抢低点、聚
蓝筹的整体风格独树一帜。最抢眼
的还是三只基金的投资风格———
均偏重低估蓝筹的价值投资、善于
挖掘优质成长个股低位。

备受关注“一带一路”框架性文
件亮相博鳌论坛，A股市场上相关
概念股票“闻风起舞”。统计显示，3
月30日，中证一带一路指数上涨
5 .03%，79只成份股中，71只个股不
同程度上涨，中国电建、中国交建、
三一重工等15只股票涨停。随着“一
带一路”战略从蓝图变为现实，4月
10日即将结束发行的华安新丝路主
题基金有望为投资者讲述一个A股

“好故事”。
据了解，华安新丝路主题股票

基金重点投资于与新丝路主题相关
的子行业或企业，股票投资比例为
基金资产的80%-95%，其中新丝路
主题相关的证券资产比例不低于非
现金基金资产的80%，交通运输、工
程机械、工程基建、建筑建材、旅游、
金融、沿线区域等相关行业均是该
产品重点投资对象。

“一带一路”路线图正式公布

华安新丝路开讲中国A股好故事

87岁老人去世时儿子竟还未满周岁？

唐唐代代墓墓志志铭铭上上的的““千千年年谜谜团团””
“我们在网上发了墓志铭全文，期待能有专业人

士给出解答。”原冠县文化局副局长任金光提到的出
土墓志铭令人好奇心顿起。这合墓志铭背后也许隐藏
着千年前一段忠贞不渝的爱情；但墓志铭记载很奇
怪：女主人天生丽质，德行无瑕，却在56岁才出嫁，女
主人87岁离世，身边还有未满周岁的孩子……

任金光提供的墓志铭照片。(资料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缘起>>

多方求助难解“墓志铭之谜”

唐朝时一位刘姓女子嫁给冠县
人李勉，两人相亲相爱，生下三个子
女。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刘氏
香消玉殒，当时他们最小的一个儿
子尚未满周岁。怪异的是，刘氏出嫁
时56岁，去世那年已经87岁。近日，
冠县文化网上挂出了几位网友对于
冠县出土唐朝美人墓志铭的各种推
测和解释，但其中的几处谜团依然
难解。

2002年春天，冠县县城在进行
城建改造中，挖出记录刘氏故事的
墓志铭。原冠县文化局副局长任金
光介绍，这合墓志铭的内容有诸多
疑点，无法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任金光说，墓志铭与碑文不一
样，制作好就埋在地下，所以在写
作上避讳比碑文要少一些，因为
埋到墓葬中的墓志铭也许永远就
不会出土了。可是，这合墓志铭却
在巧合中面世。

原来，当时冠县水利局要建
设新楼，打地基之前要进行打洞
勘探，原本计划打六个洞，可建筑
方决定只打五个——— 四个角和中
心位置，结果在中心位置发现了
唐代这座古墓。

任金光说，墓志铭刚出土的
那段时间，因为墓志铭叙述的内
容比较奇特，在当地引起了一轮
研究热潮，拓片成了传统文化爱
好者的“抢手货”。

任金光说，截至目前，针对这
合墓志铭的推测已经有多种，但
没 有 一 种 可 以 做 到 合 情 合 理 ，

“墓志铭中的疑点还有很多，也
许背后隐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而这个故事则留下了一个千古之
谜。”

多年过去，墓主人的尸骨已经
不知所踪，发现古墓的地方也已经
建起了楼房。

谜团>>

去世时最小的儿子“未离襁褓”

其中的疑点，当地文物工
作者们逐一列出。一般来说，
只有在夫妻合葬，起码是男主
人下葬时，墓志铭才随棺葬
入。而写这篇墓志铭时，男主
人还健在，并且通过墓志铭

“陇西李府君及彭城刘氏合祔
墓志并序”字样可知，这是一
个合葬墓。

自古以来，夫妻合葬墓中
的墓志铭，无一例外都是描述
男主人公，附带提及妻子。这篇
墓志铭绝大部分篇幅描写的是
女主人公刘氏的容貌、品行以

及对她亡故的怜惜与哀悼，她
的丈夫反倒成了陪衬。

更奇怪的是，墓志铭中说，
女主人56岁出嫁，“才年五十有
六”，是否“改嫁”只字未提。刘
氏死后，李勉回忆起他们新婚
回门时的幸福时光，难以想象
是面对一位56岁的女性。

墓主人去世时已经87岁，
但墓志铭词采艳丽，充满了怜
香惜玉之情，用鲜花、美玉、明
月、洛神、嫦娥、西施等诸多美
丽的描写和比喻来形容这位
香消玉殒的近九旬老人，这在

碑文或墓铭中是从没有过。按
照传统思想，应该更多地描述
她的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德
高望重之类。

最让人不解的是，女主人
87岁去世，还要叹息“命寿终
短”？而她临死时身边还有“未
离襁褓”的孩子？80多岁的老
太太如何生育孩子的呢？任金
光称，所有这些看不懂，讲不
通的地方，都是有意为之，为
了某种不能说、不便说的原
因。这篇墓志铭的背后，一定
有个曲折的故事。

推测>>

年轻时分手，50多岁再续前缘

有人把墓志铭内容发表
到网上，很多网友们产生极大
兴趣，纷纷推理背后故事，试
图对墓志铭进行解读。众多网
友中，一名叫“JOAN”的网友，
原籍上海，是美国一所大学的
副教授，她多方查阅资料，对
墓志铭背后的故事进行了部
分推测。

“JOAN”在回复给冠县
文化局的文章中表示，她反复
推敲后，提出了这样的猜想：
男女主角年轻时相识并爱恋，
但女主角另嫁，多年后或丧夫

或被休，男女主角再遇。这次
终于有情人成眷属，而此时女
主角已经五十多岁了。男主角
在墓志铭上的描写主要基于
年轻时相恋时的印象，女主角
在87岁时去世，临棺的三个子
女可能是妾生或过继。

“JOAN”还说出了她推理
的依据。墓志铭篇首有“邯郸
花发”、“洛浦波迎”，两句都用
再嫁的典故，绝非偶然，实有
深意，寓意刘氏再嫁。

“JOAN”还查考出中唐
(公元767—835年)时307篇墓志

铭上有死亡年龄的妇女中有9
人年过80，这说明刘氏87岁去
世是有可能的。

另外，唐时墓志铭对亲生
子女可列出姓名，妾生的或过
继的一般不列名，而本墓志铭
上三个子女无一列名，这说明
三个孩子不是刘氏亲生的。

此外，唯一有问题的就是
“命寿终短”，但勉强也能解
释，因为寿命长短有主观上的
感受，虽说女主角逝时年龄已
达八旬，但男主角还嫌她去世
太早，恋恋不舍。

讲述>>

一个千年前的凄美爱情故事

墓志铭所记录的讲述出来是一
个充满谜团的凄美爱情故事。

唐朝时候，在现在的河北省大
名县境内，有一位姓刘的女子，她出
生名门，从小聪颖伶俐，家人都很喜
欢她。少女时期，刘氏出落得亭亭玉
立，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这些都得
益于母亲教导有方。

这样一位美若天仙、德行无瑕
的美女就应该嫁给一个谦谦君子。
果真，她在距娘家30里的地方找到
了这样一位如意郎君——— 冠县一个
叫李勉的人。

李勉的祖父李满官居五品，相
当于今天的副厅级干部，他的父亲
李祥是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
不过，李勉本人没有官职。

结婚后，刘氏勤俭持家，出得厅
堂，入得厨房，是个称职的好媳妇。
无奈韶华易逝，唐朝文宗(李昂)大
和二年(公元828年)，刘氏在大名县

去世，令人叹息。
去世时，她有三个孩子，最小的

儿子还未满周岁，一家人悲痛欲绝。
李勉对妻子刘氏非常思念，时时想起
新婚回门的情景，他决定终身不娶。

三年后(公元831年)，刘氏的灵
柩运到冠县，葬入李家祖坟，后跟李
勉合葬。

千余年后，2002年春，冠县县城
大规模的城建改造中，原冠县水利
局院内的建筑工地上，挖出了一座
古墓，古墓形状为穹窿顶墓，墓顶距
地表7米，直径约3米，墓葬保存完
好。出土文物有灰陶盆、半釉黑瓷
碗、半釉米色瓷碗、灰陶器盖、方铜
镜以及李勉墓志铭。

至此，这处在唐朝文宗 (李
昂)大和五年，即公元831年埋藏起
来的故事走入人们的视线。墓志铭
中对刘氏年龄的记载也引出了一个
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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