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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在债券市场重现入场配置良
机的背景下，国内首只市政建设
主题债基——— 万家市政纯债定期
开放债券基金(代码519192)于11
月1日至11月22日正式发行，为投
资者提供契合市场节奏变化的理
财选择。凭借独立成熟的信用评
级体系，万家固定收益投研团队
始终以追求绝对收益为目标，旗
下债券基金业绩稳定。

记者了解到，万家市政纯债

主要投向市政建设类债券,包括
棚户区改造、城市道路桥梁轨
道交通建设、污水处理等民生
工程。相对于同信用评级的产
业债、票据等券种，市政类债券
的到期收益率始终保持优势。
将 项 目 的 未 来 收 入 为 信 用 基
础，这类债券的期限长、安全性
高、收益稳定，保险机构、养老
基金、投资基金等都对市政债
券有着巨大的配置需求。

债市收益率高企 万家市政债顺势发行

近年来市场调成“震荡模
式”，主动管理股票型基金表现
备受影响。而一些善于长跑的基
金，通过稳健的风格，正被投资
者所日益看重。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
季度末，全市场仅有包括信诚深度
价值在内的4只股票型基金在连续
十个季度里，每个季度都跑赢同类
型基金平均收益水平。其中，信诚
深度价值过去三年也轻松完胜市

场平均，在踏准成长股节拍的同
时，投资“聚焦”经济转型方向。

据银河数据显示，截至10月
25日，信诚深度价值今年以来、
过去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三年
分 别 以 2 7 . 2 6 % 、3 5 . 9 7 % 、
33 . 76%、8 . 77%的回报位列同类
1/4，对应同类产品平均业绩分
别为16 . 79%、24 . 07%、9 . 87%、-
9 . 74%。可以看出，信诚深度价值
在过去3年完胜市场平均水平。

信诚深度价值连续10个季度跑赢同业平均收益
11月1日至2日，2013一汽-

大众用户体验日活动在聊城
北斗泰众4S店圆满落幕，从主
办方播放的短片了解汽车制
造到汽车工艺，再到4S店内的
金融角、汽车保养与维修车
间，处处细节的展示让到场
嘉宾进一步了解一汽-大众
汽车的奥妙。

在体验日现场，主办方
别出心裁的将一汽-大众迈

腾车型的生
产及工艺的
全流程通过
现场大屏幕
进行展现，
向公众揭开
了一汽-大
众高品质汽
车制造过程
中的神秘面
纱。透过影
片，到场嘉
宾不仅看到

了一汽-大众科技化的生产线
全貌，更对蕴藏在每一辆汽车
背后的冲压、焊装、涂装、总装
等对汽车质量有决定性影响
的“隐形”工艺有了进一步认
知。而随后主办方更通过3D动
画特效与专家讲解相结合的
方式，首次面向用户系统地讲
解了一汽-大众7-DSG双离合
自动变速箱的内部构造与科

技内涵，对这项领先于行业的
高端技术进行了专业的阐释，
用事实证明了DSG技术经过
不断的完善与改进，已逐步走
向完美。

在稍后进行的参观与体
验活动当中，到场嘉宾们分别
对升级后的一汽-大众经销商
展厅内部与维修车间进行了
全面而细致的了解。记者注意
到，依照大众全球展厅最新的
设计标准而建设的新展厅，兼
蓄典雅的欧式气息与国际时
尚特色，同时注入了人性化与
个性化色彩，休息区内所配备
的高档沙发令用户们的休息
舒适度大为提升，而全新设置
的VIP洽谈室、女性休息区及
吸烟室等个性化服务区域，更
全方位的满足了不同用户群
体的不同需求。在此基础上，
更新增了金融角等功能区。

(张召旭)

北北斗斗一一汽汽--大大众众用用户户体体验验日日圆圆满满落落幕幕

斗斗虎虎屯屯东东汉汉皇皇帝帝陵陵堠堠堌堌塚塚被被盗盗
盗墓贼在塚上挖出七八米深洞，幸未造成文物流失

本报聊城11月4日讯 (记者
凌文秀 ) 3日上午，东昌府

区斗虎屯镇堠堌村境内距今
1 9 0 0多年的东汉孝德皇帝皇
陵——— 堠堌塚发现被盗痕迹，
堠堌塚上有被盗挖的很深的坑
洞。4日，记者从市文物部门证
实，并未造成文物流失。据了
解，这几年间，堠堌塚曾多次发
现被盗痕迹。

“堠堌塚有文化部门聘任
的保护员每天巡视。2日夜间，
保护员巡视时，堠堌塚上还一
切如常。3日凌晨6点多时，堠
堌塚上被发现有一个挖开的
洞，并用草覆盖着，不留意根
本看不到。”盗墓洞深不见底，

洞口直径约80厘米，洞口周围
还有盗墓贼遗留下来的几个
编织袋和一根绳子。市文物局
一位工作人员猜测，“应该是
盗墓贼当天夜里没能挖到底，
所以用草把洞口掩饰好，准备
第二天夜里再继续挖。”

文物局工作人员根据开
挖洞穴的深度推测，并未有文
物被盗。“大概有七八米深，文
物被盗未遂。”

据了解，近年来，堠堌塚已
经多次被盗，“几乎每年都会出
现被盗情况”，有时是在正上方
凿洞，有时候是在侧面开挖，虽
然当地文物部门和公安部门已
经加强保护，但对于此类田野

文物，保护起来难度仍然比较
大。

据了解，因为田野文物分
布散乱，而且多数分布在偏远
村庄，对于此类文物的保护难
度系数很高。虽然很多文物都
就近雇佣了当地村民作为保护
员定期巡查文物安全情况，但
比起狡猾的盗墓贼，保护员显
然在装备和精力上还是太弱
了。“因为文物保护经费有限，
聘用保护员一天给不了多少
钱，雇佣到年轻人都很难，基本
都是四五十岁的中老年人。而
且，也不会有保护员搬到文物
驻地去住，不能24小时实时保
护文物。”

记者从市文物局获悉，近年
来，聊城出现多起墓穴及石碑石
刻等文物被盗事件，虽然有些并
未造成文物流失，但对文物遗址
仍有破坏。

清朝开国状元、曾经教授过
康熙皇帝的一代名相傅以渐，墓穴
位于城区南郊，就曾被盗过。傅以
渐墓在“文革”中，几乎所有的石
像、牌坊、华表等都被破坏了。墓碑
和傅以渐墓也被挖开，整个墓地破
坏严重。所剩文物已经不多，而且

多为被损坏的石碑、石像。”
“去年莘县孟洼遗址曾出现

被盗痕迹。”位于莘县朝城镇孟庄
村莘县孟洼遗址，在遗址内分布
有一大型汉代墓葬群，其中在遗
址西南部是一高10米 ，面积约
6000平方米的汉墓。经深入调查，
发现此墓为大型砖石结构壁画
墓。“其实孟洼遗址内的汉墓早就
已经是空墓穴了，我们去年又对
遗址进行了水泥封堵。”

位于莘县董杜庄镇的韩氏墓

地、东阿邓庙也出现过石人、石
碑、石刻等被盗的情况。

“《鬼吹灯》中的摸金校尉其
实在汉朝就已经出现了。东汉末
年三国时期，当时魏军的领袖曹
操为了弥补军饷的不足，设立发
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军衔，专
司盗墓取财，贴补军用。”文物局
工作人员介绍，古墓葬存世上千
年，大多经历过多次被盗，可以
说，留存下来的古墓葬已经“十
墓九空”。

现存古墓已“十墓九空”

延伸阅读

位于斗虎屯镇堠堌村的堠堌塚。 本报资料片

当当地地人人曾曾称称堠堠堌塚为““青青龙龙山山””
它它是是聊聊城城唯唯一一已已考考证证的的皇皇帝帝陵陵墓墓

东昌府区斗虎屯
镇有座高高隆起的土
丘，有人说是烽火台，
有人说是古墓，还有
人说是大禹治水时封
的青泥。文物专家考
证，这是东汉“孝德皇
帝”刘庆的墓葬，因为
在堠堌村，所以称为
堠堌塚，是聊城唯一
已考证的皇帝墓。

堠堌村可能曾是

一座不小的城池

堠堌塚在堠堌村西面，塚紧
靠公路，周围是农田，塚占地约
10多亩，是一个隆起的土丘。当
地人介绍，过去堠堌塚的面积更
大，也很高，当地人叫它青龙山。

聊城市文博专家陈昆麟说，
堠堌塚的传说有很多，有人说是
古代打仗用来传递信息的烽火
台，有人说是古墓，也有人说是
大禹治水时留下的青泥。2 0 0 7
年，陈昆麟和多名文物专家到堠
堌考证，证实它是座汉墓。

经实地测量，堠堌塚残存
封土南北长 1 1 0 米、东西宽 9 8
米，占地面积达1 0 7 8 0平方米。
参照周围树木比较，高度在 1 5
米以上。地上封土保存基本完
好。封土是人工夯筑成，夯层在
1 3到 1 8厘米不等，具备汉代墓
葬的特点。从封土中捡到的大
量汉代陶片证明，这是一座汉
墓。

当地几位老人说，堠堌村曾
经有四门、四关、四庙。东门到西
门、北门到南门都在1 . 5公里左
右。城墙基座有十多米宽，顶部
宽度有六七米。村中地势中间比
四周高1 . 5米左右。陈昆麟说：

“可以推测，堠堌村曾是一个不

小的城池，历史上曾有较长时间
的繁盛时期。现在堠堌塚被确定
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塚主人“孝德皇帝”

生前并未当皇帝

堠堌塚的面积这么大，里面又
埋葬了谁呢？陈昆麟说，历史记载，
东汉建立后，汉章帝建初七年设清
河国，封废黜的太子刘庆为清河
王，刘庆年幼多病，后来死在清河
国。

“东汉汉殇帝继位不到一年
驾崩，汉安帝继位。汉安帝就是
刘庆的儿子，儿子当了皇帝，父

亲的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所
以，汉安帝在建光元年(公元121
年)追封父亲清河王刘庆为‘孝
德 皇 帝 ’，尊 清 河 王 陵 叫‘ 甘
陵’。”也就是说，其实孝德皇帝
生前并没当过皇帝，而是死后，
被儿子追封。

甘陵和堠堌塚有怎样的关
系？陈昆麟说，北宋《舆地广记》
记载：“望清河，本汉厝县，属清
河郡。后汉安帝以孝德皇、后葬
于厝，改曰甘陵，为清河治焉。”
这座甘陵便为堠堌塚。

陈昆麟说，聊城有不少古墓
葬，但堠堌塚是聊城唯一已考证
的皇帝墓，有很重要的文化历史
价值。

本报记者 凌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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