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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好人好报”活动引起中央媒体关注
本报成都电 （记者 龙腾飞）12 月 25

日，记者从中国都市报 20 年暨媒体融合发
展研讨会上获悉， 本报举办的 “好人好
报”公益活动被《中国新闻出版报》专题
报道，并在研讨会上引来其他省份兄弟媒
体的赞赏。

12 月 23 日，《中国新闻出版报》以
“‘好人好报’ 公益活动在青海引起强烈
反响———《西海都市报》 做最美精神传播

者”为题，对本报的“好人好报”公益活动
专题报道。 报道称，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激励社区好人，《西海都市
报》于 11 月初启动“好人好报”公益活
动，立即引起了广大爱心人士、爱心企业
争相参与，纷纷为社区好人（包括热心人、
楼长、好邻居、志愿者、困难老党员等）订
一份 2015 年的《西海都市报》，为西宁市
上千位社区好人送去了精神食粮。 此次活

动不仅为爱心人士、 爱心单位和爱心企业
搭建了一个送关爱的桥梁， 又通过对社区
里的好人好事予以大篇幅报道， 为全社会
传递了正能量， 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的
共鸣。

16 年来，秉持“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
难”的办报宗旨，不断提升报纸的公信力、
影响力、亲和力、思想力、传播力，先后开
展了“帮李成环圆梦”“天天正能奖”“真

情救助百名贫困生”“帮助下岗职工再就
业”“西海读者林植树”“玉树常青林植
树”等大型公益活动，以实际行动做最美
的精神传播者、推动者、实践者，有力地践
行了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 12 月 25 日，参
加中国都市报 20 年暨媒体融合发展研讨
会的媒体负责人、专家、学者纷纷对《西海
都市报》这张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报纸
赞赏有加。

羊驼萌萌哒 快去看看吧
“网络神兽”入住西宁野生动物园

本报讯 （记者 袁震）12 月 26 日，西
宁野生动物园从外地成功引进 4 只 “网
络神兽”羊驼和 2 只赤猴。 这几只可爱的
动物将在元旦来临之际与游客朋友见
面。

羊驼， 又名驼羊， 外形有点像绵羊，
一般栖息于海拔 4000 米的高原， 世界现
有约 300 万只，约 90%以上生活在南美洲
的秘鲁及智利的高原上。 每群十余只或
数十只，由 1 只健壮的雄驼率领，以高山
棘刺植物为食。 发情季节争夺配偶十分
激烈，每群中仅容 1 只成年雄驼存在。 由
于我国并非羊驼的原产地，因此，许多人
是经网络才认识这种动物 ,并称其为“网
络神兽”。此次西宁野生动物园引进的四
只羊驼中有三只雌性一只雄性， 年龄均
为三岁， 颜色为三白一棕， 样子十分可
爱。

而赤猴分布在西非，主要居住在热带
草原和半沙漠地区，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
50 公里，是灵长目中速度最快的一种。 为
了丰富种群数量，提高展出效果，西宁野
生动物园继今年年初成功引进 3 只赤猴
后，近日再次引进 2 只赤猴。

科技馆奇妙夜
新鲜玩意儿真不少

本报讯 （记者 侯金花）12 月 25 日
18 时 30 分，青海省科学技术馆，全场灯
光突然熄灭， 许多激光线条组成的动感
舞蹈开启了“科技馆奇妙夜”的序幕。 当
晚，“科技馆奇妙夜”吸引了两千余名观
众。

“科技馆奇妙夜”内容包括“垂直风
洞体验”“真人密室逃脱”“奔跑吧科普
达人”” 青少年科学工作室会员生日
会”“星际移民” 等 32 项科普活动。 不
少学生家长表示， 带孩子观看和参与此
次活动是为了提高孩子对科技的认识，
培养创造力、扩散性思维。 为鼓励公众积
极参与，活动还设计了“科普银行”“科
普存折”集“KP 币”兑好礼等全新参与
方式， 让大家度过了快乐而有意义的一
晚。

青海省科技馆相关人士说，为进一
步贯彻落实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纲要》，积极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 省科技
馆定于 2014 年 12 月 25 日、2015 年 1
月 1 日至 3 日开展“科普你我同行 共
助生态文明” 系列科普活动暨新年主
题活动。

专家学者齐聚西宁话彩陶
柳湾遗址发掘 40 周年暨柳湾彩陶博物馆建馆 10 周年之际

本报讯 （记者 姚兰）12 月 26 日，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安半坡博物馆及
我省文博系统的六十余名专家学者，齐
聚高原古城西宁，共同纪念柳湾遗址发
掘 40 周年暨柳湾彩陶博物馆建馆 10
周年开展了中国西北地区彩陶学术研
讨会。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史前彩陶学术研
究，拓展彩陶与史前文化相关专题的综合
研究，同时为纪念柳湾遗址发掘 40 周年、
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建馆 10 周年， 中国
博物馆协会史前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聚落考古中
心、青海省文物管理局和中国青海柳湾彩
陶博物馆联合主办了中国西北地区彩陶
学术研讨会。

研 讨 会 围 绕 “让 文 化 遗 产 活 起
来———青海彩陶文化的保护和利用”这
一主题，分别就“遗址”和“博物馆”两
大议题开展研讨交流。 已是满头白发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谢端
琚， 作为 40 年前最早参与柳湾墓地发掘
的专家特意前来参会， 他回顾了在中国
考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 1974 年的柳湾
墓地的发掘。

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还有来自四川广
汉三星堆博物馆、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青海省博
物馆、青海省民俗博物馆、青海藏医药文
化博物馆、 青海喇家遗址博物馆三十多
家单位的学科带头人。 通过实地参观，参
会人员深切地感受到史前彩陶文化带来
的震撼， 研讨会同时促进了国内考古研
究所及相关博物馆在彩陶文化研究、史
前文化研究和遗址类博物馆发展、 运行
模式等方面的深度交流与合作， 也为西
北地区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奠定了
基础。

□价值分析
澳门回归 10 周年官方发行的纪念钞大炮

筒，拍出 200 万元的天价；澳门回归 15 周年官
方发行的邮票大炮筒《澳门回归大炮筒》，创历
史之最，必创造邮票市场新的财富神话！ 现在收
藏，未来涨百倍甚至千倍都很可能。

《澳门回归大炮筒》是迄今为止我国邮票史
上首版枚数最多的大版珍邮大炮筒， 也是世界
邮票史上的又一开山力作，被邮坛专家誉为“澳
门回归第一邮”，第一价值不可撼动！ 具有极高
的纪念价值和投资升值潜力！
□专家介绍：

邮票大炮筒的升值潜力远比单枚邮票高百
倍、千倍。 目前市场上澳门 800分小型张价格已
达到 180 元，《澳门回归大炮筒》由 110 枚肖像
珍邮组成，相当于小型张的 110 倍，升值空间巨

大！
肖像珍邮升值潜力大， 中国邮政早期发行

的 1998—3 大版，每版 32 枚，整套邮票现在市
场价是 1200 元，由 110 枚肖像珍邮组成的《澳
门回归大炮筒》，是我国邮史上第一次发行的单
版超过百枚的超大版珍邮大炮筒， 并融入了肖
像、一国两制、澳门回归、祖国统一等重大题材，
收藏价值不言而喻！

《澳门回归大炮筒》价值总结
权威保障：澳门回归官方发行，中华全国集

邮联合会权威鉴定，315防伪查询。
回归统一：庆祝澳门回归 15 周年官方特别

发行邮票大炮筒纪念藏品。
第一价值:我国邮史上首次发行单版超百枚

的超大版珍邮大炮筒。
人物题材:110枚肖像珍邮组成的珍邮大炮

筒，涵盖了各个重要时期，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和较高的收藏价值。

升值潜力: 澳门回归 10周年纪念钞大炮筒
价值 200 万元；澳门回归 15 周年发行的邮票大
炮筒，未来涨百倍甚至千倍都很可能。

发行公告
为庆祝澳门回归 15 周年，按照国家每逢五

年、十年必发行官方纪念藏品的惯例，官方特别
发行纪念藏品《澳门回归大炮筒》，中华集邮联
合会权威鉴定，315防伪查询，官方权威价值！
限量发行：2000套 统一发行价:990元／套

青海省指定发行地址：青海省博物馆展厅中区
收藏专柜(开馆时间 9:30-16:00，每周一闭馆）

发行专线：0971-6102628

国家法定面值《澳门回归大炮筒》隆重面世
发行背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 15 周年，官方特别发行《澳门回归大炮筒》，完美见证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巨大历史意义，同时收录澳门特别行政区区
旗、天安门、大三巴牌坊等图案，代表国家团结一致，象征国家繁荣富强。 《澳门回归大炮筒》枚枚法定面值，中华集邮联合会权威鉴定。

青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4年 12月 26日

全国中奖总额：29099944 元 青海中奖总额：223868 元

青海省中奖情况 单注金额
单选 176注 ����1040元
组选三 118注 3��46��元
组选六 0注 173元

全国中奖情况 单注金额
单选 22989注 1040元
组选三 15004注 346元
组选六 0注 173元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公告
第2014352期
中奖号码
7 2 7

全国销售总额 51537854 元
青海省销售总额 619160 元

西宁的朋友们，我们可爱吧！

↑ 我 们 迫 不
及待地想和西宁
的朋友见面了。

图 片 由 西 宁
野生动物园提供


